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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

95 年 11 月份重要業務措施辦理成果

一、科學工業情形

(一) 截至 95 年 12 月 5日本園區共引進 101 家，廢止出區 17 家、累計核准廠商

共 84 家，投資金額新台幣 15848.018 億元。

(二) 本（11）月份園區營建工程勞工人員每日平均約 3,243 人，園區入區廠商

管理服務從業人員人數 12,826 人，合計 16,069 人。

(三) 工商登記：

辦理完成 完完成件數
辦理項目

截至 95 年 10 月底 95 年 11 月份 合計

1.公司登記(含變更登記) 59 2 61

2.報關服務業入區服務 5 1 6

3.工廠營利事業登記 37 1 38

4.投資抵減證明 345 25 370

5.動產抵押 20 2 22

合計 466 31 497

(四) 95年度1至 10月份園區累計營業額為1,381.94億元，實收管理費為2.776

億元。

年/月 營業額 實繳管理費

95/1 11,677,305,825 23,476,285

95/2 11,302,749,507 22,743,490

95/3 12,710,939,562 25,495,252

95/4 12,186,122,028 24,538,895

95/5 11,830,423,409 23,768,919

95/6 10,849,041,487 21,793,818

95/7 13,061,402,687 26,204,866

95/8 17,558,417,341 35,253,163

95/9 18,749,427,035 37,624,834

95/10 18,268,478,078 36,654,577

95 年 1-10 月合計 138,194,306,959 277,554,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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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業務辦理情形

(一) 行政院及國科會交辦事項

1. 答覆蔡錦隆立委：「為健全園區財務結構，凍結非營業特種基金 2,962,900

千元，並經向立法院提出解決方案同意後始得動支」案。

2. 送呈院長 11/09 視察中科園區行程表。

3. 簽報風險管理本處資料及更新原來函所附「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之簡介。

4. 與國科會及工業局校核「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由工業局負責

彙整簡報之「第 4分項產業高值化計畫 95 年度第 3季執行成效檢討報告」

資料。

5. 簽報「95 年度科學工業園區廠商滿意度調查 統計分析報告」本處修正意

見」、校核「95 年度科學工業園區廠商滿意度調查」期末簡報有關本處資

料，並整理、補充、簽報期末簡報中有關本處成績之說明資料。

6. 回報國科會更新行政院指示辦理「政績大綱」之中科資料。

7. 簽辦召開「園區廠商座談會」案，並整理該座談會議題。

8. 撰擬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 96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之說明資料。

9. 回報國科會本處「友達光電今（95）年進駐中科七星基地辦理情形」。

(二) 列管計畫呈報事項

1. 簽報院列管「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10 月份執行進度表。

2. 至台北參加研考會辦理之「96 年度施政計畫管制作業」會議。

3. 至研考會施政計畫管理資訊系統更新本處「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執行進度資料。

4. 至研考會施政計畫管理資訊系統更新本處自行列管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開發籌備處業務推展」第 3季執行進度資料。

5. 更新研考會列管「25 縣市重大列管案件」本處資料。

(三) 文稿撰寫呈報事項

1. 準備院長 11/09 視察中科園區致詞稿。

2. 撰擬英文版 2007 年「台灣年鑑」科技篇。

3. 送陳民視新聞部「科技台灣 新國力」採訪主任稿。

4. 撰寫、繳交 11 月 28 日，日本經濟新聞社台北支局採訪主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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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繳交 12 月 1日「JSR 第二期工程動土典禮」主任致詞稿。

(四) 辦理中科簡訊業務：召開中科簡訊第 29 期編輯會議、簽辦 96 年度委外

編印招商採購作業案。

(五) 簽辦本處工程業務宣導推廣所需之「中科園區工程開發紀要書」1000 本

之設計、印製採購案，並訂底價及議價，以及彙整提供編印紀要書所需

參考圖片 70 張。

(六) 填報「95 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實施績效獎金及績效管理計畫

機關績效指標執行成效」有關園區廠商滿意度之績效說明、審計部教農

處通知本處回報之「內部控制實施情形調查表」中有關施政計畫管制作

業情形、本處管考作業及與施政計畫等有關之「績效評估指標」。

(七) 彙整第 75~77 次處務會報資料：(1)重要列管事項，(2)重要業務措施辦

理成果，(3)處務會報主席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八) 完成簽陳「第 46 次園區業務會議結論辦理情形表」、「園區作業基金監

督管理會第 4會議結論及辦理情形表」及「第 47 次園區業務會報簡報資

料」，並辦理開會相關事宜。

(九) 完成簽陳科管局囑辦之「國科會主委至立法院報告資料」。

(十) 完成簽陳張立委麗善及莊立委和子要求提供或書面質詢問題之說明資

料。

(十一) 完成簽陳「配合行政院編擬向立法院第 6 屆第 5 會期提出之書面施政報

告」案。

(十二) 簽陳有關「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93~99 年）」草案，

國科會函轉請本處配合辦理事項一案。

(十三) 準備編列 97 年度作業基金概算相關事宜。

(十四) 完成各組室績效評估指標訂定建議案並簽奉核可將於年終檢討會討論。

(十五) 修訂完成本處為民服務白皮書置放網站。

(十六) 11/14 召開績效目標執行成效查核作業要點（草案）會議。

(十七) 完成立法院質詢有關委辦費編列浮濫案應答回復資料。

(十八) 完成至 95 年 10 月份本處開發過程大事記置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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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完成訂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績效目標執行成效查核作業要

點並通報組室。

(二十) 完成國科會所需本處 95 年機關績效指標自評執行成效（首長績效）陳

核。

(二十一) 辦理 11/30 總統視察本園區建議行程表、本處分工表、廠商座談會 戴

副主委引言稿、本處業務簡報、議程表及相關參考資料等，簡報室座

位圖、餐費、製作背板等費用簽陳核，以及廠商座談會資料袋之準備。

(二十二) 彙整及簽報各組室提報「研考會營造優質英語生活環境評核」建議敘

獎人員名單。

(二十三) 彙整研考會雙語化改善措施實施計劃辦理事項。

(二十四) 辦理「中科十年發展計畫」期末報告會議。

(二十五) 參與國科會園區整體規劃案協處工作。

(二十六) 通報、彙整並撰寫「經續會全球及兩岸佈局具體執行計畫」本處未來

10年產業政策及產業用地、用水、用電資料。

(二十七) 簽報本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小組」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

並會知相關組室就申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先期規劃可行性評估補助費

用」進行研議。

(二十八) 製作完成「中科開發現況」簡報範本。

(二十九) 勞資爭議案件辦理情形：截至本（11）月份止，本年度計受理 18 件，

協調成立計 14 件，協調中計 1件，協調不成立計 3件。

(三十) 中科員工診所自 12 月份起看診時段調整為日（9：00-12：00）、晚診

（17：30-20：30），取消午診（13：30-16：30）。至如遇有緊急狀

況需要，仍可撥打利用該診所 24Hr 緊急救護專線。

(三十一) 11/23 陳副主任主持本處 95 年度第 4 季職場 233 減災會議，會中針對

本處職場 233 執行小組執行現況報告以及歲末、年初之歲修高風險作

業及高危害營造作業之具體分工查核事項進行討論，會議決議請執行

小組將執行成果按月送勞資組彙整，並於每季召開工作會報以定期檢

核減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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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11/16 配合環保署后里農場基地環評監督小組，辦理第二次監督小組會

議及現勘，研討中科環保監督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三十三) 11/20 完成與水利會研商協調園區鄰近區域灌排分離措施之推動事

宜，該局預計 96 年 3月完成下埒圳取水口遷移改善工程，並請本處評

估推動以放流管第一標設施進行排放之方案。

(三十四) 11/29 辦理完成后里園區健康風險評估計畫評估方法及進度說明會，邀

集居民代表及環評委員參加。

(三十五) 環保許可及相關計畫核發件數：

件數統計
辦理項目 95 年 11 月

已完成件數 辦理中 合計

1.免環評審議 0 0 0
2.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0 0 0
3.廢(污)水排放許可證

（含試車功能測試報告）
0 0 0

4.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 1 10 11
5.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

(含模式模擬) 1 1 2

6.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書 2 1 3
7.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書 1 1 2
8.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1 0 1
9.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 0 4 4
10.工地環保巡查 12 0 12
合計 18 17 35

(三十六) 完成 95 年 7 至 9 月動產擔保交易登記抄錄本 15 件函送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

(三十七) 發函通知新瑞科技、辛耘、藥華醫藥等 3家公司依公司法第 10 條之規

定相關辦理延展登記。

(三十八) 完成廠商「動產擔保」資訊系統操作說明會，並通知園區各廠商自 11/20

起，上網填報動產擔保交易相關資料。

(三十九) 中華電信完成「工商憑證審核軟體」、「公司登記管理系統自然人憑

證」安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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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召開園區基礎建設說明會。

(四十一) 后里園區整體開發工程決標及開工。

(四十二) 召開本處 95 年 11 月份清安會議。

(四十三) 后里基地初期污水排放管開工。

(四十四) 95.11.01 日
（1）辦理廣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租地簡報。

(四十五) 95.11.02 日
（1）辦理大甲鎮環評說明會。

(四十六) 95.11.07 日
（1）辦理大安鄉環評說明會。
（2）辦理台中園區二期台中縣轄用地取得協議會議。

(四十七) 95.11.08 日
（1）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有條件通過虎尾園區台糖土地徵收案

（俟補正用地取得經費文件後准予辦理）。
（2）召開本處第 10 次土地核配（廣鎵公司）會議。
（3）召開 95 年第 7次廠房核配會議，通過核配廣鎵科雅路 43 號 1樓、

法液空接續資誠之科雅路 28 號 3樓；另同意核備物流中心承租科
雅路 40 號 1樓提前至 95/11/1 起租。

(四十八) 95.11.10 日
（1）臺中縣政府公告「變更后里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為道路用地、

部分鐵路用地為鐵路兼供道路使用、部分河道兼道路使用）」案
計畫書、圖，公展日期自 95/11/10 至 95/12/11 日止。並訂於
95/11/23 日假后里鄉公所召開說明會。

（2）臺中縣政府公告徵收后里園區七星農場及聯絡道路用地，公告期
間自 95/11/13 起至 95/12/13 日止。

(四十九) 95.11.14 日
（1）舉行顧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租地簡報。

(五十) 95.11.21 日
（1）經建會召開「研商國科會陳報中部科學園區台中基地及雲林基地

範圍內台糖公司土地取得案」會議，由張桂林處長主持，會議結
論略以：由經建會報請行政院重申 91 年 9 月 23 日函示意旨，並
請台糖公司依該重申函示與董事會溝通，俾利後續用地取得作業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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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召開后里農場南向聯絡道兼排水路用地土地使用協調會。

(五十一) 95.11.23 日
（1）召開后里農場南向聯絡道兼排水路用地土地使用協調會。
（2）召開研商科雅路 46 號 1 樓共用水電費、建物安全檢查、消防檢

查等相關分攤機制會議，決議略以：1.電費按度數、水費按人頭
分攤，並由建管組代收代付；2.走道、廁所及茶水間，由建管組
負責；3.建物安全檢查及消防檢查，亦由建管組負責。

(五十二) 95.11.24 日
（1）召開本處標準廠房委外服務工作計畫簡報會議。

(五十三) 95.11.27 日
（1）辦理彰化芬園及二水用地會勘。
（2）賴幸媛立委辦公室召開后里園區聯絡道謝龍雄先生陳情案協調會

議。
（3）辦理 JSR 租地簡報。

(五十四) 95.11.28 日
（1）楊瓊瓔立委及后里鄉鄉民代表會主席王朝坤召開「后里園區廢棄

蓄水池溺斃案說明及後續處理事宜會議」，結論略以：1.中科立
即派員至喪家慰問；2.徹底檢查園區範圍內易致危險區域，並立
即改善；3.請籌措給予喪家安家費或子女教育補助費；4.立即將
廢棄蓄水池抽乾，並豎立禁止進入及警告標示。

(五十五) 95.10.29 日
（1）陳杰立委召開「彰化芬園鄉設置科學工業園區可行性會議」。

(五十六) 95.11.30 日
（1）召開后里園區聯絡道水保計畫草案審查會議，由陳組長季媛主

持，會議決議略以：修正資料再提送審查。

(五十七) 完成后里辦公室搬遷網路連線設定。

(五十八) 完成辦理中華電信台中營運處台中基地 10~12 月份租金收取事宜。

(五十九) 完成中華電信台中營運處、豐原營運處、台固及亞太寬頻四家公司租

用本處園區電信管道合約事宜。

(六十) 完成中華電信台中營運處新申請租用本處園區電信管道案件。

(六十一) 完成 EIP 及 KM 伺服器採購驗收事宜。

(六十二) 完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第四次資安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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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 完成通關自動化系統、動產擔保系統、公共管線資料庫查詢、資訊設

備追蹤與管理系統、多語言網站、ArcSDE 空間資料庫教育訓練。

(六十四) 完成編製基金軟體攤提月報表。

(六十五) 完成填報「94 年度政府機關電腦作業效率查核報告之綜合檢討與建議」

辦理情形。

(六十六) 完成「公共管線資料庫建置暨申挖系統開發案」系統雛形展示、系統

測試報告書審查、系統功能確認、廠商交付階段文件事宜。

(六十七) 完成填報 95 年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項目評分表、單位績效評核項目年

終執行成效等表。

(六十八) 完成審查國科會資訊再造整體規劃案第一階段報告文件。

(六十九) 完成多語言網站工作會議、系統功能確認會議，並審閱多語言網站系

統測試、分析、設計等報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