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計畫 

104年度 1至 12月份大事紀 

日 期 重  要  事  件 

1/6、1/7、1/9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領一級主管分別拜會雲林

縣李進勇縣長、彰化縣魏明谷縣長、南投縣林

明溱縣長及南投市宋懷琳市長等中科各園區

所在地縣市首長。 

1/8 臺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於中興大學召

開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由本局王永壯局

長出席並參與討論多項產學合作活動等議題。 

1/8 拜訪彰化區漁會、二林鎮農會洽談在地食材相

關事宜，並將大雅、大安、二林、南投及虎尾

等農漁會特價商品email至人資主管或福利委

員會主管，請其協助將訊息轉知員工。 

    1/9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財務計畫（第二次修

正）」經作業基金管理會第44次會議審議通

過。 

    1/13 本局環安組朱振群組長率員參加虎尾園區污

水處理廠實驗室取得TAF認證授證典禮。 

    1/14 辦理本局林威呈前副局長榮陞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長歡送會。 

1/16 環保署后里園區環評現勘會議。 

    1/19 會同台中市文化資產處辦理西大墩窯現勘。 

1/20 召開后里園區（七星農場）環境及健康保險基

金撥補事宜研商會議，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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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環保署召開台中園區擴建計畫環評大會審

查，決議補正後再審。 

1/22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視察高等研究園區公共工

程進度，以及協商光華里長陳情光華路面改

善、光華二路部分排水改善案。 

    1/23 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環評第18次工作會議，由本

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 

    1/23 台中園區擴建計畫案完成公有土地產權登記。 

    1/30 王永壯局長率投資組同仁出席鴻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開幕茶會。 

    1/31 友達公司捐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達達的魔

法樂園」正式開幕。 

1/31前 完成全園區地下氣體供氣廠工作場所安全管

理專案檢查及輔導。 

2/2 本局王永壯局長至科技部向新任徐爵民部長

作中科園區業務簡報。 

2/3 本園區模範勞工選拔委員會評選出29名模範

勞工，並薦送華邦-張榮和先生參加104年全國

模範勞工選拔。 

2/4 辦理104學年度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

畫中區提案說明會。 

2/6 召開「環境保護、勞工安全衛生、勞工行政業

務年度工作重點宣導會」，向與會園區廠商說

明本年度環安業務各項工作重點、新修訂法規

宣導及常見違法缺失等。 

2/6 台中園區擴建計畫案通過環保署第280次環評

大會審查，環保署並於104年3月3日公告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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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論。 

2/6 行政院蔡玉玲政委邀請陳碧涵立法委員、文化

部、各界藝術人士至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現

勘，並舉辦「前進『中興』‧思考『未來』」中

興實驗村未來發展諮商會議，本局公管組石國

明參事率員參加。 

2/9 辦理104年資訊安全委員會議，由本局陳銘煌

副局長主持。 

2/10 國家實驗研究院在本局401簡報室辦理「科技

產業趨勢及前瞻大未來」研討會。 

2/10 為勉勵員警於春安工作期間加強維護園區治

安及交通，本局王永壯局長率林梅綉主任秘書

偕同園區同業公會沈國榮理事長致贈春安慰

問金予保二總隊第三大隊第二中隊。 

2/11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員參加科技部召開三園區

營運概況記者會。 

2/12 辦理本局記者會，邀請台積電、巨大公司及中

部媒體參加，宣傳中科年度營業額績效及104

年度展望、台中園區擴建案開發效益。 

2/13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員拜會彰化縣環保局江

培根局長及雲林縣環保局曾春美局長。 

2/13 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陪同園區同業公會沈國

榮理事長致贈大雅區農會出產之在地食材予

忠義里、橫山里及秀山里等周邊鄰里。 

2/17 召開科技部(含所屬機關)共構機房基礎設施

建置專案本局電力迴路相關安全控制措施說

明會，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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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員拜會環保署環境督察

總隊蕭清郎總隊長。 

2/25 103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公告，中科

實中共124人報考；52%達全國頂標(63級分)，

82%達全國前標(57級分)； 並有9位同學成績

達70級分以上，其中2位同學滿級分(75級分)。 

2/25 中科產學訓協會召開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並辦理第四屆理監事改選，由逢甲大學李秉乾

校長當選理事長。 

2/26 召開環境資源教育展示中心展示棟出租規劃

說明會，由本局王永壯局長主持。 

3/2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環安組同仁拜訪南投縣

環保局黃靜如局長。 

3/3 環保署公告台中園區擴建案審查結論。 

3/3 召開研商本局與中央氣象局簽訂合作備忘錄

（MOU）討論會議。 

3/4 行政院蔡玉玲政委召開「研商中興新村高等研

究園區引進青年創業事宜會議」。 

    3/4 本局完成台中園區擴建案現地軍方建物點交。 

3/5 召開后里園區環保監督小組臨時會，並遴選第

5屆專家學者委員及團體委員，由本局施文芳

副局長主持。 

3/5 科技部長徐爵民視察中科發展現況，由本局陳

銘煌副局長率各級主管接待，並參訪高等研究

園區百佳泰及可速姆公司。 

3/6 環保署召開后里環評監督第33次會議。 

3/10 辦理「您應該知道的風險管理」內部控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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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邀請國家發展委員會蔡保言專門委員主

講，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 

3/18 召開后里園區廠商訪視座談會，由本局企劃組

賴明志組長主持。 

3/20 召開台中園區擴建案環評公開說明會，由陳銘

煌副局長主持。 

3/20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營建組同仁至蔡其昌委員

國會辦公室說明「臺中市中科放流管沿線自來

水專案補助計畫」執行情況。 

3/23 環保署召開七星二階環評案第12次範疇界定

會議(第11次範疇界定延續會議)完成確認。 

3/23 邀集廠商說明園區污泥產出、委託處理及管理

機制報告。 

3/27 函送二林園區二階環評範疇界定指引表至環

保署。 

3/28 舉辦「『提升就業力，羊羊得薪意』2015年中

科廠商聯合徵才博覽會」，徵才廠商計28家，

共釋出1,752個職缺，另國軍人才招募中心亦

參加，招募1,209個生力軍，合計釋出2,854

個工作機會；當天逾3,000名民眾參加，廠商

所收履歷件數計2,700件，初估媒合率高達

40%。 

3/29 舉辦「台中園區宿舍大樓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項下「David Gerstein藝術講座＆畫我心窗親

子工作坊」2項民眾參與活動。 

3/31 本局王永壯局長主持中科實驗中學國中部校

舍新建工程動土典禮，，並邀請楊瓊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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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其昌委員及沈國榮理事長等蒞臨。 

4/1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員向黃國書立委說明有關

園區小三通貿易及運輸業者之影響。 

4/2 科技部召開「推動智慧園區之智慧交通系統研

商會議」視訊會議，由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員參

加。 

4/4~4/6、

4/22~4/24、4/26 

本局王永壯局長赴波士頓與洛杉磯招商，拜訪

當地高科技廠商。 

4/9、4/17 為推動「創新創業激勵計畫」，本局分別舉辦

104年度第一梯次專家座談會及業師講評簡報

會議，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 

4/15 召開虎尾園區廠商訪視座談會，由本局陳銘煌

副局長主持。 

4/16 環保署備查台中園區擴建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定稿本。 

4/21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員至理律法律事務所研

商台中園區擴建案可能遭遇後續環評行政訴

訟及因應事宜。 

4/21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員拜會富喬公司玻纖紗

事業部總經理張晉碩研商該公司氟化物廢氣

改善進度，及拜會虎尾鎮墾地里黃秋雄里長研

商清淨家園全民運動及放電影等活動安排事

宜。 

4/21 台中市環保局通過本局特殊性工業區及空品

監測站設置計畫在案。 

4/22 召開本局行政大樓暨工商服務大樓節水節電

措施研商會議，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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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行政院蔡玉玲政委召開「中興新村創意實驗特

區(光速中心)推動小組」第一次會議，由本局

陳銘煌副局長率員出席。 

4/27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召開二林開發許可訴訟案

程序準備庭。 

4/27 辦理台中精機放流水申請排入本局台中園區

放流專管第2次現勘。 

4/28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施文芳副局長等，拜會許淑

華立法委員及高等研究園區當地里長，說明高

等研究園區開發情形。 

4/30 施文芳副局長率員拜會二林園區環保監督小

組召集人-成大環工系張祖恩教授，研商 104

年第1次會議召開事宜。 

5/5 薦送台灣樫山公司及台積電公司勞工紀哲全

參加勞動部103年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及人員選拔活動決審。 

5/6 辦理二林園區敦親睦鄰活動，由本局會同二林

鎮張國棟鎮長及當地里鄰長代表參訪南科發

展成果。 

5/8 參加科技部召開「推動智慧園區之智慧交通系

統研商會議(第二次)會議」。 

5/8 勞動部訪查本局「外國及專業技術人員審查業

務」。 

5/13 召開台中園區第1場廠商訪視座談會。 

5/16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參加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

試中心首次舉辦之無人車研發成果展示。 

5/16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員會同台中市政府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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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副秘書長等實地勘察台中擴建案樹木移植

用地。 

5/16 辦理宿舍大樓公共藝術體驗活動，並邀請園區

廠商及周邊民眾共襄盛舉。 

5/16 辦理「轉動生命-彩色蝴蝶親子工作坊活動」，

並邀請園區廠商與周邊民眾共襄盛舉。 

5/18 本局王永壯局長視察台中擴建基地在建工程

施工進度。 

5/18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同意核備本局「台中園區古

蹟西大墩窯管理維護計畫」。 

5/20 本局召開記者會，宣傳將於6月2日及6月25日

分別簽署「本局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簽訂合作

協議」及「配合二林園區轉型發展需求之教育

環境改善策略聯盟」，並針對近來各界及輿論

關切之台中園區擴建案相關議題與媒體進行

意見交流。 

5/20 辦理104年上半年度「萬物皆聯網資安風險再

升級資安研討會」。 

5/22 召開「科技部與園區同業公會座談會」，由科

技部陳德新次長主持，另園區公會沈國榮理事

長、三園區管理局局長、勞動部、經濟部、教

育部及廠商等與會。 

5/22 行政院政務委員蕭家淇召開中科台中園區西

南向聯外道路工程計畫協調會，由本局王永壯

局長與會。 

5/26 科技部假二林鎮圖書館召開政策環評公聽

會，由科技部邱求慧司長主持，本局施文芳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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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率員與會。 

5/27 辦理「后里園區電影放映」活動，邀請園區廠

商、周邊民眾及民代共襄盛舉，並配合舉辦性

平法令有獎徵答活動加強宣導性別工作平等

法。 

5/27~5/30 本局投資組黃懿美組長赴韓國大邱參加亞洲

科學園區協會(ASPA)第十屆領袖會議。 

5/28 訂頒「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作業要點」

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辦理盤存作業

要點」。 

5/28 立法院教委會陳學聖立委視察中興新村高等

研究園區，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員會同。 

5/28 監察院蔡培村等9位監察委員巡查中科及國研

院發展現況，科技部陳德新次長、國研院羅清

華院長及本局王永壯局長率主管等陪同參訪

台積電及森勁公司。 

6/2 舉行「中科管理局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合作協

議」簽署典禮，由本局王永壯局長與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辛在勤局長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6/10 召開台中園區第2場廠商訪視座談會，由本局

林梅綉主任秘書主持。 

6/11 科技部召開「推動智慧園區之智慧交通系統研

商會議(第三次)會議」。 

6/11 本局王永壯局長視察二林園區公共工程開發

進度。 

6/12 科技部徐爵民部長視察台中及后里園區公共

工程開發建置情形，由本局王永壯局長率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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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 

6/12 科技部林一平次長現勘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

區之規劃及建設，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員會

同。 

6/12 環保署召開后里環評監督小組第34次會議。 

6/12 本局王永壯局長參加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舉行第三屆畢業典禮。 

6/13 科技部林一平次長與交大人文所曾成德院長

現勘中興新村，由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會同。 

6/15 本局王永壯局長出席臺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

訓協會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6/15 科技部函轉台中園區母園區環差報告書予環

保署審查。 

6/16 辦理「虎尾園區電影放映」活動，邀請園區廠

商、周邊里長、里民及民意代表共襄盛舉，並

配合舉辦性平法令有獎徵答活動，以加強宣導

性別工作平等法。 

6/16~6/18 2015台北國際光電展，中科廠商共有豪客能

源、曜凌光電、合盈光電、大銀微及台灣樫山

等7家廠商參展。 

6/17 會同內政部建研所至中興新村會勘智慧住宅

可能之房舍。 

6/18 科技部林一平次長主持「中興新村未來生活實

驗基地發展構想諮詢會議」，由本局王永壯局

長率員與會。 

6/22 拜會彰化縣竹塘鄉莊宜洌鄉長說明二林園區

放流水排放事宜，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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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6/23 召開104年第2次后里園區環保監督小組會

議，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主持。 

6/23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員拜會高等研究園區南

核心區機關(汽訓中心、國史館、國家文官學

院)洽談設置太陽能板事宜。 

6/24 科技部林一平次長主持「研商開放無人車及引

進無人飛行載具至中興新村試行相關部會分

工及推動方式、法令及時程會議」，由本局王

永壯局長率員與會。 

6/24 召開本局二林園區環保監督小組會議，由本局

施文芳副局長主持。 

6/25 舉行「配合二林園區轉型發展需求之教育環境

改善策略聯盟」簽署典禮，由本局王永壯局

長、彰化縣政府魏明谷縣長、國立中科實中陳

國祥校長及彰化縣立萬興國中趙士瑩校長及

四方簽署合作協議。 

6/25 與園區事業森勁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洽談中興

新村設置太陽能板事宜，並拜會南投縣文化局

洽談設置太陽能板事宜。 

6/26 召開「104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招商說明會」，

由本局王永壯局長主持。 

6/28 科技部林一平次長邀專家學者至中興新村現

勘設置太陽能板地點，由本局王永壯局長與陳

銘煌副局長率員會同。 

6/29 召開104年第2次台中園區環保監督小組會

議，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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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召開台中園區第3場廠商訪視座談會，由本局

陳銘煌副局長主持。 

7/5 舉行創新創業激勵計畫104年度第一梯次頒獎

儀式，中科輔導培育的「Caro-pharming」、

「Smart Calibration」及「Alchemy」等團隊

獲「創業傑出獎」，並由科技部徐爵民部長頒

發獎金。 

7/6 完成推動就業平等業務績效評鑑。 

7/6-7/8、

718-7/24 

王永壯局長赴法國與義大利招商，宣傳中科良

好的投資環境，以引進國際高科技廠商進駐。 

7/8 召開第31次工商服務大樓進駐審查會議，審核

同意中科產學訓協會進駐案。 

7/10 舉辦「104年度工安環保健康月-績優廠商參訪

暨生態之旅」活動。 

7/16 訂定並發布本局工商大樓災害防救通報及處

理標準作業要點暨流程。 

7/22 國家發展委員會沈建中副處長等訪查104年度

政院管制計畫-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計畫及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建設計畫執行情形，由本局

林梅綉主任秘書陪同。 

7/22 召開后里區及大安區健康風險評估說明會。 

7/23 通過科學園區通關系統資安認證第三方稽核。 

7/23 台中市長林佳龍視察台中精機放流水排入台

中放流專管，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陪同。 

7/23-7/26 參加「2015台灣生技月-生物科技大展」，園區

廠商計有藥華、優生、聿新、威旺、中化健康、

台灣利得、友華及綠茵等8家廠商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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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環保署召開二林園區二階環評範疇界定第3次

會議並完成確認，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出席與

會。 

7/26 舉行「公共藝術探索成果發表活動」。 

7/27 舉辦成立12週年「中科12 獨一無二」慶祝活

動，行政院政務委員蕭家淇、園區公會理事長

沈國榮等約300多位貴賓共襄盛舉。 

7/27 舉行公共藝術作品落成啟用典禮，由本局王永

壯局長主典。 

7/29 本局王永壯局長視察台中擴建基地公共工程

開發進度。 

8/4 與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及台灣

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合辦「104年

度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工安環保健康月－工安

研討會暨勞安所職業安全衛生危害預防全國

巡迴展示活動、危害物質管理方法與現場查核

座談會與成果展示會」。 

8/5 辦理台中園區敦親睦鄰交流參訪活動，由本局

王永壯局長率一級主管並邀請台中園區周邊

里長參訪巨大機械公司。 

8/7 為辦理於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舉辦藝文活

動事宜，本局王永壯局長與南投縣文化局林榮

森局長、園區同業公會張致遠秘書長及廣隆光

電科技籃文德總幹事至該園區現勘。 

8/10 科技部林一平次長及本局王永壯局長等人參

觀內政部建研所living3.0，並召開智慧住宅

整建及推動事宜第三次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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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本局王永壯局長視察台中園區擴建基地公共

工程開發狀況。 

8/19 蔡玉玲政委召開「行政院創新創業政策會報創

業環境組工作會議」，請科技部研提未來優質

生活實驗場域規劃與建置計畫，由本局陳銘煌

副局長率員與會。 

8/20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園區保稅人員參訪臺中

關暨海運貨物進、出口實地通關作業，由臺中

關宋汝堯關務長親自接待。 

8/21 召開第2次后里及大安健康風險評估規劃及範

疇說明會，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 

8/26 召開后里區敦親睦鄰健康檢查規劃內容說明

會。 

8/26-8/28 「Touch Taiwan 2015觸控‧面板暨光學膜製

程、設備、材料」展覽會，中科廠商共有達鴻

先進、長園科技及金科國際等3家廠商參展。 

8/26-8/28 辦理七星園區(含后里園區)二階環評健康風

險評估現場訪查。 

8/27 召開台中園區擴建基地環差及健康風險評估

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主

持。 

8/27 與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共同辦理「104年

度中高齡、高齡及二度就業婦女促進就業服務

聯繫座談會」，邀請臺中市轄內事業單位雇

主、人資人員、產業工會代表、專家學者及縣

市政府就業服務業務等相關人員與會。 

8/28 參加科技部舉辦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第二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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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圖營開幕式，並藉此與創業團隊們接觸交

流，期輔導支援創業團隊研究創新。 

8/28 召開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產業模式與文資

保存公聽會，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 

8/29-8/30 參加靜宜大學舉辦之「2015台中Mini Maker 

Faire台中自造者嘉年華」。 

8/29 與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豐原就業中心辦

理「2015提升就業力羊羊得薪意-廠商聯合徵

才活動」，逾500名求職民眾參與，初步媒合率

約4成。 

8/29-9/2 科技部徐爵民部長率本局王永壯局長與及竹

南科代表赴大陸西安參加「第三屆海峽兩岸科

技論壇」。 

8/31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員至高等研究園區實地

勘查保稅區範圍及確認文創區劃定事宜。 

9/2 科技部林一平次長召開「中興新村創意實驗特

區」案（遠距健康照護議題）第三次諮詢會議，

商談科技部與廣達簽署「36智慧驛站」建置示

範性遠距健康管理及智慧生活之平台及應用

合作協議書事宜，由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員與

會。 

9/3 臺灣省政府林政則主席拜會本局王永壯局

長，商談高等研究園區未來整體發展方向。 

9/3 東華大學吳茂昆校長率該校育成中心研究團

隊拜會本局王永壯局長，商談智慧交通系統發

展與運用技術。 

9/9-9/10 逢甲大學李秉乾校長(9日)、曾明哲院長與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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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堡大學Franke教授參觀環資中心。 

9/10 科技部林一平次長邀集各部會召開研商「未來

優質生活實驗場域規劃與建置」經費需求會

議，請各部會檢視及酌修內容後送本局彙整，

本局由王永壯局長率員與會。 

9/10 辦理104年度緊急應變聯防演練，救災及聯防

單位共14個單位參演，約150人參與觀摩。 

9/15 科技部錢宗良次長視察中科開發情形，並參訪

藥華醫藥及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由本局王永壯局長率主管陪同。 

9/16 本局王永壯局長視察台中擴建基地公共工程

施工進度。 

9/17 為活化中興新村，召開「中科高等研究園區SHE

促進計畫」第一次會議。 

9/18 辦理104年度資通安全通報演練。 

9/19 辦理「台中市大安區龜殼里淨灘活動」，由本

局施文芳副局長致詞並率領同仁、園區廠商員

工及眷屬，與大安區顏金源區長、龜殼里洪正

義里長、社區發展協會陳塗全理事長及協會志

工等共同參與。 

9/19-9/20 巨大公司於台中園區辦理捷安特盃自行車嘉

年華活動，本局由王永壯局長出席。 

9/20-9/26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員前往北京中關村，參加

「2015年世界科學園區協會(IASP)第32屆年

會」，商討因應全球化，未來科學園區的創新

發展趨勢。 

9/21 召開台中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小組104年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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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主持。 

9/22 召開后里園區環保監督小組會議，由本局施文

芳副局長主持。 

9/23 科技部函送本局「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財務

計畫(第二次修正)」(草案)報告至行政院。 

9/23 科技部召開104年第3季環評追蹤會議，由本局

施文芳副局長率員與會。 

9/29-10/2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員前往美國水牛城，參加

「2015世界大學研究園區協會(AURP)國際會

議」與招商宣傳。 

10/3 辦理「中科高等研究園區清淨家園計畫-滅孓

登革熱行動」，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南投縣

政府環保局黃靜如局長、衛生局黃昭郎局長、

南投市宋懷琳市長、中興警分局及中興新村里

長等共同參與。 

10/3-10/11 與南投縣政府及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共同舉辦「2015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10/5 辦理本局緊急應變運作機制教育訓練，由本局

王永壯局長主持。 

10/6 辦理本局「次世代跨裝置行動平台應用控管研

討會」資安研討會，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主

持。 

10/7 召開台中園區擴建區及高等研究園區保稅區

範圍劃定會議。 

10/7 召開「后里園區-七星農場部份成立財團法人

捐助章程事宜研商會議」，由本局王永壯局長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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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環保署召開后里園區環評監督小組第35次會

議。 

10/15 召開104年度園區毒化災聯防小組定期檢討暨

應變演練檢討會議。 

10/18 進行園區通關系統新版進口通關上線換版作

業，並於10月19日正式上線。 

10/21、10/23、

10/27 

與園區公會及台電公司偕同召開「台中、虎尾

及后里園區電力供應品質檢討會議」。 

10/22 中科產學訓協會舉辦「創新創業論壇」，由本

局王永壯局長、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葉雲龍處長

等與會，共同商討中部地區未來推動的新方

向。 

10/28 達鴻公司依后里環保監督小組結論邀請后里

區里長參訪該公司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10/29 參加竹科召開研商是否無償提供財政部關務

署使用園區內辦公房地案會議。 

10/30 辦理「104年度人力調整及勞動法令說明會」，

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致詞，並與勞動部王厚偉

司長共同主持。 

11/5 辦理臺中擴建區施工階段PM10即時監測站現

勘會議。 

11/5 科技部至本局辦理內部控制實地查核。 

11/6 本局王永壯局長為推動產官學研多方資源共

同合作，拜訪成功大學，並與該校、明基友達

集團等團隊進行交流座談。 

11/8-11/13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隊赴日招商，並參加第19

屆亞洲科學園區協會年會及理事會；另由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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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園區廠商-台灣彩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榮

獲ASPA年度獎首獎殊榮。 

11/8 千鐿生醫科技歡慶開幕，將為牙科提供創新雲

端數位服務。 

11/10 本局王永壯局長出席經緯航太科技揭牌典

禮，該公司是全亞洲唯一提供垂直整合無人機

加值應用的廠商。 

11/10 本局王永壯局長拜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趙興華

局長，協商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南投監理站

搬遷事宜。 

11/11 公告修訂「虎尾、后里及七星園區污水下水道

系統納管暨收費標準」。 

11/12 立法院教委會召開會議，請科技部部長、文化

部部長等單位就「未來優質生活實驗場域規劃

與建置」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詢。決議：該案

預算同意照列。 

11/13 辦理104年度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及聯誼座談

會活動。 

11/14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第2梯次得獎名單揭曉，中

科創新創業團隊輔導成績豐碩，共有

「Morcellbag」、「Neurospeed」及「MangaChat」

3隊入選前10強，並獲「創業潛力獎」，領域涵

蓋生技醫療、創新科技與雲端應用。 

11/16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召開后里農場環評監督

現地查核會議。 

11/16 辦理「104年度中高階人員在職培訓發展訓

練」，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行政副校長張慶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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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主講，由本局王永壯局長致詞。 

11/18 辦理本局智慧停車場建置暨工商服務大樓承

租廠商車位核配說明會議，由本局林梅綉主任

秘書主持。 

11/18 召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啟始及工作報告審

查會議，由本局王永壯局長主持。 

11/20 科技部趙錦蓮主任秘書率所屬單位工程觀摩

本局七星園區污水處理廠，由本局施文芳副局

長接待。 

11/20 辦理「104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健康促進暨緊

急應變」參訪活動，邀請園區廠商環境、安全、

衛生人員參訪台塑石化公司。 

11/20 行政院蔡玉玲政委召開「研商中興新村高等研

究園區相關事宜辦理進度」會議，由本局王永

壯局長率隊與會。 

11/21-11/23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隊拜會日本北九州學術

研究都市園區及北九州產業學術推進機構，並

觀摩北九州產業學術第15屆產學合作展。 

11/24 科技部公告修正「科學工業園區管理費收取辦

法」部分條文。 

11/27 召開臺中園區環保監督小組參訪台中擴建案

開發情形會議，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主持。 

11月份 本局獲評勞動部全國勞動檢查機構103年度績

效考評「優等」，本局將持績努力，以有效確

保園區廠商之安全衛生工作環境、維護勞工權

益，提升園區整體優質勞動環境形象。 

11/30-12/5 配合科技部參加「大陸上海產學合作及科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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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訪問團」，觀摩大陸園區推動創新創業與產

學合作之最新發展策略。 

12/3 與園區同業公會共同舉辦高階主管聯誼會，會

中林佳龍市長介紹大台中願景，前國科會主委

陳建仁及本局由王永壯局長等與園區廠商就

能源、稅制、產業發展、企業留才及園區設施

等議題，進行討論與交流。 

12/3 科技部發布修正「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

辦法」部分條文。 

12/4、12/25 文化部藝術發展司梁永斐司長及文化部許秋

煌次長及南投縣文化局林榮森局長現勘中興

新村各場館、藝術村及工研院中創園區，本局

由陳銘煌副局長率相關同仁接待。 

12/5-12/6 資策會於高等研究園區舉辦「飲領幸福臺灣~

茶鄉智活南投」成果展示與公益活動。 

12/7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隊參訪園區廠商正瀚生技

公司瞭解該公司目前營運狀況，由該公司林士

豔副總經理親自接待並由各實驗室主持人說

明工作內容。 

12/7 公告新擴增台中園區擴建區（面積53.08公頃）

及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事業專用區（面積

0.86公頃）等保稅範圍。 

12/8 行政院蕭政務委員召開研商「高等研究園區南

投監理站儘速完成遷建」相關事宜會議，結論

請公路總局以縮短中訓中心及南投監理站聯

合新建計畫期程半年至1年為目標。(會中公路

總局報告預定108年12月完成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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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隊參訪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核能研究所，瞭解電漿廢棄物焚化爐設置及

維護事宜。 

12/10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隊參訪友達公司龍潭廠，瞭

解該廠放流水零排放之相關事宜，以供後續園

區規劃參考。 

12/11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審查通過高等研究園

區「未來優質生活實驗場域規劃與建置」計

畫，104年12月28日科技部函送行政院科技會

報辦公室修正後之「未來優質生活實驗場域規

劃與建置計畫」暨審查意見回復說明。 

12/11 舉辦「104年中科日商招商暨聯誼活動」，由本

局陳銘煌副局長率隊與來賓參訪高等研究園

區。 

12/15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法液空公司周中揚總經理

及亞東工業氣體公司陳安迪副總經理參與法

液空中科廠開工動土大典。 

12/16 完成中興新村厚德殯儀館結構安全鑑定報

告，為拆除厚德殯儀館事宜林梅綉主任秘書並

於104年12月29日率隊拜訪南投縣文化局林榮

森局長。 

12/17 召開本局104年第2次性別工作平等會議，由本

局施文芳副局長主持，並安排本局性別工作平

等委員會委員及長官等11人，參訪友達公司台

中廠，以瞭解該公司推行性工作平等及員工關

懷等業務推行情形。 

12/17 環保署召開后里農場環評監督小組第36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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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12/19 會同后里環保監督小組委員-公館里馮詠淮與

敦南里張進義里長執行后里園區廠商環保事

項夜間稽查。 

12/21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隊拜訪雲林縣張皇珍副

縣長洽談園區事業參與畜牧業糞尿沼氣發電

取得碳權及虎尾園區污水處理廠申請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等協助事宜。 

12/23 台中母園區環差報告經環保署第292次環評大

會審查通過。 

12/24 行政院毛治國院長聽取科技部報告高等研究

園區「未來優質生活實驗場域規劃與建置」，

並指示科技部於105年1月6日專案報告及105

年1月14日行政院院會報告，本局由王永壯局

長率隊出席。 

12/25 本局王永壯局長視察二林園區公共工程執行

進度。 

12/25 公告修正「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作業要

點」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辦理盤存

作業要點」。 

12月份 本局參與103年度政府內部控制考評作業，並

榮獲行政院內部控制考評甲等獎。 

12月份 本局參訪節水節能績優廠商-友達光電，期透

過該參訪活動與經驗分享，促使此類用水大戶

能做為園區的領頭羊與標竿，落實節水、節能

與排碳減量，並及早因應未來可能的缺水與限

電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