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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高等研究園區整體經濟

省政府與中科合力推展

本月
焦點

Featured Story

林主席提到，在 8 月 27 日行政院院會中

院長毛治國表示，因應近來經濟成長動能趨

緩，行政院已提出「經濟體質強化措施」，

包括產業升級、出口拓展及投資促進等三面

向，為此，特別前來與本局討論如何跨機關

及部會共同合作，以健全中興新村當地生活

機能及強化中興新村的觀光發展，讓地方產

業發展可以更蓬勃，達到增加在地工作機會，

提升地區經濟動能，同時並感謝本局歷年來

協助省府辦理光復節相關活動及周邊環境布

置，也請本局持續協助。

王局長則表示，中興新村的發展構想，是

以核心研究功能、市場化實驗場域，提供基礎

研究與應用研究平台，以建立起支援區域產業

研發營運發展的重要基地，並建構成台灣西部

科技走廊的研究發展重心，為達成此一遠大目

標，需要建構優質研發創新環境，便利之交

通、完善及舒適之生活機能、生態與國際化環

境之居住品質。

自民國 100 年起，本局已經在中興新村

高等研究園區投入逾新台幣 7 億元經費，進行

包含職務宿舍整修等 7 件大型公共工程建設，

未來仍將繼續加強整體環境的改善，以建構更

優質的生活機能，相信將可提升園區的招商優

勢並強化產業發展環境，除了實踐院長所提出

的「經濟體質強化措施」，並可進一步發展為

智慧綠色科學園區，中興新村「風華再現」也

將指日可待！

文 ‧ 圖／營建組 謝東進

為高等研究園區未來整體發展方向，討論如何跨機關與部會共同合作，臺灣省政府主席林政則於 

9 月 3 日上午拜會本局局長王永壯。

◆臺灣省政府主席林政則（右四）於 9 月 3 日拜訪局長 

王永壯（左四），請本局繼續支持光復七十週年活動。

高等研究パークの全体的経済を向上に取
り込む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CTSP Bureau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Advanced Research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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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者（Maker）意指喜愛動手創造新事

物或改造物品的一群人。自造者嘉年華（Maker 

Faire）於 2006 年在美國舊金山灣區首辦，是

一種新型態結合科學展覽的製造者運動（The 

Maker Movement），自造者透過分享創意及特

異創新的物品進行交流，再將創意發想點子公

諸於世，進而與更多民眾分享創新事物，已成

為世界風行的一股創意盛會潮流。

本局與靜宜大學共同舉辦「2015 台中自造者嘉年華 Taichung Mini Maker Faire」，8 月 29 日至 30

日於靜宜大學體育館登場，本次活動超過 90 個參展攤位，希望藉由發掘中部 maker 的潛能，帶動

從 0 開始的創新力量。

文 ‧ 圖／投資組 楊琇喻 魏銘志 劉子瑩

分享創意 體驗手做樂趣

2015台中自造者嘉年華
楽しい 2015 年の手作りのフェア
Mini Maker Faire Taichung 2015

◆ 中部地區首場自造者嘉年華成功吸引民眾前來體驗創新。

◆小朋友現場體驗機器人操控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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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Block 公 司 推 出

mBot 機 器 人， 具 有 價

格低廉、組裝容易等優

點，可讓學生學習零件

組裝、程式以及微型控

制器等相關知識。

有別以往國際光電展或台灣生技月展覽，是

由上而下（廠商企業→消費者）的型態，Maker 

Faire 展出方式而是由下往上（0 → maker → pro-

make →…），展場空間採開放式簡單布置，捨棄

傳統式隔間，以利參與者互動；展區主題多元化，

包括時下最夯的 3D 列印技術、機器人、手作藝

品等，並設置 DIY 體驗區讓現場的大小朋友都能

親自動手做做看。

兩天的活動雖然陰雨綿綿，但是大家對於

maker 的熱情不減，展場到處充滿 maker 們和好

奇參訪者的熱烈討論聲，廢柴機器人和 mBot 相

撲競賽更是吸引了眾人的目光，讓會場的大小

朋友玩得盡興！本次活動特別感謝靜宜大學計

算機及通訊中心主任蔡英德教授與台灣 maker

協會─馥林文化主編周均健鼎力合作舉辦，成

功結合中部產業特色、Maker 創意及學校研發資

源，讓民眾與 maker 近距離交流互動，激發更

多創新創意能量，培養台灣下一代人才、創造

商業發展機會。

◆ NextPrint 公司研發的 PLA 感溫變色線材與 3D 列印技術

所製作的法鬥犬，淋上熱水後會產生顏色變化。

◆利用時下風行的 3D 列印技術搭配環保材質玉米澱粉製造

的花器，具有許多細小的毛細孔，無須瀝水孔即可排水。

◆ 現場展出手工皮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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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圖／企劃組 徐國基 投資組 蔡方琪

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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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d Story

簡報中科營運管理情形

當天行程由局長王永壯率陳銘煌、施文芳

兩位副局長及一級主管出席與會，由陳副局長

針對目前中科營運及管理情形等詳盡說明，次

長於會議中表示，中科是一個快速發展的園區，

而產業跨域結合對園區發展很重要，中部具有

精密機械及光學產業的優勢，可與生技產業跨

域結合，更可突顯中科之特色，期勉與同仁一

起打拚，將園區發展成為國際的櫥窗。

考量錢次長擁有生物醫學的專業背景及時

間考量，特別安排台中園區兩家生物醫學相關

廠商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及瑞基海洋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參訪。

藥華醫藥 研發 GMP 蛋白質新藥

首站來到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

以台灣為基地從事新藥創新發明、試驗發展、

生產製造，進而行銷全世界。其位於中科台中

中科自民國 92 年開發迄今邁向第 13 個年頭，整體園區建設已日漸完善，科技部政務次長錢宗良特地

於 9 月 15 日繁忙的公務行程中，撥冗視察中科開發情形，並前往園區生技廠商進行關懷之旅。

◆科技部次長錢宗良（中）在副局長陳銘煌（左二）及施文

芳（右三）等人陪同下，實地參觀藥華醫藥 GMP 蛋白質廠，

與董事長詹青柳博士（左三）、營運長欒衍棟（右一）、

廠長鄭兆勝（左一）合影。

科技部次長は中科に訪問
Deputy Minis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ung-Liang 
Chien, Visited CTSP to Obtain Insight of Biotech Industry

關懷園區 深入瞭解生技產業

科技部次長錢宗良訪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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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的 GMP 蛋白質新藥藥廠是亞洲地區少數能

生產人體臨床第三期試驗蛋白質用藥的製造廠。

當天董事長詹青柳博士與營運長欒衍棟接待，

由廠長鄭兆勝進行簡報。詹董事長向錢次長表

示，在找尋設廠用地階段，感謝中科多方協助，

才找到目前非常適合製藥廠的廠房，聽到廠商

真誠的道謝，讓我們感受到協助進駐廠商成長

茁壯，是身為中科一份子的萬般欣慰與榮幸。

瑞基海洋 展現魚蝦病毒檢測成果

接著前往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主要生產 PCR（聚合酶鏈鎖反應）檢測

試劑以及相關檢測儀器，其生產的單一魚蝦病

毒檢驗試劑全球市占率第一（70％以上）。參

訪當天總經理張曉芳接待，並由副總經理鍾德

豫以最新生產的檢測儀器，以實物進行測試、

展現公司生產成果。

結束緊湊的行程，相信在局內長官陪伴與

廠商說明下，錢次長對園區發展與區內廠商營

運情形，應有更深刻的印象與瞭解，對於本局

開發園區付出的心力給予正面評價，讓全體同

仁面對未來的挑戰更具信心，全身充滿無限的

能量，為園區廠商提供最佳服務，這樣的中科，

您心動了嗎？

◆科技部次長錢宗良（左）首度視察中科，局長王永壯（右）

率主管說明開發情形。

◆參觀並瞭解園區員工診所服務項目及營運情形。

◆瑞基海洋公司總經理張曉芳（右）、副總經理鍾德豫（中）

與科技部次長錢宗良（左）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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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激勵計畫新梯次開跑

培育創業火力全開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協助創業團隊創造未來

第二梯次隊伍在進入宏圖營之前，科技部

特別先舉辦營前訓練，該活動的建立旨在讓創

業團隊從一顆原石開始，進行琢磨，利用簡短

的活動及演講，迅速的提點出接下來團隊該走

的方向。其中一項活動是兩分鐘快速簡報教學，

團隊利用簡短的兩分鐘時間進行自我介紹，接

著再由講師針對簡報內容提出建議，讓

簡報人員瞭解自己有哪些不

足，也就是模擬著日後進入

職場，必須簡明有力的宣

傳產品，如果不夠簡短，就無法達到聚焦的效

果，聆聽者也會失去專注力以及興趣。

營前訓練後，本局積極彙整所有團隊資訊，

和團隊聯繫的過程中，發現團隊非常需要外界

提供各項創業資詢服務，例如「Agrotech 亞國科

技」是一群由應用化學系、生物科技系不同背

景的學生組成，他們選擇以昆蟲為核心主題，

進行不同領域的研究，經過本局媒介中興大學

農學院推薦具備昆蟲學專長的教授做為智囊窗

口，協助該團隊能夠更順利的進行實驗研究。

科技部 104 年度第二梯次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執行至今，已進入緊鑼密鼓的宏圖營訓練階段，中科共輔

導 12 個團隊投入訓練，所有入選團隊在最短的時間，瞭解創業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如何利用資源

向業師諮詢。

◆宏碁集團創辦人暨智

榮基金會董事長施振

榮先生，利用簡潔的

簡報以及精彩的演講，

為宏圖營拉開序幕。 ◆本局同仁積極與團隊討論，深入瞭解團隊需求。

文 ‧ 圖／投資組 劉子瑩

二回目の「新しいアイディアから創業へ」
が始まる
The Launch of 2nd Round of Innovation and Startup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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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興人才創造舞台

宏圖營當天，宏碁集團創辦人暨智榮基金

會董事長施振榮先生對台下的創業團隊勉勵演

講，表示自己向來都是鼓勵創新創意到創業，

認為現在的新興人才很多，但是缺乏的是舞台，

而本計畫便是為這些人才所打造的舞台，希望

團隊們能夠謹記「賺錢只是結果，不是以之為

目的」，唯有如此，才能得到創新創業的真諦。

對於團隊以及台灣產業發展願景的期許，施董

事長還表示將來台灣要有「全球研發製造服務

中心」、「全球華人優質生活應用創新中心」，

因為這是未來趨勢，更是必要趨勢。最後，並

為本計畫下註解：「創業─以創價值為目標，

並以創新為手段」。

三天宏圖營活動期間安排了業師為團隊進

行輔導諮詢，也有深入的簡報技巧教學，甚至

連財務規劃等都為創業團隊們做好課題，三天

之後，看到的將會是脫胎換骨後的團隊。

宏圖營結束後，由團隊選擇園區接受輔導，

本梯次總計共有 12 個創業團隊選擇由中科輔

導，本局已於 9 月 10 日舉辦專家座談會，邀請

各界的專家分享創業經驗或資源，幫助團隊能

夠改變屬於自己的未來。本局致力於推動創新

創業激勵計畫，更將深入輔導所有選擇中科的

創業團隊，無論是研究場域、業師輔導、廠商

引介等，引領他們走向更長更遠的創業大道。

◆聚精會神聆聽營前訓練演講重點。

◆ 創新創業計畫獎勵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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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要聞

Park News

第三屆海峽兩岸科技論壇

跨海交流資源共享

文 ‧ 圖／局長 王永壯 投資組 林凱貞

為促進兩岸科技交流，局長王永壯參加科技部

「104 年度兩岸科技主管訪問計畫」，於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與科技部部長徐爵民、竹南科

代表等一行人赴大陸西安參加「第三屆海峽兩

岸科技論壇」。

海峽兩岸科技論壇前兩屆分別於 2011 及

2013 年在北京和台北召開，主要由海峽兩岸科

學技術交流中心及李國鼎基金會共同主辦，目

的在促進兩岸科技交流與合作，經過多年的努

力，已逐漸成為兩岸科技產業界人士互動合作

的重要平台。

本次會議以「科技計畫管理和科技資源分

享」、「科技與創新創業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

新」、「防災減災之地震與地質災害」、「食

品安全之食品分析、檢測標準」為四大主題，

採取平行論壇方式同時進行專題報告與研討，

論壇邀請各方菁英參與，吸引來自大陸與台灣

共 260 多位產官學研代表參加。

王局長在「科技與創新創業之科技創新與

產業創新」論壇中，分享科學園區產業推動創

新創業經驗，針對新一代產業所面臨變革，如

何結合民間與官方優勢，搶得全球市場契機進

行剖析 ; 對於園區大企業如何與新創企業共創雙

贏局面，則以 TSMC（台積電）企業創新平台進

行案例分享，最後以分析兩岸產業發展優勢及

未來產業聚落合作新方向作為總結。

經過兩天的研討，會議達成兩岸科技交流

合作共識，繼續推動兩岸科技交流常態機制，

鼓勵兩岸科技產業界合作打造優質環境，共同

促進新興產業，並加強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家的

交流與合作。

全球產業變革正加速科技創新腳步，這股

創新創業風潮已席捲兩岸，透過兩岸科技交流，

筆者充分了解雙方目前最新發展策略及產業趨

勢，未來可以善用政府政策，積極開發共同市

場，創造經濟榮景。

◆本局局長王永壯（中）擔任「科技與創新創業之科技創新與

產業創新」之與談人，分享科學園區產業推動創新創業經驗。

三回目中国との科技、資源について交流会議
The 3rd Cross-Strait Technology Forum in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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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智慧宅 建置智慧交通系統

廣達電腦雲端技術觀摩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文 ‧ 圖／建管組 涂裕雯 陳妍君

為配合科技部推動智慧園區，本局積極發展建

置園區智慧交通環境與推動智慧住宅，中科巡

迴巴士已推出車輛動態資訊查詢系統，讓乘客

透過 APP 或網站查詢巡巴及公車的到站資訊，

並將於中興新村推動智慧住宅，推廣展示未來

居家智慧化發展之可能性。

以雲端照護健康

9 月 2 日科技部次長林一平率本局參觀廣

達電腦公司，由廣達研究院技術長張嘉淵介紹

QOCA 醫療平台，包括遠距健康照護系統、智慧

床邊照護系統、雲端協同視訊系統及動態影像

顯微軟體，這些系統已在國內外多所醫院落實

應用，以雲端技術來提升醫療服務品質。

本局也將規劃運用廣達電腦之系統，在中

興新村擇處展示，以推動示範性遠距健康管理

之平台及應用為優先項目，希望藉由此合作平

台，未來推廣至園區之進駐單位與研發人員。

公車巡巴一點通

9 月 3 日東華大學校長吳茂昆率該校育成

中心研究團隊拜會本局局長王永壯，交流智慧

交通系統發展與運用技術。東華與華思科技等

產學合作共同研發之智慧行車系統，研發建置

先進的雲端智慧行車即時動態系統，讓專車的

即時資訊在網路環境時時可見。

未來本園區智慧交通規劃願景，除繼續提

昇巡迴巴士動態資訊系統功能外，亦著手規劃

將停車場智慧化、建置多功能式智慧型公車站

牌，並整合園區大眾運輸資訊、路況資訊及停

車場資訊於「園區交通即時資訊網」，期可讓

從業或洽公人員無論搭乘大眾運輸或自行開車，

都可享受便利的智慧化環境。

◆  「中科園區客運到站

資訊」APP 已上線，

歡迎大家下載利用。

◆ 廣達電腦技術長張嘉淵（左二）向科技部次長林一平 

（左三）等人展示 QOCA 雲端運用系統。

中科パーク自動化へ
最初はバス位置の知らせと健康ケア
CTSP Evolves: Unlocking New Visions of Life in a 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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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繼文化藝術有限公司以「幸福科技 ‧ 中科映

像」獲得「台中園區標準廠房及保警隊舍公共

藝術設置計畫」第一名殊榮，未來將矗立在中

科台中園區，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中科將誕生地標性公共藝術，延續台中園

區宿舍大樓公共藝術的設置，「台中園區標準

廠房及保警隊舍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已於 104

年 6 月 1 日辦理公開徵選初選會議，由蔚龍藝

術有限公司的紅土上遇見奇跡、理繼文化藝術

有限公司的幸福科技、中科映像與喜恩文化藝

術有限公司的中科演繹 ‧ 幸福城堡等 3 家藝術

團隊進入決選，8 月 17 日至 25 日於本局 1 樓

大廳舉辦決選藝術家團隊作品模型展覽，並於

最後一天下午舉行藝術家說明會，由局長王永

壯帶領本局同仁、園區廠商及民眾參與聆聽，

各藝術家團隊皆詳細闡述設置與設計理念，活

動熱烈融洽，時有同仁提出問題及建言，藝術

家團隊亦不吝答覆。本設置計畫公開模型展覽

期間進行作品票選活動，凡於期間內票選心目

中所屬的團隊作品，即有機會參加抽獎，同時

於決選會議中抽出並贈送限量文創紀念品。

幸福科技 ‧ 中科映像脫穎而出

理繼文化藝術有限公司以「幸福科技 ‧ 中

科映像」為題的 3 組作品獲選第一名，預定設

置於中科路與科雅東路口、標準廠房綠地及中

科路與科雅路口等 3 處，三件宏觀的鋼構作品，

以「連結」的概念傳達中科的理念與精神，由

園區東側《金色山脈》至北端的《四方風動》，

最後中心點《流動．連結》，猶如氣勢澎湃的

三部曲環繞園區。

文 ‧ 圖／營建組 鄭育昇 投資組 蔡方琪

地標性公共藝術即將誕生

用藝術妝點我們的園區
園區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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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設置於園區東側中科路與科雅東路口，金

色的鋼構延伸天際，彷彿山的輪廓，讓人

感受大肚山台地帶來的珍貴養分，運用鋼鐵

展現科技產業的力量及經濟的動能，兩條稜

線於空中共構，節點如同地球造型的中科之

球，象徵與世界的連結，環繞的不鏽鋼板與

雷射切割的圖案高低錯落，結合園區科技、

生態人文的元素，訴說中科精彩的故事。

《金色山脈》

中科パークの新しいパブリックアート
New Public Art Landmarks Are to Be Born to Embellish CT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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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壯局長帶領本局同仁、園區廠商及

民眾參與本計畫藝術家說明會。

將設置於園區北端出入口，以大肚山的土地

為發想，有風的流動、水的資源、紅土的養

分，引發民眾對這塊土地的共鳴，傳達科技

發展縱觀局勢，同時觀照永續的自然人文，

方框代表產業與人文的凝聚，片狀塊體象徵

擴散的力量，如同中科凝聚台灣科技的能

量，向全世界擴展。

《四方風動》

將設置於園區中心點，科技帶來知識、技術

的流動，以堅硬的 H 型鋼彎折出簡潔流暢的

線條，表達現代科技各種技術縱橫交織的幾

何之美，展現中科連結台灣、連結世界的氣

度，並與管理大樓廣場的景觀水池相呼應，

彷若炯炯有神的眼睛，展望寰宇世界的感觀。

《流動 ‧ 連結》

本計畫預計明年年中設置完成，中科將呈

現台灣中部公共藝術新亮點，活躍台中園區生

命力，同時也將舉辦一系列民眾參與活動，敬

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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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營造高等研究園區成為更安全、健康舒適的

生活與工作環境，本局特訂定「中科高等研究

園區 SHE（Safety, Health, Environment）促進計

畫」，希望能建立自發性組織，與園區及周邊

居民有共識下，結合園區內外資源，落實風險

管理與促進園區發展，定期並持續推動，為活

化中興新村先打好基礎。

本計畫第一次會議於 9 月 17 日舉行，南投

縣警局中興分局長蘇玉坪、園區內各里長、台

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森榮營造有限公司、松

華營造有限公司等單位代表於公管組共聚一堂，

開會討論相關議題，正式跨出計畫的第一步。

因應最近登革熱疫情及病媒蚊防治之重大

議題，特別邀請南投市衛生所林奇勳小姐作專

業宣導簡報，除讓大家更瞭解清除病媒蚊幼蟲

孑孓的重要性外，亦導正大家對噴藥抑制疫情

的錯誤觀念。接著針對安全、環境、健康等主

要議題展開熱烈討論。首先中興分局蘇分局長

說明多件竊案，包含本局被盜砍龍柏樹事件，

在其所轄警力加強巡邏查察後，已陸續破案，

未來將加強各里巡邏業務，以保障里民居家及

財產安全。隨後，光華里長王淑美、光榮里長

陳武強、光輝里長沈玉珠、營北里長戰姵鈴、

內興里長曾登裕亦就園區內促進安全（包括治

安、施工安全、交通安全、公共安全）、環境

（包括登革熱防治、清淨家園）、街頭藝人議

題及健康（包括獨居老人照護、保健意識提升）

等事項提供經驗分享。

本局推動「中科高等研究園區 SHE 促進計

畫」已經有好的開始，未來將逐步擴大邀請相

關夥伴加入，共同積極持續推動，期盼為高等

研究園區帶來安全、健康、環境優美的園區新

風貌，敬請大家期待！

文 ‧ 圖／公管組 胡清六

高等研究園區 SHE 促進計畫啟動

鄰里攜手整頓家園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 公管組簡任技正劉時穎（左一）號召中興新村各單位與

里長一起推動高等研究園區 SHE 促進計畫。

◆ 南投市衛生所林奇勳小姐簡報介紹登革熱防治方法。

高等研究パークの SHE プロジェクト
手を繋ぎ　家を整頓
Safety, Health, Environment (SHE) Advocacy Program at the 
Advanced Research Park 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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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四大訣竅 巡、倒、清、刷

登革熱防疫 園區總動員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文 ‧ 圖／營建組 蔡榮峯

近幾個月內，登革熱疫情在南部地區大肆蔓延，

本局為加強園區廠商從業人員對登革熱疫情的

認識，特商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與雲林縣衛生

局相關防疫人員，於 9 月 17 日到局進行登革熱

防治宣導講座。

本次宣導重點，在於瞭解登革熱疫情的傳

播管道、傳播方式、感染症狀及預防方式等。

目前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為埃及斑紋與白線斑

紋，為降低病媒蚊的孳生源，一定要落實孳生

源的清除，澈底落實「巡、倒、清、刷」四大

訣竅。

有關登革熱防治相關訊息、宣導品、國

內疫情及就醫相關資訊等，歡迎園區廠商與民

眾逕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之登革熱專

區 查 詢 http://www.cdc.gov.tw/list.aspx?treeid=d

315941f29223d38&nowtreeid=d315941f2922

3d38，並希望藉由各公司內部員工教育訓練，

提升防疫觀念，降低感染機率。

動きましょう！デング熱を予防
Observe, Dump, Clean, Brush: 4 Tips for Preventing 
Dengue Fever

◆ 園區道路排水溝也是病媒蚊幼蟲容易存活的地方。

◆台積電公司配合進行廠房外圍噴藥，防止病媒蚊孳生。

清除孳生源 4步驟
經常巡檢，
避免戶內外積水

清除積水，
必要的容器倒置

容器減量，
清除不要的容器

刷洗容器，
避免蟲卵再附著

1 2

3 4



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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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9 日，南投市公所市

長宋懷琳（中）來訪，局

長王永壯（左三）、副局

長陳銘煌（左二）接待。

◆ 9 月 16 日， 美 國 阿 岡 國

家 實 驗 室 政 府 關 係 主 任

Norman D. Peterson（左一）

率團參訪，副局長陳銘煌

（右二）接待。

◆ 9 月 14 日，浙江省寧波市

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

長劉平（左六）率團參訪，

局長王永壯（左七）接待。

◆ 9 月 17 日，雲南省德宏州

人民政府常務副州長柳五三

（左五）率團參訪，局長 

王永壯（左六）接待。

文 ‧ 圖／投資組 徐志鴻、陳敬涵、侯羽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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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申報法規及實務
文 ‧ 圖／工商組 陳玟雅

日　期：9 月 3 日

主講人：黃晴琬／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稅務員

主   題：所得稅法之扣繳制度課以扣繳單位 ( 公司、機關、團體 ) 代

扣代繳稅款及申報扣 ( 免 ) 繳憑單之義務，對扣繳單位來說

雖是例行業務，但因商業行為及跨國交易日趨多元及複雜，

而適用的釋令多且分散，罰則亦不輕，故舉辦講習，讓園

區事業單位對所得稅扣繳實務有更深入的瞭解。

科學園區通關系統 104 年度第三季教育訓練暨
業務宣導說明會

文 ‧ 圖／工商組 吳傳棻

日　期：8 月 24 日

主講人：高雅芬／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主　 題：園區、進口通關系統於本（104）年 10 月起，將分階段上線，

可望讓園區廠商物流成本降低及提高進出口效率，本局特辦

理本次教育訓練暨業務宣導說明會。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僑外資投資申請講習會
文 ‧ 圖／投資組 廖麗雲 劉子瑩

日　期：8 月 31 日

主講人：蔡宗吉／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秘書

主    題：為協助園區廠商瞭解僑外資投資申請相關規定，舉辦講習會

說明僑外資及陸資來台投資申請及陸資投資認定等相關規

定，精彩及豐富內容獲得出席廠商一致肯定。

新知
講堂 Knowledg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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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中科園區 104 年度緊急應變聯防演練，9 月 10 日在后里園區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廠區舉行，

藉由本次應變演練，在未來災害發生時，可運用各救災及聯防支援單位資源，確保園區廠商及鄰近居

民生命、財產安全，達到區域聯防互助降災減災目的。

本 次 演 練 模 擬

天然氣管路破裂

及地震導致氯氣

鋼瓶傾倒，造成

氯氣外洩等二個

災害境況，本局

與台灣美光記憶體

公司、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及消防

局、環保署中區環

境事故專業技術小

組、欣彰天然氣公司、昭和特殊氣體公司、保

二總隊后里小隊、中科員工診所、中科污水處

理廠及園區聯防應變組織成員等單位參與演練，

多位里長及地方民眾均到場關心鼓勵。

演練模擬地震發生時廠區員工避難、疏散、

安全確認，以及發生天然氣與氯氣外洩時災害

通報、搶救、空污監測及聯防動員等情境，透

過災害通報、災情評估與傷患搶救、全廠疏散、

設置前進指揮所及啟動區域聯合救災及除污善

後等應變程序，展現相關救災單位訓練精良與

嚴謹態度，以及各支援單位間相互協調與溝通，

讓整體通報及搶救程序確實、順暢，於災害發

生第一時間有效降低可能帶來的損失。

本局平時積極輔導廠商落實環保、工安及

災害預防的工作。也積極辦理聯防救災訓練及

演練，以提升園區廠商緊急應變技能及反應，

建構安全生產的園區。

文 ‧ 圖／環安組 王啟嵩 投資組 蔡方琪

緊急應變聯防演練

提升園區廠商防災技能
緊急対応の訓練　サプライヤーの防災能力を向上
Emergency Respons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Exercises to Enhance the Skills of 
Tenant Companies

◆搶救人員穿著 A 級防護衣，

以緊急應變車進行氯氣鋼瓶外

洩搶救演練。

◆救護人員著 C 級防護衣進行人員搶救。

◆欣彰瓦斯公司進行瓦斯管線外洩熔接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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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國際淨灘日，本局副局長施文芳率領同

仁、園區廠商員工及眷屬，以及大安區區長顏

金源、龜壳里里長洪正義、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長陳塗全及協會志工，於 9 月 19 日在大安區龜

殼生態公園旁沙灘共同清除垃圾，在國際淨灘

日當天一起守護海洋生態。

本局基於提升園

區周邊環境品質，

經常辦理洗、掃街

及淨灘等清淨家園的

活動。去年邀請園區

廠商加入，今年度仍持

續號召響應，在大夥的努力

維護下，希望帶給海洋生物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

本次在兩百餘人齊心協力下，約撿拾 50 袋

垃圾，其中還包含廢輪胎、熱電毯等大型廢棄

物。除了淨灘活動外，更安排生態老師解說濱海

特有自然景觀，為了生存而演化出的特性，亦安

排螃蟹車裝載數種螃蟹，讓人們可近距離觀察，

更設計多項小遊戲，讓小朋友透過遊戲過程認識

濱海生物，是個具有意義的環境教育親子日。

園區
活動

文 ‧ 圖／環安組 吳憶伶

中科は国際ビーチクリーンアップに関心を持ち、実際行動
CTSP Echoes the International Beach Clean-Up Movement

守護龜殼社區海岸生態

中科響應國際淨灘

◆ 臺中市大安區區長顏金源致詞。

◆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左）致詞，右為大安區龜殼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塗全。

◆大家一條心，以實際行動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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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自行車嘉年華活動皆在大甲鐵砧山舉辦，巨大公司即將於

中科設立全球營運總部，今年特將活動移師至中科。巨大公司董事

長劉金標表示，中科有許多廠商及員工，拚經濟也要拚體力，因此今

年的活動場地特別規劃臺中市及本園區內場地及道路，讓大家騎得盡

興。劉董事長還表示，未來希望於台中園區至少設置 3 個 iBike 站，讓

大家健康樂活騎單車。

邁入第 21 屆的「2015 捷安特盃自行車嘉年華」，每年活

動皆有嶄新的概念，今年的活動主題是推出男女老少皆宜的五

大活動。第一天有專屬女性單車活動的「Liv 50K 女子自我挑

戰」、可愛趣味的「兒童 Push Bike 趣味賽」，並體驗近幾年

盛行的「Liv 家庭野餐 Party」，看到可愛的小朋友們認真努力

向前衝的精神，覺得令人敬佩又感動。第二天就是挑戰體力極

限的「鐵人兩項賽」與「公路計時賽」，同樣吸引了全國各地的

愛好者參與。

自行車活動已成為中科園區熱門的運動項目之一，喜愛這項

運動的民眾可盡情享受騎乘的樂趣，讓我們明年再相聚！

國內最盛大、最具創意的自行車活動──捷安特盃自行車嘉年華，9 月

19 日首度移師中科舉行。這項結合本局工安環保健康月的活動，吸

引了中科廠商、員工及自行車愛好者的熱情參與。

兩鐵、童騎趣味賽推陳出新

捷安特嘉年華騎進中科

文 ‧ 圖／環安組 鄭燕嶢

園區
活動

家族で楽しめる　ジャイアントイベントは中科で
2015 Giant Cup Cycling Festival at CTSP

◆捷安特嘉年華在董事長劉金標（右

二）、臺中市政府市長林佳龍（右

三）及本局局長王永壯（右一）

等貴賓鳴槍後熱鬧展開。

◆捷安特二鐵賽男子組冠軍

江立堯飛躍終點線。

◆專為小朋友設計的 Push Bike 趣味挑戰賽。



2015 October 19

隨著擴建區基地工程推動，許多樹木必須重新尋找落腳處，這些自然的原生樹種被安排到園區的公

園綠地內。然而，部分樹種比較罕見，也容易被誤認，甚至隨意摘採，導致誤食或傷人的意外發生。

原本擴建區內的樹木陸續遷移進台中園區的公園綠地內，喬木部分有烏

桕、樟樹、榕樹、茄苳、朴樹、光蠟樹、九芎、榔榆、芭樂樹、土蜜、對面花、

龍眼樹、構樹、苦楝、桑樹、血桐等；灌木部分有七里香、春不老、山漆莖，

目前已適應遷居環境，放眼望去可見到新蕊茂密的掛在枝頭，頗令人欣慰。

在所有遷移的樹種中，有兩種較為罕見，分別是土蜜樹與對面花。土

蜜樹為大戟科土蜜樹屬，又稱杜蜜樹，是台灣平地至山麓最常見的樹種，

樹枝條有堅硬的莖刺，在園區內活動時需避免摘採其枝條或碰觸，以避免

被莖刺所傷。另一種喬木對面花是屬於茜草科茜草樹屬，

又稱拔仔刺，分佈於台灣全島中低海拔闊葉林中，

未熟的果實具有毒性，先民偶爾會替代魚藤用

來毒魚，枝條亦有莖刺，花為黃綠色或淡黃

色，果實為漿果，球形（徑約 2-3 公分），

成熟時呈黃色，內有種子多枚，因外型如番石

榴，故有「山石榴」的別名，一般人如未特別

就樹木、果實外觀加以分辨，容易將「山石榴」誤

認為番石榴，進而摘採進食，引起食物中毒。

因此，建議在園區內遊逛時，切勿任意摘取植物果

實進食，也勿任意採摘植物枝條，以免刺傷與割傷。

文 ‧ 圖／營建組 蔡榮峯

擴建區原生樹種植入台中園區

小心土蜜樹、對面花勿摘採

台中パークでネイティブの木を植えた　とら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
Implantation of Native Trees at Expansion Site in Taichung Park

園區之美
Colorful CTSP

◆土蜜樹的葉。

◆土蜜樹的花。

◆對面花的莖刺特寫。

◆對面花的葉與莖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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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中科
CTSP LOHAS

◆假日的光華兒童公園是

大小朋友的玩樂天堂。

文 ‧ 圖／投資組 沈朝財   插圖／秘書室 陳慧琪

高等研究園區熱門景點

光華兒童公園親子趣
高等研究パークの人気スポット　光華兒童公園
Discover CTSP: Guanghua Children’s Park, Popular Attraction  
at the Advanced Research Park

N

中  

學  

路

光華四路一街

兒童
公園

光 華 路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中興分館

郵局

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中興分館

每到週休假日，光華兒童公園一定滿滿的人潮，

是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最熱鬧的地方。

民國 46 年創建中興新村這個「花園城市」

時，生活機能設施一應俱全，每個里至少設有

一座公園，由北而南有光輝、親情、光華、長

春、光明公園等等；其中光華公園在中心位置，

旁邊又有大運動場、行政院各部會中興地區機

關暨臺灣省政府聯合員工消費合作社、小吃廣

場和假日臨時攤商，消費飲食便利而成為人氣

最盛的地方。

歷經多年來的維護和更新，現今公園內看

到的都是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遊樂設施，有鞦

韆、溜滑梯、翹翹板、迷宮、動物造型搖椅等等，

是不折不扣的「兒童公園」，在臉書（Facebook）

上「中興新村兒童樂園」已累積 53,720 打卡人

次。

公園裡總是客滿的地方在「砂石池」，父母

們圍坐在池邊，幼兒們在池裡使用小小鏟子、承

斗、水桶就可消磨大半天了。

中興新村是臺灣第一

座花園城市，高等研究

園區到處樹木綠地，空

氣清新，空間寬敞，適

合全家出遊放鬆，小朋

友在公園裡能夠盡情追趕

跑跳，而且比排隊擁擠的遊樂

區至少便宜三四千元，又可免於舟車勞頓，難

怪總是吸引鄰近的臺中市、彰化縣和周圍市鎮

鄉親假日舉家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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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茶時刻來份鬆餅享受生活小確幸。

文 ‧ 圖／工商組 陳玟雅 投資組 楊素琴、蔡方琪

園區洽公用餐便利

亞蜜咖啡廚房進駐

台中パークの管理局にて　亞蜜咖啡廚房オープン
CTSP Delicacies: Yame Café & Kitchen Perks You Up with Delicious Food

引頸企盼、期待已久的複合式餐廳「亞蜜咖啡廚

房」進駐本局工商大樓！

為增進工商服務機能，解決民眾至局洽公用餐煩

惱，本局成功引進新夥伴亞蜜咖啡廚房，已於 8 月 10

日開始營運試賣，歡迎洽公民眾多加利用。

進駐工商大樓的亞蜜咖啡廚房是中科園區內設立

的第三個服務據點，憑藉著多年成熟專業的餐飲經驗，

以健康美味、安全衛生理念提供餐飲建立口碑，在民

國 97 年間進駐友達光電公司經營宵夜及早餐，於 100

年間獲邀成為台積電的早餐供應商，也因地緣之利，本局能夠順利引進餐飲食品經驗豐富又獲無數

好評的亞蜜咖啡廚房。

總經理賴新發的經營團隊堅持以低脂低油、現點現做、不添加味精的健康理念，提供園區人員

無負擔的全方位餐飲服務，目前除了提供元氣早餐、健康午餐便當、下午茶點心、現打果汁、會議

餐點外，未來也將提供節慶商品訂購，同仁無須舟車勞頓即能完成禮品採購，提供園區便利生活。

悠遊
中科

 07：30~16：30（例假日公休）

 04-25671161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 號 1 樓之 2 

（工商服務大樓一樓）

◆低油低鹽多樣化午

餐新選擇。

◆營養均衡的活力早餐，

吃了讓人元氣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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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老故事

CTSP ‘s 
Storytellers

口述／劉亮吟　採訪整理／環安組 陳志達　圖／劉亮吟提供

用愛守護園區的天使

中科員工診所可說是「生活中的好幫手」。副主任

劉亮吟自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奉派到此已八個

寒暑，即將歸建的她，對於一手扶持成長的員診，

有說不出的情感。

總是笑容可掬、善解人意的她，親自帶領

團隊參與園區各項活動：辦理未婚聯誼、社區

清淨家園與義診、緊急應變演練、公司家庭日、

種樹、推動職場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人因工

程改善等，解決患者就診的病痛、提供預防傷

病的諮詢，與園區廠商安衛人員或廠護討論職

業衛生或健康促進的執行要領，都可看到她忙

碌的身影。

園區開發初期，管理局必須依照環評要求

在各園區舉辦說明會，員診當時也配合於會後

舉辦免費健康檢查活動，有一年寒流來襲，貼

心的民眾還煮了麻油雞給醫護同仁取暖，熱呼

呼的雞湯至今難忘；另外也要特別感謝，后里

園區早期未設置救護車，幸有熱心人士畢生亮

先生，提供自己的救護車為園區做各項救護醫

療服務，雖然畢先生已經不在了，但是他這份

服務鄉里的精神，永存在心中。

談到最得意的事，莫過於在她任內成立「中

科園區廠護家族」交流平台，以大廠帶小廠的

模式，彼此分享廠護工作經驗。民國 99 年代表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獲得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

人員，是在護理專業領域以外獲得最大的殊榮。

她說：「只要你努力，別人就不會責怪。」

最後，她感謝醫院團隊與中科園區廠商的

支持與鼓勵，用愛與關懷讓中科員診得以成長

茁壯，枝繁葉盛讓更多人乘涼，未來，請大家

繼續給予員診更多的機會，服務園區每一位需

要服務的人。

◆劉亮吟副主任（左一）用一顆真誠的心與臺中市大安區福

住里民搏感情。

曾服務於高雄長庚醫院、高

雄仁愛看護中心特別護士，

民國 81 年任職於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

96 年奉派擔任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員工診所副主任至今。

劉亮吟小檔案



悅讀
悅樂

Reading 
Fun

小學一年級結束，兒子的學業成績排名全班第十六名，老婆並不失望，反而充滿信心地對我說：

「我不會在乎這種排名和成績的。我在乎的是我的兒子做為一個人的潛力，還有在他整個生命

成長中我們所能給予他的啟蒙。這些比在學校的排名和考試成績重要。」

在兒子受到挫折的過程中，她是一個為兒子止痛療傷、意志力堅強的母親。

就是在那年暑假，我們全家人臨時決定去阿里山看日出。出發前，老婆把整幢房子都

噴灑克蟑，企圖一舉殲滅藏匿在角落中的蟑螂。

那一年，台灣的空氣中充斥著各種病菌，大量繁殖的蟑螂們從下水道爬出來嵌入每個家

庭中。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焦慮和蠢蠢欲動的氣氛——那是一種在解除戒嚴前夕的期待或不

安？我並不是很清楚。因為我自己也陷入一種狂亂的、想突破工作瓶頸的情緒中，手邊正在進

行著好幾個新的電影拍攝計畫，我幾乎沒有心情去陪著兒子做功課。

有一天，兒子給了我一封奇怪的信，信是這樣寫的：

爸爸，我ㄅㄢ（搬）家了，ㄑ一ㄥ（請）你不要難過，因ㄨㄟ（為）我會ㄕ（時）常來

看你的，也會ㄇㄟ（每）月送ㄑ一ㄢ（錢）給你的。

我看著這封沒頭沒尾的信，心裡却是一驚，難道這會是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之後的

一種生活寫照？那時候的兒子已經二十七歲？三十七歲？或四十七歲？

而我呢？那時候的我又是如何的模樣？

我忽然對兒子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愧疚感。於是我放下了工作，和全家人一起去阿里山看日出。

那一次，我們並沒有看到日出的奇景。但是我卻永遠記得老婆摟著正在發抖的兒子等待

日出時的那種疲憊而溫柔的表情，還有那一句話：

「太陽出來了，我會叫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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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出來了，我會叫醒你
文、圖／麥田出版社提供

關於人生，

我最想告訴你的事

作者；小野

出版社；麥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 年 01 月

小野

一個先天的運動家，後天的反抗者。

七〇年代初以小說《蛹之生》等書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暢銷

作家之一。八〇年代初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成為台灣新電影運

動推手之一。九〇年代初，以電視影片《尋找台灣生命力》開

啓台灣本土尋根的熱潮。不論是進入體制內或在體制外，也不

管是在文學、電影、電視、教育、教養、文化各領域，都能特

立獨行，引領風潮。



文 ‧ 圖／環安組

映画を見に行こう！

中科FUN電影免費欣賞

Free Movie Sceening at CTSP Cinema

朱比特崛起 輔

放映時間：104/10/14（三），PM6：30

放映地點：中科管理局行政大樓一樓／ 101 會議室

類型：冒險、動作、科幻　片長：2 時 7 分

朱比特瓊斯在夜幕下誕生，有徵兆預言她注定會有不凡事蹟。如今她已長

大，在夢中的她擁抱著星辰，醒來卻只能面對殘忍的現實，每天做著數不清的

雜務，倒楣的事總如影隨形。另一方面，肯恩是基因工程學的退役獵人，當他

抵達地球尋找朱比特時，她才開始瞥見長久以來等待著她的命運，原來她與統

領宇宙的已故女王有著相同基因，皇族發現這項事實後，商議由她繼任王位。

此舉引來女王 3 名繼承子女的不滿，長子想殺掉她，長女企圖拉攏她，

次子則派賞金獵人抓她逼婚、再除掉她，當賞金獵人發現她血統不凡，變節保

護她，兩人發展出曖昧情愫。

人事
動態

CTSP
Staff News

營建組  

趙 庭 佑
職稱：技士

報到日期：104 年 9 月 10 日

原服務機關：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投資組 
張 豪 君
職稱：科員
報到日期：104 年 9 月 15 日原服務機關：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讓我為中科的競爭力一起努力吧！

中流一壺歸此境  科頭箕踞怡然得 管見所及難窺天  理所當然敬惜水 局天蹐厚虛心求

NEW NEW

24 CTSP



徵才
訊息

Job  
Vacancies

上述職缺意者請依應徵方式投遞履歷或攜帶履歷親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中科就業服務台為您服務

洽詢電話 04-25607437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1 號

																																				( 免付費電話 0800-777888)

歡迎加入賈中哥 (JobGogo) 粉絲團www.facebook.com/tcesa

中科 104 年 10 月徵才

2015 年 10 月の人材募集
CTSP October Job Vacancies

公司名稱 職缺 工作內容及條件

友達光電

( 股 ) 公司

LCD/CF	製程 / 設備工程師 大學以上，理工相關科系。

測試整合工程師 大學以上，電機、電子、化學相關科系。

製造課長 大學以上，理工相關系所畢業。

助理工程師 專科以上，理工相關系所。

生產技術員 專科以上。

應徵方式：請進入 http://hr.auo.com/cht/joinus.aspx 登錄詳細履歷，若有合適職缺，友達將與
您主動聯繫。

台灣美光記

憶體（股）

公司

Senior	PQA	Engineer、Frontend	
Manufacturing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Big	Data	Engineer、
Wafer	Sort	Test	Engineer、Business	
Intelligence	Engineer、Equipment	
Engineer、PHOTO	Equipment	
Engineer、YE	Application	
Engineer、Process	Integration	
Engineer、Data	Analysis	
Engineer、ECP	Process	Engineer、
Cost	Management	Engineer

BS/MS	degree,	major	in	Electrical,	Material	
(Semiconductor),	Computer	Engineering

Facility	HVAC	Engineer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major	in	EE,	Mechanism,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or	relative	fields

Facility	Construction	Engineer
Bachelor	degree(or	above)	major	in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Financial	Analyst Bachelor	Degree	in	Finance	related

Receptionist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school

應徵方式：歡迎至公司網站 TW.MICRON.COM 或 104 人力銀行投遞線上履歷。



大葉欖仁 散發秋的氣息

隨著日漸涼爽的天氣，園區水堀頭公園內的大葉欖仁也悄悄地跟上腳

步，為園區帶來一抹屬於秋天的色彩，似黃若紅又紫，既溫暖卻不失

浪漫，搭配枝頭上點綴著的飽滿果實，更是不讓北國楓情專美於前。

文／陳敬涵　圖／楊素琴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Bureau,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0763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2號

No.2, Zhongke R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763, Taiwan, R.O.C.

Tel : +886-4-2565-8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