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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GITIMES 電子時報社長黃欽勇（中）、光陽光電董事長葉勝發（左）、中科產學訓
協會理事長及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右）與出席來賓對談交流
2. 光陽光電董事長葉勝發分享創業經驗
3. DIGITIMES 電子時報社長黃欽勇探討全球市場概況

科管理局為促進廠商交流並感謝廠商先進對管

技術為主軸，分享各項技術研究發展之應用及創業經

理局業務推動之支持，於 9 月 2 日舉辦「109 年

驗傳授及分析成功之企業經驗、產業趨勢、新技術及

中科產業大師論壇暨 CEO 聯誼會」，希望集思廣益找

全球市場現況。光陽光電董事長葉勝發以數十年功力

出中部科學園區推動智慧機械產業發展方向。本次特

分享各項先進製造科技、成功創業經驗，探討智慧機

別邀請產業先進光陽光電董事長葉勝發及 DIGITIMES

械產業趨勢及如何注入智慧製造新元素進行產業升

電子時報社長黃欽勇主講 AI 人工智慧與產業 AI 化，智

級。兩位並皆就 AI 人工智慧與產業 AI 化，智慧製造及

慧製造及數位轉型，與會 CEO 及廠商代表超過 80 人。

數位轉型 COVID19 後全球產業鏈之變動、挑戰與商機，

學習不同於自己專業領域的寶貴一課

台灣產業的趨勢與機會等議題提出看法並與現場來賓
互動，活動精彩，會後佳評如湧。

目前園區產業正面臨智慧轉型關鍵時刻，本次活動特

本次與會廠商貴賓交流熱烈，肯定本活動帶來企業合

別邀請 DIGITIMES 社長黃欽勇及董事長葉勝發兩位產

作契機，增進產業間技術交流，並有助降低成本及提

業先知，分享他們多年寶貴的產業實務經驗。黃社長

升技術，找出產業智慧轉型最佳方案，長期可提升產

曾任經濟部顧問、外貿協會董事、玉山科技協會理事、

業國際競爭力。

零件公會 (TECSA) 理事等，以智慧機械與智能化製造

1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守護園區安全的 AI 智慧坦克
Demonstrating Smart Fire Engine Developed by CTSP AI Robotics Hub

防災対策 - AI 搭載の放水ロボット
文／投資組

張豪君、圖／投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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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參與中科智慧災防機器人專案成果發表會，中科管理局副局長施文芳（右四）、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執行長李金揚（左二）、專案統籌總監舒靜珉（右三）、中興
大學講座教授蔡清池（左六）、友達公司高級工程師簡郁鍾（左三）。

中

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9 月 21 日所展示的「AI
智慧災防機器人」，是第一案以科學園區高科

技廠房場域情境需求，利用自造基地設備所開發的整
合應用成品原型，由受委託單位工研院機械所以及中
興大學講座教授蔡清池等多位專家協助審驗指導，經
過半年的時間完成，並在園區廠商友達公司進行場域
驗證。

八方位感應避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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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科管理局副局長施文芳親自操控 AI 智慧災防機器人
2. 爬梯防傾覆功能

從感應避障到火源偵測 降低消防風險

中科發表的 AI 智慧災防機器人原型目前正在申請專利

AI 智慧災防機器人具備遠程遙控、八方位雷達感應避

底前完成，下階段可視應用端的需求進行客製化專案

障、有害氣體偵測及智慧視覺辨識火源偵測等功能，

開發。未來可由後續評選出的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並獨創 AI 水砲自動擺頭系統及爬梯防傾覆等有別於坊

地自主營運團隊依經營計畫，配合園區廠商等不同任

間機器人之特殊功能，且為了達到人人都能直覺性操

務需求提供設計、開發及租賃服務或以災防機器人為

控的目的，機體搭配輕量化、簡易化及人性化的操作

示範教材，開設軟硬體教學課程，驗證及推展其商業

介面設計，而以 AI 智慧災防機器人做為火場先鋒，相

價值。中科發表的 AI 智慧災防機器人成果展示了透

較於消防員在距離火場 8 至 10 公尺的範圍輪番執行任

中，同時也正在執行 1.5 版的優化升級計畫，預計年

過科技的整合應用，除可提升救災效率與安全，也可

務，其可接近到 5 公尺執行救火任務，未來如有機會

以在擴大推廣後發展出更具價值的智慧多功能救災能

推廣應用應可更加保障第一線消防人員的安全及降低

力，營造園區廠商更安心的投資環境及各部門的災害

風險。

防救應變效能。

AI 水砲自動擺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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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攜手產學研
促進兩大領域應用發展
Two CTSP Innovation Forums Focus on Biotechnology & Smart
Machinery Respectively

産学連携 -CTSP 技術革新フォーラム
文／投資組

陳盈秀、圖／投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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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領域
中科管理局於 8 月 28 日辦理「中科園區創新技術論壇－生物科技創新應用發展」，
以生物科技創新應用為主軸，由中興大學、中山醫大、弘光科大、中臺科大、靜宜
大學、大葉大學生物科技相關領域學者進行創新研究成果發表，並邀請研華科技發
表智慧醫療發展趨勢、以及 2020 年度甫榮獲中科創新產品獎廠商友達晶材與瑞基
海洋公司分享創新生物科技技術應用，藉此機會提升並活絡園區產業能量。
論壇共有中科管理局局副局長施文芳、臺中市政府經發局副局長李逸安、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陳健尉、臺中科大研發處研發長盧冠霖、靜宜大學研發處研

1

發長林智健、中科產學訓協會秘書長林佳鋒等近百位嘉賓到場。中科管理局副局長
施文芳表示，本次活動期望能搭建中部地區生物科技產業創新技術發表平台，期盼
後續產學研能跨界合作，進行新世代商品開發，帶動新創企業發展，引領產業加值
服務轉型，激發中部地區產業創新思維及產業再升級。

【生物科技的創新研發成果發表】
中興大學教授侯明宏－抗新冠病毒之藥物開發
2
1. 8 月 28 日與會來賓專心聆聽生
物科技創新應用
2. 8 月 28 日與會來賓於場外進行
交流

中山醫大副教授陳伯易－視覺保健產品創新價值鏈
弘光科大副教授邱駿紘－真菌發酵產物的潛在保健功能
中臺科大教授施純青－牛樟芝純化物及其用於抗糖尿病、抗高血脂、
及降低肝臟脂質的用途與生醫產業應用
靜宜大學副教授陳俊宏－絲膠蛋白於生技產業之應用
大葉大學教授蔡明勳－人類疾病的鼠類動物模式應用在新藥開發與醫療器材研發

【生物科技的創新應用】
研華科技經理許全慶－智慧醫院之智慧醫療方向與進化的智慧病房
友達晶材資深特助徐盟貴－循環經濟之矽在農業與人體健康之應用
瑞基海洋經理鍾秉翰－防疫科技之新冠後核酸檢測的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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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中科園區創新技術論壇－智慧機械創新應用發展」到場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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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領域
中科管理局 9 月 18 日以智慧機械創新應用為主軸，舉辦「中科園區創新技術論壇－
智慧機械創新應用發展」，活動邀請虎尾科大、彰師大、勤益科大、中興大學、雲林
科大、東海大學、朝陽科大等中部大學院校著名智慧機械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創新
研發成果發表，台灣塔奇恩科技及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分享產業智慧機械創新應用
實務經驗，藉由活動相互交流以提升園區產業智慧化能量。
活動共有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台灣塔奇恩科技董事長張國
文、虎尾科大副校長沈金鐘、雲林科大產學處產學長洪肇嘉等百餘位嘉賓到場。中科
管理局局長許茂新表示，活動透過各大學技術與成果分享，期望能搭建中部地區智慧
機械產業創新技術發表平臺，激發產學研各界能量；也期許透過本次活動讓產學相互
交流，為園區智慧機械創新應用與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加速正向循環，促進技術升級
及產業創新。

【智慧機械的創新研發成果發表】
虎尾科大研究工程師謝東賢－智慧機械產業數位化轉型技術介紹
彰化師大助理教授曾立維－智慧型液靜壓主軸切削力即時監測與狀態預警系統研發
勤益科大助理教授沈銘原－熱固性碳纖維複合材料回收高值化應用技術
中興大學教授劉建宏－智慧機械穿戴裝置的發展
雲林科大副教授何前程－視覺式與光達式同步定位建圖技術及其智慧機械產業應用
東海大學教授周忠信－以人為中心的智慧製造：以漢翔為例
朝陽科大資訊學院院長廖珗洲－人工智慧技術導入經驗分享

【智慧機械的創新應用】
台灣塔奇恩科技董事長張國文－智慧導航搬運之產業應用發展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工程師蕭景中－射出成形製程的智慧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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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許茂新為路跑鳴笛開跑

跑跑好健康 一起來中科 17 園慶路跑！
Let’s Join CTSP Marathon for Welcoming Its 17-Year Establishment

走り出せ !
文、圖／環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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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P17 周年記念マラソン

鄭燕嶢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圖中）及來賓為活動展開序幕

園區要聞
Park News

1

2

3

4
1. 精采的魔術表演帶動現場氣氛
2. 大家跟著體操教練伸展暖身
3.4. 參與活動者歡樂起跑

中

科園區已邁入第 17 週年，中科管理局為提倡園

路跑完賽後，中科管理局安排了一系列的表演節目、

區勞工正當休閒活動、培養運動風氣、促進勞工

抽獎、勞工法令有獎徵答等活動，邀請所有參與者同

身心健康，及宣導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勞

樂，舞台演出的內容從大朋友小朋友都愛的氣球互動

工法令，保障勞工勞動權益，特於 9 月 19 日在園區內

魔術表演，演出者穿梭在休息區，也逗得台下的大小

的水堀頭公園舉辦中科 17 週年園慶路跑活動。

朋友不亦樂乎；第二組表演熱血沸騰的舞蹈，同時也

清晨，活動現場湧入近 500 名園區員工及眷屬，中科
管理局局長許茂新為活動進行開幕儀式，與現場跑者
一同暖身，同時也為活動暖場。其後在局長許茂新的
鳴槍帶領下正式開跑！路線全長 5.1 公里，在步道規
劃相當友善完整的環境下，希望讓園區勞工除了參加

炒熱現場氣氛到最高點；最後一組表演則是邀請了知
名的網路歌手，進行了小型的不插電音樂會，現場的
參加者隨著音樂擺動陶醉，也紛紛拿起手機記錄下這
美好的一刻，為中科 17 週年園慶路跑活動劃下完美句
點。

這次的園慶系列活動以外，更能鼓勵勞工利用平時上
班以外的時間到公園內走走，放鬆身心，也適當釋放
工作上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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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通關及保稅業務交流活動與會者合照

科技人文航太之旅
外貿通關及保稅業務交流
Custom Clearance and Bonding Operation Seminar & AIDC Tour

輸入通関と保税業務についての交流会

文／工商組

為

吳夏女雲、圖／投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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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園區廠商保稅及通關作業實務操作能力，並

午在兼具航太、科技、人文氣息的漢翔航太研習園區

促進相關單位與園區廠商間交流，中科管理局特

進行交流座談，下午則參觀難得一見的漢翔廠區，感

於 9 月 17 日舉辦外貿通關及保稅業務交流暨座談會，

謝漢翔航空董事長胡開宏率隊親自接待，讓近 80 位園

由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親自主持，當天活動廠商參

區廠商參與活動見證「勇鷹教練機」雄姿。

加踴躍，關務署臺中關關務長劉莉莉、園區公會進出
口保稅作業委員會總召集人賴仁康等均到場，活動上

局長許茂新在座談會中特別感謝園區通關保稅業務夥
伴默默辛苦打拚，締造中部科學園區營業額豐碩成果；
並表示管理局將持續建立關貿互動平台，提供廠商適
切服務，協助廠商拓展國際市場。關務署臺中關關務
長劉莉莉親率隊蒞場，指導園區關務業務及法令宣導；
園區公會進出口保稅作業委員會總召集人賴仁康、中
區召集人王秀琪及副召集人陳香君分享保稅實務，讓
這次參與夥伴在活動相互交流中，精進業務，提升工
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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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右）與
漢翔公司董事長胡開宏合影

園區要聞
Park News

專業領域與人文素養並重的漢翔航空
座談會後安排參觀環境優美的翔園別墅
區，該區係緣起於 IDF 經國號戰機之研製
生產過程中，外籍顧問、客戶及眷屬居住
的需求，因此於民國 72 年起籌建美國德州
建築風味之生活園區。漫步美式獨立雙併
別墅區，各處林蔭大道，綠意盎然鳥語花
香，悠遊自在，讓人心情愉悅、開朗放鬆，
目前該別墅區已開放提供外界住宿租用，
園區廠商可多加利用。緊接著在聯誼餐敘

IDF 經國號雄鷹戰機

後，特別安排參觀漢翔飛機生產配線，以
及 IDF 戰機與追風專機，參訪過程讓我們見識觀摩到台灣堅實的航太製造
及出口實力。特別感謝園區廠商通關及保稅同仁的支持參與，讓此次活
動圓滿順利，共同度過充實愉快的一天。

悠遊漫步綠意盎然翔園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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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座談會
CTSP Invites the Members from Industrial & Commercial Service Unit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 Exchange Ideas
2020 年 CTSP 工商関連サービス業界の交流会
文／工商組

洪新墉、圖／投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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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部科學園區為積極提升企業營運效率與員工生
活需求，傾聽工商服務業者的聲音、提升園區各

類工商服務業營運服務效能，讓中科園區成為一個更
完善的科學園區，特訂於 9 月 11 日舉行「109 年工商
服務業營運觀摩座談會」，邀請園區公協會、園區海
關、銀行、郵局、水電、電信業者、就業服務站、物
流中心、中科員工診所、會計師與律師事務所、保二
警察、中科餐飲業等綜合性服務事業機構代表及中科
管理局局長許茂新率領各組室代表，出席人數達 60 人
參加，期許透過會議互動、溝通交流。

學習觀摩各地發展 提升創新思維
考量觀摩需求與座談場所，希冀與工商服務等食衣住
行育樂上有重要關連，擇定立法院中部辦公室（原台
灣省諮議會）舉辦，座談會由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
主持，並邀請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關務長劉莉莉等工
商服務業團隊一同與會座談，會中除感謝各界多年來
對科學園區的支持與協助，也與業者進行服務經驗交
流，服務業嘉賓皆肯定中科管理局為廠商服務，會後
請立法院中部辦公室導覽議事堂，讓工商服務團隊成
員親身瞭解立法院中部辦公室的階段任務。
此次參訪之立法院中部辦公室（原台灣省諮議會）議
事堂之圓頂造型的議事堂建築十分典雅。區內林蔭處
處，小橋流水，環境幽雅，後山區內有造型典雅的涼
霧峰農會的商品擺設十分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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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Park News

1

2

亭供遊人休憩。山下有環山道路及登山梯道可抵達，
沿途綠意盎然、鳥語花香，林木蒼鬱，漫步期間令人

3
1. 立法院中部辦公室（原台灣省諮議會）議事堂
2.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左）、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關務長
劉莉莉（右）主持座談會。
3. 參訪民生故事館

心曠神怡。假日遊人如織，是民眾休憩的好去處；下
午安排至民生故事館與霧峰農會觀摩學習，以提升服
務業多角化創新經營思維。
感謝中科園區所有工商服務團隊，希冀本次的活動體
驗對未來工作與生活有所幫助及啟發，最後與會貴賓
收獲滿滿賦歸，期待下一次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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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園區生態營造有成 見證賞鳥天堂
CTSP Ecosystem Intro & Bird Watching Tours

CTSP 自然解説及び野鳥観察イベント
文、圖／營建組

中

熊婉贏

科管理局為推廣園區多年建設與維護之景觀綠美化成果，提供園區廠商及局內同仁認識生態環境及景
觀之美，於 9 月 23 日舉辦「中科 17 週年園區生態介紹暨賞鳥活動」。本次活動特邀社團法人台灣野

鳥協會理事長林炯男、專案經理沈育霖擔任講座，當日主要介紹園區鳥類資源、園區生態環境及賞鳥相關常
識與資訊，活動中沈經理透過鳥類照片搭配鳴叫聲及觀察影片講解，內容生動有趣，讓無法常常有機會到園
區內各處走走的廠商員工及本局同仁更一步了解園區生態環境。

默默待在一旁看著高蹺鶴的小白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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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Park News

1

2

3

4

1. 中科管理局營建組組長謝東進使用望遠鏡賞鳥
2. 同仁隱藏森林中，欣賞自然之美
3. 翱翔天際的大冠鷲鴴
4. 專案經理沈育霖（右）於戶外解說

生態多元化 驚嘆自然美
園區公園綠地規劃設計已考量融合環境及生態，營造不同景觀特色，呈現台中園區東大、水堀頭、林厝、通
山及橫山等五大公園，並保留了許多大面積綠帶，這些空間都是鳥類棲息與繁殖重要的區域，園區已陸續發
現的鳥種包括猛禽類、特有種、特有亞種、二級保育類、三級保育類。除了常見的城市三俠 - 麻雀、綠繡眼、
白頭翁之外，也曾在水堀頭公園見到水雉的蹤跡，更有一些候鳥稀客如小桑鳲、紫綬帶，顯示出園區物種多
元，生態環境日趨完整。
午後一行人來到原大肚山彈藥庫舊址之新擴建區滯洪池邊，很幸運地目睹造訪園區小白鷺及成群高蹺行鳥等；
另來到東大公園天空步道沿路各處都可能藏有秘境般的生態、美景，等待有緣人進一步探索和發堀，建議大
家有空閒時間去園區公園散步，九月底十月初成群候鳥陸續過境，運氣好的話也許抬頭一瞥可能就會有意外
的驚喜和發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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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Park News

參與活動學員合影

醫材拓銷 Workshop 提升市場行銷力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pansion & Commercialization of Medical Devices

医療器材の商品化とその販路開拓に関するワークショップ
文、圖／投資組

為

林凱貞

把握 COVID-19 後疫情時代的新商機，協助台灣

場潛力商機，透過案例研討與實作演練，探討各類醫

醫材廠商拓銷國際市場，提高台灣醫材品牌能見

材拓銷的可能性，了解生醫產品目標市場訂定與行銷

度，中科管理局於 9 月 16 日及 9 月 17 日辦理兩天一

策略制定的關鍵要素，提升業者行銷佈局能力，擘畫

夜「醫療器材商品化與拓銷 Workshop」，邀請醫材公

海外市場藍圖。

會理事長王綉子、成大教授陳芃婷、博士蔡田畯、水
狸工廠執行長姚南光、發發設計創辦人李弼凱、明基
材料處長陳瑋，以及華廣生技特助楊富翔從醫療器材
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著手，探討醫材進軍全球市場如
何佈局的實用行銷策略。
本工作坊聚焦於醫材產業發展關鍵議題，提供廠商市
場調研的方法與管道，精準找出產品市場定位，做為
產品行銷佈局之基石，進一步提出現況觀察及標竿廠
商，分析產業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海外市場行銷策略
規畫、做法與佈局，協助廠商判斷未來醫材發展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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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進行案例探討與實作演練

新進能量

New Energy

用區塊鏈建立誠信身分－圖靈鏈
FITI Winner Develops TuringCerts to Digitally Store the Personal Diplomas &
Certifications

革新創業激励計画で受賞 - ブロックチェーン技術「Turing Chain」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1

2
1. 入選「亞洲矽谷創新創業鏈結計畫－預見新創」新加坡團隊
2. 美國最佳科技獎前五名代表隊

中

科管理局輔導「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TuringCerts」圖靈鏈，於 2020 年 7 月 3 日 獲頒科技部「創新
創業激勵計畫 - 創業傑出獎」及創業獎金新臺幣 200 萬元，該公司於 2018 年在香港成立公司，

由創辦人胡耀傑帶領團隊由零至一建構，期間獲得許多國際新創支持，如阿里巴巴、微軟、匯豐銀行、
柯林頓基金會都曾頒予獎項。
創意發想始終來自生活的不夠便利，創辦人胡耀傑表示在赴美求學生涯中，因申請國外的教育機構時，
發現申請流程複雜又繁瑣，證件需完整備妥，否則會衍生許多困擾，另就其查證，一年光畢業證書全
台發約 30 萬張以上，其他技術證照更不計其數，考量不論在求學或求職都需證書，該公司藉由區塊鏈
技術的不可篡改、透明公開等特性，從而實現證書、履歷信息的真實性、不可偽造性及可追溯性，為
台灣教育環境帶動穩健的數位轉型與學習歷程落地化。
該公司所研發出的「圖靈證書」可以數位記錄個人生涯所有相關資訊，如學歷信息、職業歷程、培訓
記錄、職場所受獎懲」等等。圖靈證書以 W3C DID 數位身份協定建構圖靈身份（Turing ID），在符合
歐盟嚴謹 GDPR 的隱私協定下為所有用戶從幼兒園至研究所做最完整的數位學習歷程。
目前已該公司達成合作協議的大學院校包括初步課程證書實驗合作的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史丹
佛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銘傳大學、世新大學，國內外共 35 間旗艦教育機構。中科扶植新創多元化，無論科技、綠能、
生醫、食品等，只要你有創新、有創意，都是管理局扶植對象，歡迎各領域新創進駐中科新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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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調歌頭
蘇軾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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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小

林學侃

時候，每逢中秋年末時節，總能在百貨公司聽到當時的流
行歌曲，清麗的歌聲唱著：「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

圈，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當時年幼無知的
我並不認識鄧麗君，也不太認識蘇東坡這位名傳千古的北宋詩
人，只是單單純純地覺得好聽，太好聽了，一直記得好多好多年。
一直覺得整首詞曲都隱隱含著對於看淡人生的哀傷和無奈，卻在
最後兩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圓滿了過來，溫暖了人
心，讓我知道縱然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還是願意懷抱著希
望與珍惜去對待自己與他人。
直到現在年過三十，偶然聽見《但願人長久》時，依然這麼覺得。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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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止於「智者」—
如何借力 AI 打擊假訊息
Using AI Technology to Distinguish Fake News

デマ拡散防止に求められる AI 技術の力
文、圖／資策會 MIC

謝佩芬、張皓甯

輿論影響力與日俱增，而且不受時間與空間的影響、
無遠弗屆。在不受約束的社群媒體平台，十分容易淪
為有心人士操弄言論的有利工具，加上大眾也不吝於
在社群媒體表達自身的政治立場或是對事件的看法。
舉凡 2016 年英國公投脫歐、美國川普當選總統，即可
充分理解網路言論已不僅限於意見的表達與分享，而
是真實對國家運作產生影響，因此假訊息現對各國而
言都是亟需正視的問題。全球主要國家如美國、加拿
大、德國、法國、韓國及新加坡於近三年來皆已分別
透過立法，希望對不實消息的散播者進行制裁或是對

亂世成為假訊息傳播溫床
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自從中國大陸爆發以來，

網路平台業者進行約束。

假訊息散播有跡可循

疫情已波及全球主要國家，至今未見緩解現象。然而，

然 或 可 利 用 學 術 理 論 來 解 釋 假 訊 息 散 播 的 現 象，

現階段雖然人手一機，接獲資訊的管道極為多元，但

「 科 學 」（Science） 曾 刊 登 過 一 篇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教

並不意味是正確且可信任的資訊。特別在大眾關切如

授 Souroush Vosoughi 關於「網路假新聞散播」（The

何防疫的當下，全球各國瀰漫著防疫假訊息，例如：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的研究報告，研

日本謠傳喝熱水即可預防病毒、印度謠傳素食主義者

究 Twitter 於 2006-2017 年超過 300 萬名用戶間，共達

不會受新冠病毒感染，或是美國謠傳吃香蕉可防疫等

450 萬次推播次數的 12 多萬篇的推文。而且，從中證

等。因此，為避免混淆視聽且讓大眾掌握正確訊息，

實虛假訊息比真實故事傳播的速度與範圍都是更快且

多數國家多透過中央機關每日固定時段對外統一說明

更廣，而且虛假信息被轉發的可能性仍比真實信息高

疫情現況以及因應對策。而且，各國政府其實也早已

出 70%。主要是因為虛假故事的新奇感也許能吸引大

針對散發或轉發假訊息祭出鐵腕，但還是難以遏止歪

眾注意力，刺激他們進行轉發，以表明分享者向大眾

風。特別是在全球疫情幾乎呈現失控狀態，仍有民眾

證明自己是消息更靈通的人。

以身試法散播假訊息，或許想趁公權力無暇之際進行
惡作劇。

透過科技提前察覺 降低影響力

假訊息對社會的影響

然而，除了各國政府制定政策宣導外，打擊假訊息也
成為全球各大社群媒體當務之急。社群媒體並不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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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行動世代興起後，也促成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而

假訊息亂竄，導致難以回復的後果，乃至造成國家動

透過發文的轉貼、分享、按讚以及留言讓社群媒體的

盪。客觀來說，面對每日龐大數量貼文的社群媒體，

趨勢新知

New Information

採取主動檢視貼文內容是不切實際且違背社群經營理

進行「含有誤導訊息」或「頌揚暴力」等標籤提醒用

念的作法；現階段多採取透過用戶檢舉，並交由第三

戶，此事也引發美國總統川普宣稱要透過行政命令，

方進行查核的方式。但仍有新創公司想透過科技早期

考慮修法加強管控社群媒體。

發現假訊息，以降低其負面影響力。首先，看到瑞士
盧 加 諾 大 學（USI）Michael Bronstein 教 授、Federico
Monti 研究員與 Davide Eynard 博士共同設計開發幾何
深 度 學 習 演 算 法（Geometric Deep Learning）， 透 過
用戶資料、人脈網絡、用戶活躍度以及貼文內容分析
用戶屬性，藉此以用戶貼文的散播途徑作為判斷假訊
息的基礎。上述的幾何深度學習技術是利用 2013-2018
年 Twitter 貼文作為監督式學習的基礎，該演算法已由
盧加諾大學獲取專利，而研究團隊更成立了 FABULA AI
新創公司，此間公司也已於 2019 年 6 月被 Twitter 收購。
除了透過訊息散播途徑進行辨識，另一間則是 2017 年
於英國成立的 AI 新創公司 Factmata，透過基於自然語
言處理的可解釋 AI（Explainable AI）解決日益嚴重的

然 而， 另 一 社 群 媒 體 大 廠 Facebook 則 是 遲 遲 未 表 態
針對仇恨言論的處理立場，而有民權團體發起「# 拒
絕以仇恨換取獲利」（#StoptheHateforProfit）活動抵
制 Facebook，許多知名國際品牌如 Verizon、聯合利華
（Unilever）、愛迪達（Adidas）以及本田汽車（Honda）
等也都加入抵制行列。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
已對外發表聲明禁止任何聲稱特定種族、宗教、性取
向或移民資格人士威脅個人安全或健康的廣告，亦會
標籤政治人物具新聞性但違規的貼文。

謠言止於智者
從 Twitter 或是 Facebook 開始採取措施因應仇恨言論，
十分清楚社群媒體已不再是一個單純提供發言的平

假新聞和錯誤信息問題。創辦人 Dhruv Ghulati 背景為

台，其龐大數量的貼文傳播已足以影響人們生活的各

倫敦大學計算機科學系，認為須建立人與機器共同協

個層面，乃至影響國家運作，讓大眾意識到社群平台

作的事實查核平台。Factmata 的人機協作模型是提供

言論的影響力，也難以再用言論自由進行捍衛而不做

已篩選過的資料給 2,000 名以上的專家和 24 個專業團

任何的把關限制。現階段仍需要大量人力進行事實查

隊進行新聞內容標註與回饋，藉由內容評分獲取數據

核，並非僅是透過科技就能進行把關。如 Facebook 所

訓練模型；另外，也讓該平台的使用者對內容評測結

言，建構平台就是希望提供普羅大眾公平的發言機會，

果給予回饋，讓神經網路模型經由上述學習，以達到

但不受把關的隻字片語透過轉載、分享或回應，卻已

更高的準確度。Factmata 目前於其網站提供假新聞品

比專業媒體所發表的評論，更具備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質評測頁面，提供用戶輸入新聞內容刊載網址，經由

社群媒體現階段已主動或是被動表示會對不當或不實

機器閱讀該內容後，即會根據八個評測項目，如：政

貼文進行標籤的立場，但社群平台對於刪文仍抱持保

治偏見、網路釣魚、貶低言論、惡毒、猥褻、種族歧視、

留態度，因此大眾保有「謠言止於智者」的基本認知

性別歧視以及威脅等進行評測，即可根據評分判斷該

才是最為重要的。

內容的可信程度。

社群媒體角色再思考

資策會 MIC AISP 網址：http://mic.iii.org.tw/AISP

為能遏止新冠肺炎疫情的假訊息四處散播，Twitter 已

著作權所有，非經資策會書面同意，不得翻印或

開始針對有疑慮的貼文，進行誤導訊息標籤的標示，

轉讓。

提醒用戶留意該則訊息的真實度。而 2020 年 5 月下旬

以上研究報告資料係經由 MIC 內部整理分析所

美國因發生非裔美國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受到

得，並對外公告之研究成果，由於產業倍速變

白人警察執法不當致死事件，導致全美乃至全球部分

動、資訊的不完整，及其他不確定之因素，並不

國家陸續發生示威活動；加上美國總統大選在即，不

保證上述報告於未來仍維持正確與完整， 引用

實或誤導的言論更是趁機四起。

時請注意發佈日期，及立論之假設或當時情境，

眾人所知，美國總統川普時常透過 Twitter 發表言論，

如有修正、調整之必要，MIC 將於日後研究報告

Twitter 已對川普總統針對抗爭事件或通訊投票等言論

中說明。 敬請參考 MIC 網站公告之最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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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分你我她 性別平權有保障
Same Rights for “He” and “She”, Gender Equality in Workplace

職場における男女平等推進及びセクハラ防止の対策会議
文／環安組

何怡佳、圖／投資組

林學侃

性

別工作平等法是重要性別與勞動法案，此法被視為台灣保障
職場性別平等的重要推手與工具，性別工作平等法中規範了

各項消除職場歧視措施，像是懷孕歧視、性別歧視、性騷擾防治
與處理。
為加強園區事業單位對於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就業歧視案例之認識
與瞭解，保障職場工作平權，消除性別及就業歧視，落實性別工
作平等法所定內容及就業歧視之防治，並協助事業單位建立性騷
擾防治機制。中科管理局於 9 月 16 日辦理「109 年度職場平權暨
性騷擾防治研習會」。
本研習會邀請律師楊錫楨主講，議題含「就業歧視實務案例分
析」、「性別工作平等（含性別工作平等法實務、職場性騷擾案
例分析、事業單位性騷擾防治機制之建立及 Q & A）」，講習過程
講師與現場參加者共同探討前項議題相關之法令規定及分享實務
推動經驗，廣受參加學員佳評。

主講者律師楊錫楨

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二章規定，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陞遷、
教育訓練、福利措施、薪資給付、退休、資遣、離職或解僱等事項，不得因性別或性
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事業單位應遵守性別平等相關規定，以營造性別友善職場環境。
雇主就上開事項，因性別或性傾向對求職者或受僱者有差別待遇，處新臺幣 30 萬元
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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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新知

New Information

做一個保護人權的世界公民
－不完美的正義
Be a Human Right-Protecting World Citizen, the Imperfect Justice

人権尊重の精神を育む - 映画鑑賞「黒い司法 0% からの奇跡」

文／企劃組

為

陳俊安、圖／企劃組 陳雅婷

提升中科管理局同仁對國際人權公約之認識，

本次講習所欣賞之

於 9 月 25 日舉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與兩公

影 片《 不 完 美 的

約」講習，本次講習以「公約簡介、影片欣賞」方式

正義》改編自美

辦理，欣賞影片為《不完美的正義》，該影片為真實

國 律 師 布 萊 恩・

事件改編，故事背景牽涉黑人因種族歧視遭到司法誤

史 蒂 文 森（Bryan

判死刑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議題，涉及公民與政治

Stevenson）

權利國際公約第 6、26 條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5、

手 之 真 實 案 件，

12、13 條。

遭司法判處死刑

為提升我國際人權地位，順應世界人權發展之潮流，
我國以制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
行法」之方式，將公約之內容納入我國法律體系，使

經

的 黑 人 華 特・
麥 米 利（Walter
McMillian）

在

1987 年 被 控 謀 殺

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一 名 18 歲 的 年 輕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政公約）」及「經濟

證據都可以證明非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社文公約）」合稱為「兩

他所為，然而法官僅憑另一名有說謊動機的罪犯證詞

公約」。「公政公約」主旨在闡明生命權、自由權係

就將華特判處死刑。該案在布萊恩律師追求正義的堅

人民的基本權利，此公約禁止酷刑、奴隸制度、溯及

持下，終於讓被不公司法人員所掩蓋的真相水落石出。

既往之刑罰，限制死刑之科處、執行，並明文規定人
民不分性別、種族、社會階級等，一律平等享有宗教、
結社、言論、參政等自由。「經社文公約」主旨則是
要求締約國保障人民之受教育、參與文化生活、享受
科學進步等權利，並提供適當之家庭福利、兒童及青
少年保護、糧食分配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身

女子，儘管有多項

《不完美的正義》華納兄弟發行

透過該真實案件，與會人員對於兩公約及身權公約所
揭示的生命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及正當法律程序等
抽象人權概念有更深刻的體悟，進而於行使職權時，
符合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
不受他人侵害，並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

權公約）」則強調身心障礙者應該不受歧視地享有各
項基本人權，且必須與其他人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享
有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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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管理局環安組組長莊志峰（圖中）與首次參與中科
盃的台中園區污水廠委外操作單位山林水公司合照

運動讓生活更健康
競賽讓團隊更堅強
Exercise Improves Our Health, Competition Strengthens a Group

2020 年 CTSP ソフトボール大会
文、圖／環安組

鄭燕嶢

經過一天的激烈競爭，優勝隊伍如下：

中

科管理局為提倡園區從業人員正當休閒活動、
培養運動風氣、加強團隊精神並增進園區廠

商與單位機關之交流，9 月 5 日於后里園區公園壘
球場舉辦「109 年度中科盃壘球競賽」，共有 6 支
隊伍報名參加，約 120 人次參賽，除了讓大家伸展
運動、紓解工作壓力外，有相互切磋球技的機會，
讓每年的球賽更加精采！


第一名：友達野馬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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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Activity

友達野馬與台灣美光爭冠，奮力一擊。




第二名：台灣美光

第三名：友達虎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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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實中登場 創新科技展覽活動
NEHS@CTSP: Innovative Technology Exhibition Event

NESH- テクノロジー革新展覧会
文、圖／中科實中

科

黃春英

技部為推廣世界前沿科技新知，由科教發展及國
際合作司規劃「科轉計畫」，選定國際聚焦之科

技主題，以「人工智慧」及「生技醫藥」為主，5 個
計畫團隊分別將艱澀的科技內容轉化為具啟發性之創
新教育資源，其中包括：網路人工智慧、醣蛋白科學、
癌症標靶藥物及腫瘤治療、阿茲海默症新療法、誘導
性多能幹細胞等創新科技於教育資源上的轉化成果，
透過轉化將前沿科技向下扎根到國中、高中的科技教
育上，讓校園年輕學子提早認識這些科技新知，具有

1

啟蒙與提升科技素養的意涵，也提供未來生涯發展的
選擇目標與方向。

師生家長共同參與科學享驗
校園推廣活動中區場次 9 月 25 日在國立中科實驗高級
中學登場，為期 2 日，場地設置於餐廳音樂棟 1 樓，
各時段安排本校高中部、國中部與雙語部師生共同參
與，教職員與家長自由參觀，另也開放鄰近國中端師
生團體報名參加。成果展覽（攤位）內容介紹人工智
慧及生技醫藥的創新科技，透過實體教具、虛擬影音、

2

AR（擴增實境）、VR（虛擬實境）等手法，將抽象、

1. 解說 人工智慧科研成果轉譯
2. 學生親自操作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展品

高難度且知識結構複雜的「前沿科技新知」轉化為具
體、簡單且富有趣味性之科普素材，燃起了學生對於
前沿科技的興趣、欣賞、理解及參與，每一場次幾乎
是欲罷不能。9 月 25 日下午於本校國際會議廳進行兩
場科普講座，特別邀請計畫團隊中的兩位學者專家現
身說法（國立交通大學博士陳聖昌—揭開醣的神秘面
紗、國立成功大學博士郭余民—運動抗失智的學理基
礎），親身分享豐富又具啟發性的研究經驗，提供現
場師生另一種別開生面的科學「享驗」。
成果展覽（攤位）於 9 月 26 日另有安排雙語部學生現

24

場英文導覽與解說，除了上述成果展區外，展場還設
有「DIY 動手做」專區，共有 8 場體驗課程，課程內容
有：VR 癌症獵殺者與 VR 生物尖兵、溫感水凝膠性質
與應用及殺菌水凝膠 DIY、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生醫
創新科普推廣活動、胞外體晶片應用於失智症的檢測
等，透過研發出的多元創新科普教育資源，提供學生
對新興領域的探索機會，也從「做中學」體會到更深
入的科學知識原理。

活動紀實

Park Activity

中科實中 FRC成果發表暨新生說明會
NEHS@CTSP: FRC Performance Result Presentation & Freshman Seminar

NESH- 国際ロボットコンテスト「FRC」成果発表及び新入生説明会
文、圖／中科實中

楊適之

中科管理局副局長施文芳（中）與校長、學生及家長合影

FRC

#7636 Robomania 在 9 月 11 日晚上舉行成

解，也各自準備能清楚說明原理的互動式簡報及整機

果發表暨新生說明會，很榮幸邀請到中科

圖動畫，增添趣味；動態展的部分，我們在操場架好

管理局副局長施文芳、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副執

場地，模擬機器上場，也開放來賓在 Driver Station 體

行長劉能堯，以及贊助我們的廠商、家長，還有持續

驗移動機器，從吸球到送球再到射球得分。

支持我們的校內外的同學們。

在學習中成長經驗 在成長中學習知識

這場成果發表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新血的招募，更重
要的是交代我們在被疫情影響的 2020 年到底做了什
麼，讓所有人認可我們。雖然準備不過兩個月，但最

成 果 發 表 首 先 由 策 略 組 介 紹 2020 賽 季“Infinite

後大家的回饋也比想像中的還要好，相信在未來我們

Recharge＂的規則及場地佈置。策略組除了要翻譯原

能成為更成熟的 FRC #7636 Robomania ！

文規則，還要負責團隊的文書資料、行政運營。接下
來是電資組說明賽季期間每個組員負責的部分，像是
Git、氣動程式、視覺辨識、路徑規劃、配電、PID...。
最後是機構組，除了解說各機構的繪圖、加工和場地
製作，機構組還會不時穿插一些賽季期間發生的趣事
或故事。我們不只是在做一台機器人，我們還從 FRC
中學到樂觀、團隊精神和可貴的友誼。
中場休息時的靜態展，策略組展出賽季期間的書面資
料：賽季規則翻譯、工程筆記以及企業募款規劃書，
而電資組及機構組除了拿出平常使用的工具進行講
FRC #7636 Robo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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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限時特賣會 熱鬧歡騰慶佳節
The Jubilant Lunar Moon Festival Fair

大盛り上がり！中秋節特売会
文／企劃組

秦惠桑、圖／投資組

楊素琴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右
三）及台灣公益 CEO 協會秘
書長林淑娥（右一）與設攤
公益團體合影

中

科管理局與園區公會於 9 月 9 日在管理局 1 樓大
廳共同辦理「中科中秋特賣」活動，邀請伊甸

社會福利基金會臺中市迦南園烘焙庇護工場、立達啟
能訓練中心、臺中市愛無礙協會、臺中市慈愛智能發
展中心等公益團體及臺中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臺中
市好禮協會與中南部地區多家農會共同參與，約有 30
餘家廠商設攤，包括糕餅、咖啡、茶葉、烏魚子、農
產品、手工藝品、中秋應節禮盒等多元品項廠商共襄

盛舉，滿足消費者一次採買需求。
今年首次將活動時間延長至晚上，自上午 11 時至下午
7 時，當晚並舉辦中科 FUN 電影活動，現場有滿額摸
彩和限量福袋，吸引園區廠商、員工及周邊鄰里居民
等踴躍參與，人潮熱絡、買氣旺。同時，園區公會副
理事長蔡國洲、程泰公司副總裁楊丞鈞、合盈公司董
事長許玄岳、如陽公司董事長歐太陽、歐群公司董事
長廖月照、佳凌公司董事長劉嘉彬及臺中市好禮協會
理事長鄭人豪、台中市糕餅公會理事長蔡萬財、台灣
公益 CEO 協會秘書長林淑娥亦撥冗蒞臨。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致詞時表示，提供園區廠商「最
佳的服務」是中科首要任務，希望透過此活動，向園
區員工及廠商福委會宣傳、推廣在地與公益團體之商
品，促進消費。此外，中科管理局並向設攤公益團體
伊甸基金會採買中秋月餅禮盒致贈參與活動貴賓，希
望藉此拋磚引玉，大家能共襄盛舉、買得開心，各攤
商也荷包滿滿，皆大歡喜。

當日活動人潮熱絡、買氣強強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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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活中科

CTSP LOHAS

酒瓶木棉－美人樹
Discover CTSP: The Beauty of Trees, Silk Floss Tree

トックリキワタ
文、圖／投資組

中

沈朝財

科園區西平北巷水堀頭滯洪池堤上種有 4 棵美人樹，科雅東路第二停車場旁邊種有 3 棵，每
年九月、十月開花。美人樹的英文名稱是 Silk Floss Tree，學名 Ceiba speciosa。中文名稱有

酒瓶木棉、絲棉樹、美麗異木棉等，俗稱美人樹。原產地在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於民國 56 至
64 年間引進台灣種植。
美人樹是落葉喬木，樹幹長有瘤狀刺，近根部粗大，像日式陶瓷酒瓶而有酒瓶木棉之稱。開花時
滿樹粉紅花朵，大約上千朵。花謝後結果，長橢圓形果實掛滿枝頭很壯觀，蒴果成熟後外皮自然
脫落，呈現一團一團白色棉絮，非常療癒，亦可用來填塞枕頭、坐墊、棉被等實際用途。

2

1

1. 十分療癒的棉絮球
2. 果實掛滿枝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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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人喝的純粹－好蛋手作豆漿
Pure and Rich as the Love of Family, GoodEgg SoyMilk

お客様をもてなす心が一大事 - 手づくり豆漿（豆乳）
文／投資組

林學侃、圖／好蛋手作豆漿

好

蛋手作豆漿是由兩位相差 12 歲的女生妤融和姵
伃創辦，客人都暱稱她們為大小長工。大長工妤

融之前的經歷很豐富，高餐二專西餐科畢業後從事過
廚師、旅遊領隊，遊歷過加拿大與澳洲，期間歷經台
灣嚴重的食安風暴，許多原本在餐飲業的朋友深受其
害，這也是「好蛋」名稱的由來，因為她們堅決不做
「壞蛋」。
小長工姵伃是臺南人，來台中念大學，唸書期間常喝
早餐店的豆漿，卻怎麼樣也找不到懷念的純正豆漿味。
認識大長工後，原餐飲相關的大長工和物流系畢業的
小長工，因此一拍即合，在一年前一起成立了「好蛋
手作豆漿」，並且堅持每日現磨不賣隔夜，就是希望
台中市民每天都能喝到新鮮又健康的漿品！

堅持不賣隔夜 與客人誠摯交心
好蛋手作豆漿創業初期曾擺市集，某天風雨交加無人
上門，由於堅持不賣隔夜豆漿，又不捨得將當天的心
血丟棄，因此在臉書上 PO 文，沒想到竟有客人號召身
旁親朋好友，冒著風雨來買豆漿，小長工姵伃難忘地
說道：「當下的我們內心真的非常非常感動，覺得上
輩子一定是做了什麼好事才遇到這些好客人。」
另外，好蛋手作豆漿有一位常客的媽媽因為身體不好，
需要固定去醫院作診療，經常食慾不振，但非常喜歡
好蛋的薏仁漿，因此只要有來醫院回診必定買上一杯。
好蛋的大小長工也不斷地和客人媽媽打氣！祝她早日
康復！
好蛋黃豆漿與黑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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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便下雨也要使命必達的外送精神
2. 健康、自然、好喝

1

2

用最單純的豆漿 變化出最豐富的選擇
好蛋手作豆漿的漿品，除了基本款的黃豆漿、黑豆漿，
還有薏仁漿、紅豆漿、杏仁漿、花生米漿，以及隱藏
版的鮮奶茶。除此之外還提供「客製漿品」，也就是
「 混 漿 」 和「 調 整 甜 度 」， 所 有 漿 品 組 合 起 來 共 有
三四十種口味。好蛋最推薦的則是混漿排名則是紅豆

好蛋手作豆漿專職台中市區外送服務，訂購方式如下：

薏仁、紅茶豆漿、黑糖豆漿、黃豆米漿，口感獨特又

官方 line ID：@fhd6478k

不搶味喔。

電話訂購：0987831738
訂購時間：六日固定公休，晚上七點休息
外縣市提供冷藏宅配服務，歡迎加入 line ID 洽詢

初期創業擺攤的大長工妤融（右）與小長工姵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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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 FUN 電影
文、圖／環安組

放映時間：2020 ／ 10 ／ 14（三） 18：30
(17：50 開放免費入場 )

放映地點：中科管理局行政大樓一樓 101 會議室
片

名：極地守護犬（保護級）

類

型：勵志、動作、冒險

片

長：1 時 40 分

劇情簡介 :
電影故事講述，哈里遜福特詮釋的主角桑頓在面對婚姻破裂與兒子
去世後，遠離城市喧囂前往荒涼的北極圈生活，因緣際會拯救了受虐的雪橇犬巴克，一人一
犬在逆境中奮勇生存並找到生命的新方向，由《阿拉丁》、《馴龍高手》動畫大導克里斯桑
德斯首度執導真人動畫電影。原著描述原本無憂無慮生活在加州的巴克，被主人馴化在家，
但一場意外下被轉賣到北部寒冷的阿拉斯加，成為雪橇犬，作為淘金的工具。在這嚴峻環境
中，巴克必須收起野性，面對所有生存考驗；然而，他最終回歸自然，找回內心，成為自己
的主人。

放映時間：2020 ／ 10 ／ 21（三） 18：30
(17：50 開放免費入場 )

放映地點：中科管理局行政大樓一樓 101 會議室
片

名：MIB 星際戰警：跨國行動（普遍級）

類

型：動作、科幻、喜劇

片

長：1 時 54 分

劇情簡介 :
MIB 星際戰警永遠捍衛地球免於宇宙無賴的危害，在新展開的冒險
篇章中，他們將要面對另一個巨大危機，MIB 中有內鬼出現。劇情
描述 H 探員（克里斯漢斯沃 飾演）與 M 探員（泰莎湯普森 飾演）
在看似平常捍衛地球免於外星人威脅的任務中，竟意外發現有敵人
的魔爪已滲入 MIB 總部，引起前所未見的巨大危機…這一次，為了
維護 MIB 的使命，兩位探員將潛入世界各地，聯手突破重重挑戰才能解開真相、拯救一切回
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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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時間：2020 ／ 10 ／ 28（三） 18：30
(17：50 開放免費入場 )

放映地點：中科管理局行政大樓一樓 101 會議室
片

名：雙子殺手（保護級）

類

型：動作、科幻、劇情

片

長：1 時 57 分

劇情簡介 :
由李安導演執導的複製人題材的科幻電影。威爾史密斯在片中飾演一名頂尖殺手亨利布羅根，是
一位已經有中年歲數的殺手，卻被一位神秘的年輕殺手追殺，但這位年輕的殺手竟然能事先預測
亨利的一舉一動。亨利查覺要暗殺他的對象正是年輕了 25 歲、能力處於最高峰時期的自己，這個
年輕版的亨利一心一意只想殺死年長版的自己……

法務部調查局 防疫愛注意！
文／政風室

遏止疫情假訊息，請勿散播聽信不實資訊
全民防疫大作戰，打擊囤積哄抬防疫物資
投資理財請三思，慎防落入高利保本騙局

勇於檢舉不法，共創美好未來！

網購付款要謹慎，切莫貪圖低價仿冒商品

檢舉專線：04-23023166 網址 www.mjib.gov.tw

保健養身不盲目，杜絕黑心偽劣藥品食品

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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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 2020年 10 月徵才啟事
CTSP, Oct, 2020 Recruit Message

CTSP 2020 年 10 月の人材募集情報

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品保客服工程師
國內外客訴案件之處理
協調產線、品保進行客訴分析與處理
配合長期海外出差／駐在（大陸／日本）
獨立性高、抗壓性強

具面板廠或業界經驗者佳
日文以上或英文
熟練等文書能力

電氣計裝工程師

生產技術工程師

、變頻器、交換經驗略可
設備電氣故障查修
電氣回器設計經驗略可安全性確認
自動化專案經驗者
設備定期保養、維修、改善、改造對應
大型投資案件推進
配合連操日夜勤務及加班

機械維修、電氣有基礎、
 經驗佳
設備維護相關經驗年以上
設備定期保養、維修、改善、改造對應
工業配線經驗
大學電機械相關科系畢
配合連操日夜勤務及加班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SAT－組裝技術員

ITC－品檢包裝技術員

1.AT線水路組裝、成品組裝作業
2.產品測試、檢驗作業

1.產品外觀檢驗
2.表面處理產品外觀檢驗
3.拋光品包裝作業
4.需輪班

開放廠區面試，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11：00至13：00-16：00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11號
意者請於公司網站投遞線上履歷或攜帶履歷親洽臺中市政府豐原就業服務站中科就業服務臺
洽詢電話 04-25607437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1 號
大臺中人力資源網址 http://takejob.taichung.gov.tw/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網址 http://www.eso.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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