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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園區開發計畫 

108年度 7至 12月份大事紀 

日 期 重  要  事  件 

7/5 
108 年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已經全部完成，並

函送經濟部統計處。 

7/9 

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府接見於 2019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FRC）機器人國際區域

賽中表現優異的南港高工師生，該校在美國

底特律的總決賽獲得「最高分新秀種子獎」殊

榮；本局許茂新代理局長亦受邀參加。 

7/11 
辦理虎尾園區台灣小原光材公司事業廢棄物

減量輔導。 

7/12 
辦理「108 年度加強夏季戶外作業高氣溫危害

預防」宣導會。 

7/15-19 舉辦「年度災害復原演練」。 

7/17 
科技部駐歐盟科技組組長蔡錦俊率團參訪中

科，由本局許茂新代理局長接待。 

7/18、7/31、

8/14、8/29 

辦理「遇見中科薪未來─1 日中科體驗營」活

動，由本局許茂新代理局長到場致詞。 

7/18 

會同台中市政府聯合現勘友達晶材后里廠，

該廠並於 7月 22日申請核准增加生產新農業

「矽微量元素」營養劑之工廠變更登記。 

7/18 台塑麥寮管理處參訪台中園區污水廠。 

7/19 

由許茂新代理局長率隊拜會台中市政府水利

局范世億局長協商水湳再生水之水價及推動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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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舉辦「企業營運資訊保護~外洩預警與風險鑑

識」講習會，園區廠商踴躍參加，會後並安排

個別輔導。 

7/24 
舉辦中科虎尾園區污水處理廠「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實地評鑑會議」。 

7/24 
辦理台中園區台積電先進封測五廠事業廢棄

物減量輔導。 

7/25-28 

「2019 亞洲生技大展」於台北南港展覽館舉

行，蔡英文總統在科技部長陳良基與本局許

茂新代理局長等人陪同下蒞臨會場，為園區

參展廠商加油打氣。 

7/26 

舉辦中科 16 週年慶活動，園區公會理事長沈

國榮及立法委員張廖萬堅、黃國書與上百位

園區廠商貴賓等熱情參與。 

7/29 

環保署備查本局「中興園區開發計畫（原中興

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

書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暨變更審查

結論」定稿本。 

7/29 
辦理「108 年度高風險危害預防(含歲修、承

攬以及局限空間)」宣導會。 

7/30 

「中科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建構

創新創業生態系與加速器委託專業服務案」

採購案上網公告招標。 

8/1 
中科實中成立雙語部，並辦理 7 至 12 年級招

生。 

8/11 辦理科學園區通關系統同地備援演練。 

8/12-17 2019 FIRA（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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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Association）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

賽於南韓昌原開賽，中科代表隊「FCU-CTSP」

獲得人形足球挑戰賽亞軍，表現亮眼。 

8/13 

本局許茂新代理局長代表本局與四大會計師

事務所（安永、安侯建業、勤業眾信與資誠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地簽署合作協議書，此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將

免費（每周／每月時數限定）提供中科新創團

隊相關財務規劃諮詢與建議。 

8/13、16、19 

分別於台中與后里園區、虎尾與二林園區，以

及中興園區辦理中元普渡祭祀典禮，本局施

文芳副局長主祭。 

8/14 

本局於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舉辦「中科虎尾園

區創新創業論壇暨投資招商說明會」，許茂新

代理局長出席並致詞。 

8/15 
「台中園區擴建案環差行政訴訟」宣判原告

之訴駁回。 

8/17-18 

中科 2019 FRC 台灣季後賽暨國際論壇於國

立中科實驗高中體育館盛大舉行，計有400位

師生熱情參與。本局許茂新代理局長出席並

致詞。 

8/23 

本局與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共同舉辦「台

商資金回台暨全球新經濟情勢下工業轉型研

討會」。 

8/27 

內政部公告「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建築管理範圍變更

為中興園區建築管理範圍」並自該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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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辦理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第三方實地稽核，經

SGS 公司查核符合 ISO/IEC 27001 / CNS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管理審查作業要求，

通過認證。 

8/27 
辦理本局 108 年民防團訓練，參訓人數約 60

人。 

8/27 
辦理「108 年度電氣火災預防與熱影像檢測診

斷技術宣導會」。 

8/28 

辦理公益講座，邀請譚敦慈女士講授「看不見

的食安風暴 您該如何安心的吃？」，參加人

數約 200 人。 

8/29 

本局與彰化縣政府聯合舉辦「中科二林園區

招商說明會」，由許茂新代理局長主持，與會

貴賓包括彰化縣王惠美縣長、彰化縣洪榮章

副縣長、洪宗熠立委、二林鎮蔡詩傑鎮長及廠

商代表近百人。 

9/3 

勞動部訪視委託授權本局之審核外國專業人

員單一窗口業務(以線上審核取代傳統紙本

遞送審核方式)，達百分之百線上審核目標。 

9/4 

辦理提升園區生活機能工商服務業 App 虛實

整合服務平台宣導會，園區廠商中之 CEO、

人資長、人事主管等逾百餘人熱烈參加。 

9/6 

本局許茂新局長率隊出席蔡培慧立法委員主

持之「改善中興新村公園及周邊設施環境」會

勘。 

9/6 
召開「后里園區 108 年第 3 次環保監督小組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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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辦理「108 年中科盃壘球競賽」，共有園區廠

商 6 隊報名參賽，參加人數約 120 人。 

9/8-12 

本局投資組林靜慧組長率廠商赴泰國曼谷參

加國際醫療展，希望在泰國尋找合作平台，協

助廠商行銷海外，並進行招商宣傳，增加中科

國際曝光度，吸引更多國際廠商投資中科。 

9/8 辦理「108 年環保家園全民濱海淨灘活動」。 

9/10 

泰國經濟貿易辦事處經濟組組長 Ms. Pemikar 

Lusananon 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施文芳副局

長接待。 

9/11 

函送科技部轉環保署「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

三期發展區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分）開發計

畫第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9/11 
舉行本局新任局長許茂新布達暨宣誓典禮，

由科技部政務次長許有進主持授印。 

9/10-11 辦理 2 場「結報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9/12 

德拉瓦州參議會銀行、商務暨保險委員會主

席 Mr. Trey Charles Paradee 率美國中大西洋

領袖訪台團參訪中科，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

接待。 

9/16 
召開「七星園區及二林園區環評書廠商應配

合事項說明會議」。 

9/17 

於友達光電（股）公司后里廠辦理本園區「108

年度緊急應變觀摩演練」，共計 236 人參加演

練及觀摩。 

9/17 
由本局許茂新局長率隊參加「中港加工出口

區廠商協進會理監事聯席會」進行招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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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與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合辦

「企業對假新聞之因應策略研討會」。 

9/19 

本局許茂新局長主持召開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地「自主營運規劃第二場專家座談會」，共有

產學 7 位代表針對自造基地營運項目規劃進

行討論。 

9/19 
辦理「科學園區進出口通關實務」講習會，出

席廠商代表近 80 名，參加踴躍。 

9/20 

本局許茂新局長主持召開「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產學研訓交流會議」，邀請產官學研 12 位

代表針對中科人才軟實力促成與策略規劃制

訂進行深度討論。 

9/23-30 
配合科技部進行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釣

魚郵件測試）。 

9/24-28 

本局於由外貿協會在印尼泗水舉辦之「2019

臺灣形象展」中，設置中科館攤位宣傳中科園

區及 AI 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等資訊，並至印

尼當地綜合科技工業園區、生醫相關廠商及

加速器拜訪及交流。 

9/25 
配合科技部辦理「108 年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

應變演練」。 

9/25 
辦理「108 年度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治研習

會」，參加人數約 50 人。 

9/25 
出席行政院七星農場環評訴願言詞辯論到場

備詢。 

9/26 
接獲第三方認證公司（SGS）文件及證書，本

局已通過 ISO 27001（資安）及 BS 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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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個資）查核認證。 

9/27 

假南投縣南開科技大學舉辦「中科中興園區

創新創業論壇暨投資招商說明會」，邀請產業

界與南投縣政府共襄盛舉，引領中科中興園

區在地產業加值轉型，由本局許茂新局長到

場致詞。 

9/30 

於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辦理「中科新創者聯

盟 AI 橋接交流媒合會」，由本局許茂新局長

到場致詞。 

10/8 

本局將后里園區土石方環差案書件函送環保

署，該署於 10 月 21 日函送環評委員及相關

單位提供之書審意見。 

10/9 

本局許茂新局長出席由教育部國教署委託南

投縣政府辦理之 108 學年「南投縣偏遠地區

學校產業參訪案」，該場次安排中寮國中參訪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10/14 
由本局許茂新局長召開「亞東公司噪音影響

會議」。 

10/14-18 

本局與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八所等 4 個單位

赴日本大阪、北九州等地與 Panasonic 株式會

社等 3 家企業及大阪大學石黑研究室等 2 個

學術單位進行參訪交流。 

10/16 

本局假靜宜大學舉辦「中科后里園區創新創

業論壇暨投資招商說明會」，以后里園區特色

產業半導體、光電與精密機械為主軸，結合靜

宜、修平、東海、勤益、逢甲及亞洲等大學新

創能量，加速新創產業研發及園區產業技術



 8 

升級；本局許茂新局長出席並致詞。 

10/16-18 

於台北南港展覽館「2019 國際光電大展」中，

本局攜手光電廠商，共同設置「科學園區中科

主題館」攤位，為廠商提供跨領域交流合作機

會，創造商機。 

10/17 

協助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辦理「工

業控制系統安全暨防護研討會」，中部地區企

業的 CIO 參加踴躍。 

10/17 

辦理 108 年度「提昇本局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教育訓練工程實地觀摩參訪活動」，參訪行政

院農委會台南分局「田寮社區文學步道周邊

環境營造二期工程」及「故宮博物院南部院

區」。 

10/17 
嘉義縣議會縣政考察團參訪中科，由本局許

茂新局長接待。 

10/18、21 警政署共新增 50 名警力至中科保警隊。 

10/22 

本局許茂新局長主持「拓銷東南亞醫材市場

趨勢與人才媒合交流研討會」，協助生醫產業

了解東南亞市場現況，降低廠商在進入市場

時所面臨的族群文化、專業通路、行銷管道與

政策法規等藩籬。 

10/22 

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辦「中台灣加

速器聯盟」成立大會，以扶植新創產業及培育

產業人才為宗旨，計 11 家國內新創加速器及

頂尖創業育成中心參與，由科技部許有進次

長及本局許茂新局長共同見證。 

10/22 由本局施副局長率隊出席國發會召開之「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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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處理相關事宜會議」（第 2 場）。 

10/22 

德國「普魯士廣訊報」特約記者 Michael Leh

率歐美政經記者團參訪中科，由本局許茂新

局長接待。 

10/25 

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研討會暨主題展」，園區

廠商安全衛生、廠務、災防應變等相關主管人

員及鄰近大學相關科系師生約 300 人參與。 

10/25 

協助國家發展委員會辦理 108 年度「政府雲

端服務環境與綠能雲端資料中心創新規劃及

輔導服務案」-科技部共構機房實地訪查。 

10/29 
辦理「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企業永續

宣導」說明會。 

10/30 

本局配合辦理科技部辦理「108 年度海外人才

歸國橋接方案（ LIFT, Leaders in Future 

Trends）」交流媒合會並安排參訪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及優質廠商進行深度交流，由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出席及致詞。 

10/31 
辦理 108 年度「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廢棄物減

量及資源循環」績優廠商表揚與技術分享。 

10/31 辦理本局外貿通關及保稅業務交流活動。 

11/1 
臺中市「77 路」公車路線調整，延駛至中科

管理局。 

11/4 
后里公園及虎尾辦公室新設智能自動販賣機

啟用。 

11/5 

辦理中科園區 108 年度「推動職場工作平權」

優良事業單位評選，評選結果：「特優獎」台

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捷時雅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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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股份有限公司；「優等獎」台灣日東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曜凌光

電股份有限公司。 

11/6 
召開本局記者會展示「智慧防減災系統」建置

應用成果。 

11/6 
擴建區第三次環評變更(化學品項目第二次

變更) 行政訴訟第 1 次程序準備庭。 

11/8 
舉辦「108 年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座談會」，

由施文芳副局長主持。 

11/10 
辦理科學園區通關系統 108 年度異地備援演

練。 

11/11 

內政部召開「108 年直轄市、縣(市)及特設主

管建築機關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相關業

務考核結果會議」，考核結果本局獲得優等。 

11/13 

亞洲科學園區協會(ASPA)年會貴賓參訪中科

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由本局許茂新局長親

自接待並邀請公會代表進行交流。 

11/15 

駐泰代表處僑務組副組長林冠宏率泰國台商

投資團參訪中科並辦理媒合會，由本局許茂

新局長接待。 

11/16-24 

本局由彭麗春主任秘書率團參加德國杜塞道

夫國際醫材展（MEDICA），協助生醫廠商接

軌國際，與國際醫材廠商媒合交流，並結合舉

辦招商說明會，宣傳台灣優質的投資環境，開

拓台灣智慧醫療商機。 

11/18 
在本局彭麗春主任秘書見證下，中科加速器

引進之新創團隊—福寶科技巫震華董事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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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荷加速器負責人許秀芳博士共同簽署合作

備忘錄。 

11/19 

辦理「新媒體時代之新聞處理與回應」研習

會，邀請中國時報副總編輯蔡水星講授，本局

許茂新局長出席並致詞。 

11/19 
辦理公益講座，邀請張佩蓉女士講授「越吃越

享瘦」，參加人數約 200 人次。 

11/22 
出席環保署召開之「工業區與科學園區區內

廢棄物處理問題」研商會議。 

11/28 

辦理「從醫師觀點談骨科與復健醫材臨床整

合應用」交流研討會，邀請台中榮總脊椎外科

主任潘建州及彰化基督教醫院復健科主治醫

師魏大森分享臨床經驗並提供具體建議，由

本局彭麗春主任秘書主持並致詞。 

11/28 

本局獲頒 2019 年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之

「永續報告書獎」金獎，許茂新局長出席受

獎。 

11/28 

科學園區同業公會與本局假中興大學育成中

心共同舉辦「108 年度中部科學園區高階主管

交流聯誼會」，園區公會沈國榮理事長、謝其

嘉監事長、本局許茂新局長、施文芳副局長、

台中市副市長楊瓊瓔、各機關代表及園區廠

商均到場與會。 

11/29 
辦理「聯防與自動化防禦架構提昇資安防禦

邊界及因應之道」研討會。 

12/4 
辦理 109 年中科園區模範勞工評選，共選出

46 位模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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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科技部第三屆「未來科技展」開幕，邀請蔡英

文總統頒發「學術創業先鋒獎」予國立中正大

學劉德麒特聘教授、國立中興大學陳政雄教

授與劉建宏教授在內等14位執行科技部價創

計畫傑出學者，本局許茂新局長受邀與會。 

12/5 
辦理「閱讀之樂-與作家有約」講座，邀請饒

夢霞女士講授「美化心靈樂在工作」。 

12/5 

科技部陳良基部長在本局許茂新局長陪同下

參觀南港展覽館「2019 台灣醫療科技展」中

本局所設立之「中科生醫產業創新館」。 

12/5 
召開「台積電公司 15B 廠 6 奈米製程試驗計

畫審查會」。 

12/6 
召開「后里園區 108 年第 4 次環保監督小組

會議」。 

12/9 

科技部陳良基部長在本局許茂新局長及虎尾

科技大學覺文郁校長陪同下參訪由本局「強

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

升級計畫」於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所建置之智

慧示範生產線。 

12/9 

舉辦虎尾園區標準廠房一期新建工程動土典

禮，由科技部陳良基部長主典，本局許茂新局

長、雲林縣政府張志銘秘書長、虎尾鎮丁學忠

鎮長等貴賓陪典。 

12/10 

本局於中興園區舉辦「智慧加速 X 農業創新

中台灣智慧農業論壇暨交流會」，邀請產官學

研各界分享智慧農業在各領域之發展經驗，

並展示各種新型態農業發展的科技產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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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部謝達斌次長、蔡培慧立法委員、本局許茂

新局長皆到場參與。 

12/13 
召開「台中園區 108 年第 4 次環保監督小組

會議」。 

12/13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

修正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於 108 年 12

月 11 日公布，自 108 年 12 月 13 日生效，本

局名稱修正為「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

局」。 

12/16 

科學園區同業公會中區辦事處與國立勤益科

技大學共同舉辦「中科園區產學合作交流座

談會」，本局彭麗春主任秘書受邀出席致詞。 

12/18  
參加「台中擴建第二次環差行政訴訟」第 2 次

準備庭。 

12/19 

本局邀請卡內基美隆大學 FRC指導團隊專家

蒞臨中科自造基地，與中部地區學子分享

FRC 機器人相關研究，為 2020 年 3 月將舉辦

之「FRC 科學園區台中區域賽」活動熱身，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與會致詞。 

12/19 
南非共和國省議員 Velenkosini Fiki Hlabisa 率

團參訪中科，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接待。 

12/24 

本局於中科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舉

辦「中台灣加速器與創新創業論壇」，提供新

創團隊產品展示的平台及潛在團隊發展新創

的資源，由科技部許有進政務次長及本局許

茂新局長致詞。 

12/26 本局於科技部辦理「2020 FRC 臺灣區域賽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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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記者會」，由科技部許有進次長主持，本局

許茂新局長於會中表達中科全力推動智慧機

器人人才培育紮根之決心，陳良基部長亦赴

現場為學生加油打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