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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說：

4月21日北九州產業學術推進機構國武豐喜理

事長(左1)與本局楊文科局長(中)在台北駐日

經濟文化代表處馮寄台大使(右1)見證下簽署

科技交流促進協定

中科赴日招商紀實

三喜臨門～中科管理局國際合作大躍進

二林園區第2場招商說明會 熱鬧展開

台灣精銳 中科廠落成啟用

中科巡迴巴士 上路嚕！

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南部宣導會

中科產學訓協會第一屆理監事第4次會議

二林園區─實質計畫審查進度

大陸政策暨兩岸協商座談會

中科友達榮獲全球首座LEED金級綠建築認證TFT-LCD廠房

中科營業額止跌回升98年2月較1月成長21％

科技小語彙─電子紙、電子書

參訪交流

第十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講習會

「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之分際」98年法律專題講座

園區公會高階主管聯誼會

捐書到小學‧閱讀傳書香

中科FUN電影《一八九五》觀後感

南科綠建築推動參訪紀實

中醫特診─大雅鄉長瑞會『殺很大』

偷得浮生半日，桐花小徑一遊

「針」瘦身 窈窕曲線非夢事

珍愛健康，6分鐘護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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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赴日招商紀實專題
報導

文、圖 / 投資組 鄭紹君

Director General Yang Visited Japan for Business Recruitment 

2009年是中科招商年，為提昇我國面板

及太陽能電池產業及半導體產業之國際競爭

力，本局楊文科局長於4月14日至20日率團

前往日本招商。

本次招商活動首站係參訪位於東京新

橋之Big Sight之FINETECH JAPAN，0 9 展，

本次我們挑選具前瞻發展之廠商如Fujikura 

Kasei藤倉化成株式會社、Nichiei Kakoh日榮

化工株式會社、DR.SCHENK JP株式會社等多

家廠商進行拜會。

其次我們一一拜訪了光電產業如TOKKI

公司、日本財團法人光電產業技術振興協

會、新橋之LED照明推進進協議會、三菱重

工業株式會社、Nidec日本電產株式會社等

多家廠商，詳細介紹中科發展現況及邀請該

等公司高階主管參訪中科。

此次日本招商行程緊湊，但經由我們親

自拜訪及簡報後，日本廠商對中科園區表達

高度興趣，並願意伺機赴台參訪，相信很快

就可以看到招商成果，這一切辛苦都是值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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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楊文科局長(右4)、投資組王宏元組長(左3)、鄭紹君科長(右2)在中央開發技術研究所高橋毅所長(右3)、工程技術部
利田哲部長(左4)、海外事業管理部蘇來平次長(左2)、木村宣子主任(右1)及關西大學先端科學技術推進機構沖野芳弘主任
(後排右1)的陪同下參觀日本電產株式會社(Nidec)

本局楊文科局長(右4)、投資組王宏元組長(右3)與鄭紹君科長(右2)在技術戰略室技術策略部門福田浩章研究主任(左3)、
氏家孝二博士(左2)、技術管理室加納敏夫研究員(左4)、橫森清研究員(右1)及光電協進會行銷業務組鍾沛璟組長(左1)陪
同下參觀RICOH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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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4月份三喜臨門，於21日與財團法人

北九州產業學術推進機構、23日與韓國的濟

州自由國際城市開發中心，以及吳倉產業集

群促進團等3園區，簽署合作備忘錄，更進一

步開拓中科的國際合作領域。

本局楊文科局長於21日率團至日本北九

州市，在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代表處馮寄台

本局拼科技外交成果輝煌，在4月份就締結了3個姐妹園區，21日中科楊文科局長率團與日本財團法

人北九州產業學術推進機構，23日則分別在韓國、台灣二地與韓國的濟州自由國際城市開發中心及

吳倉產業集群促進團簽署合作備忘錄，為中科的國際合作開創歷史新頁。

The CTSP Administration entered into alliance with three global science parks in April, demonstrating high 
achievement in technical diplomacy. These three cas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ere respectively 
accomplished on April 21 when Director General Yang of the CTSP Administration led delegates to the Kitakyushu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IS) in Japan, and on April 23 with Jeju 
Free International City Development Center (JDC) in Korea and Korean Ochang Cluster Development Agency 
(OCDA) in Taiwan. These events set a new record on the CTSP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aphne Hsiao)

文 / 投資組 李瀅‧圖 / 投資組 李瀅、方琬淳

大使及國科會科技組葉清發組長見證下，正

式與財團法人北九州產業學術推進機構國武

豐喜理事長簽署科技交流促進協定，出席此

次盛會人員包括北九州市政府產業經濟局片

山憲一局長、北九州學術研究都市校園營運

中心長及北九州當地工商代表等近百人，現

場冠蓋雲集，典禮簡單隆重；本次簽約在前

北九州產業學術推進機構國武豐喜理事長(左4)、本局楊文科局長(右5)、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馮寄台大使(右4)及國科
會科技組葉清發組長(右3)於簽署合作備忘錄後一同合影

三喜臨門～
中科管理局國際合作大躍進

專題
報導

Three Good News-CTSP Administration Steps Forward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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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理事長及台灣國科會駐日科技組葉清發

組長的全力協助下圓滿完成；於簽約後，北

九州的北橋市長與台灣駐日馮寄台大使及本

局楊文科局長等人對於雙方未來合作方向進

行深度會談，此行台日科技合作成果豐碩，

也是成功科技外交的最佳範例。

在與日本北九州產業學術推進機構簽署

合作備忘錄後，23日楊文科局長立刻馬不停

蹄旋即前往韓國濟州，在駐韓國科技組周傳

心組長見證下與濟州自由國際城市開發中心

文鍾和副董事長簽署合作備忘錄，楊局長認

為，透過雙方合作關係，將有助於中科推動

高科技設備前瞻計畫及固本精進計畫；而濟

州自由國際城市開發中心也期待藉由此次合

作備忘錄的簽署，雙方可以建立一個合作的

平台，讓廠商及企業機構可以藉由此平台進

行更進一步的交流。

而在同一天，台灣的中科管理局也正接

待南韓吳倉產業集群促進團成員來訪，並由

陳銘煌副局長與羅凱和副團長簽署合作備忘

錄。雙方締結為國際性姊妹園區後，將透過

合作備忘錄進行投資引進及園區資訊交流，

促成相互合作契機。

中科成立近六年，已經建立了7個姊妹園

區，中科管理局除了積極開發園區外，更積極

將中科推向國際舞台，以提升國際競爭力，與

外國科技園區簽署合作備忘錄，可以提高中科

在國際的能見度，進而提升園區廠商創新研發

技術能量，穩健迎接下一個挑戰。

4月23日本局陳銘煌副局長(右)與南韓吳倉產業集群促進團
羅凱和副團長(左)在本局一同簽下合作備忘錄，正式締結
為姐妹園區

4月23日本局楊文科局長(左3)、駐韓國科技組周傳心組長(左2)、濟洲自由國際城市開發中心(JDC)文鍾和副董事長(右
3)、濟洲科技園區(JSP)局長Mr.Boo(右2)、本局投資組王宏元組長(右1)及李瀅科長(左1)於簽署合作備忘錄後一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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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園區第2場招商說明會
熱鬧展開

本局於98年3月30日上午9時30分於本局

101會議室，舉辦第2場中科二林園區招商說

明會。會議由本局楊文科局長主持，與會貴

賓包括彰化縣卓伯源縣長、中興大學蕭介

夫校長、勞委會中區職業訓練中心曹行健

主任、彰化縣招商陳明德執行長及台中縣中

小企業服務中心吳正雄總幹事等。會中主要

由本局投資組王宏元組長簡報投資申請及相

關優惠等措施、彰化縣政府建設局產業發展

專題
報導

文 / 投資組 鍾文博‧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科劉玉平科長簡報中科二林園區周邊規劃藍

圖，以及中科園區進駐廠商亞崴機電股份有

限公司及聯相光電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經驗分

享等活動，本局並於說明會現場設立「投資

諮詢服務台」，專人解說相關進駐申請問

題。本次招商說明會報名參加廠商非常踴

躍，出席現場人員達200人，洽詢申請進駐廠

商有60家以上，活動成果相當豐碩。

當日與會貴賓有本局楊文科局長(右3)、彰化縣卓伯源縣長(左3)、中興大學蕭介夫校長(右2)、勞委會中區職業訓練中心曹
行健主任(左1)、彰化縣招商陳明德執行長(左2)及台中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吳正雄總幹事(右1)

98年中科規劃辦理8場二林園區招商說明會，1月21日第1場說明會已於彰化縣政府辦理完成，本次係

於本局辦理第2場說明會，會中邀請彰化縣縣長等貴賓參加，本次報名參加及現場洽詢申請進駐廠商

非常踴躍，活動成果豐碩。

The Second Business Recruiting Announcement of Erlin Park was Enthusiastically 
Held

The CTSP planed to hold eight Erlin Park business recruiting announcements in 2009. The first 
announcement was carried on in Changhua county on Jan. 21. The second announcement was 
held in the CTSP Administration with tremendous participants including guests like County Magistrate of 
Changhua and potential resident companies showing high interest in this event. (Daphne Hs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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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精銳 中科廠落成啟用

全球最大塑膠射出機工業用機器人手臂

製造廠台灣精銳科技公司，投資30億元規劃

興建的中科新廠，於4月1日落成啟用，蕭萬

長副總統在一個月內二度參訪精銳公司，讚

許張重興董事長在全球經濟低潮中可以逆勢

成長開出漂亮成績單，可見張董事長獨具遠

見及魄力。

台灣精銳中科廠落成啟用儀式，由蕭

萬長副總統、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台中市

胡志強市長、台中市張宏年議長等人共同主

持，本局楊文科局長也特地前往祝賀。

蕭副總統表示，22年前精銳科技公司在

台北五股創立時，員工僅三人，如今台灣精

銳在全球16個國家設立分公司，生產的塑膠

射出機工業用機器人手臂不到十年就已躍居

全球第一，經營策略比政府的政策還要快、

狠、準。

台灣精銳原為二家公司，分別為生產

塑膠射出機工業用機器人手臂的精銳公司，

以及生產伺服馬達減速機的台灣廣用動力科

技，中科廠完工後，二家公司正式合併為台

灣精銳科技，原來位於台中工業區的廠房，

也全數遷往中科生產。

張董事長表示，中科廠未來將生產高精

度伺服用行星式齒輪減速機，搶攻產業用機器

人及航太、汽車、半導體設備等市場，新廠第

一年產值預估為12億元，預計二年內申請股票

上市，五年內要達成100億元業績目標。

蕭萬長副總統(右4)、台中市胡志強市長(左3)、台灣精銳張重興董事長(中)、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右2)、台中市張宏年議
長(左2)、盧秀燕立委(左1)及台中關稅局王亮局長(右1)一同為台灣精銳公司落成典禮剪綵並合照

專題
報導

受到金融風暴影響，一片景氣低迷，台灣精銳公司卻逆勢成長，投資30億元規劃興建中科新廠，並

於4月1日舉行落成啟用典禮。眾多貴賓到場祝賀，期許台灣精銳公司能交出一張亮眼的成績單。

文 / 投資組 李瀅‧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APEX DYNAMICS Taichung Plant is Operated

By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crisis, businesses are under a darkening cloud. Even so, there’s one 
company—Apex Dynamics grows against the gloom, investing US$88 million to build a new plant in 
CTSP, and start to operate on April 1.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crowded with VIP guests sending 
congratulations on this work and expectations on the company sales report. (Daphne Hs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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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巡迴巴士 上路嚕！
文 / 建管組 涂裕雯‧圖 / 建管組 涂裕雯、投資組 方琬淳

4月9日巡迴巴士宣傳說明記者會合影，前起：楊文科局長、陳銘煌副局長、王莉娟主任秘書、陳季媛組長、涂裕雯技士、
洪耀堂科長、王俊傑主任

本局從今（98）年初就開始用心籌

劃的免費巡迴巴士，終於在4月13日上路

了，本局於4月6日召開宣傳說明會，園

區廠商、鄰近村里代表出席踴躍，對於

免費巡迴巴士的開行甚為期待。本局又

於4月9日召開記者會，首度亮相嶄新的9

部豪華中型巴士，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蓄勢待發地將投入服務園區廠商、洽公

民眾及園區周邊居民，請大家「好康逗

相報」，踴躍搭乘使用。

中科免費巡迴巴士共有四條路線，

分別為藍線、綠線、紅線與橘線，從車

身顏色就可以很容易辨認，而各條路線

各有其服務特色。中科巡迴巴士因應訪

視廠商需求而生，除服務廠商外，同時

嘉惠周邊鄰里，本局訂於5月1日舉辦通

車典禮，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

� 中科簡訊 �009.5

園區
要聞

中科免費巡迴巴士
CTSP Free Shuttle Bus

CTSP Shuttle Bus is on th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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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線為園區內巡迴線，巡迴於台中園

區各廠商與本局間，規律的班次可使園區

各處在15分鐘之內，到本局洽公或到中科

轉運站轉乘其他路線班車，極為方便。

綠線為西屯生活圈線，串連園區與西

屯生活圈，可以很方便到西屯商圈購物消

費，或轉搭其他公車與客運。

橘線為高鐵線，平均每30分鐘由本局

與高鐵站對開一班車，而且中途完全不停

靠，可以節省南來北往商務旅行時間與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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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線為后里線，主要服務后里園區廠

商，特別在上下班時段可以接駁后里園區

到后里火車站的通勤旅次；而離峰時段則

服務后里園區與台中園區間的聯繫。

因受限於相關法令規定，不能於園區外沿線設立專用站牌，

搭乘地點如附圖所示，請在圖示位置招手乘車。

詳細乘車資訊請上本局網站http://www.ctsp.gov.tw查詢，

若欲洽詢班車動態位置，

請撥轉運站服務專線：04-2569-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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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

南部宣導會

本局為鼓勵廠商投入「高科技設備前瞻

技術發展計畫」、讓計畫順利推動及增進全

國各界產業廠商對計畫的了解，特於3月27

日在國立成功大學繁城講堂舉辦計畫宣導說

明會。本次宣導會由本局楊文科局長主持，

南部園區產學協會楊瑞珍秘書長及暨南大學

尹邦嚴研發長蒞臨致歡迎詞，參加廠商包括

奇美電子、瀚宇彩晶、住華科技等數十家廠

商，另南科管理局、工研院、金屬工業發展

中心及成功大學等多家學研單位亦派代表出

席，廠商出席踴躍。

楊局長在宣導會中提到「高科技設備前

瞻技術發展計畫」肇因於高科技產業之產業設

備受國際大廠技術壟斷，導致前瞻技術無法生

根、產業無法茁壯且設備技術均須仰賴國外引

進，故生產成本偏高，缺少競爭力。再加上世

界金融海嘯衝擊影響，產業急需協助復甦，因

此本局特向行政院及國科會爭取經費，自98年

開始至101年度，4年間預計投入10億元來補助

文、圖 / 投資組 張永銓

園區
要聞

廠商投入設備前瞻技術研發。

本局為積極規劃推動本計畫，將陸續於

北、中、南、東部及中小企業較多之縣市辦

理15場說明會，以鼓勵廠商投入重點產業科

技，開發產業核心技術。在這一波金融海嘯

襲擊全球之際，如何加強高科技設備自主化

與產學合作是當前政府施政目標，本計畫是

以推動「材料設備、製程設備、封裝設備、

測試設備技術及培育研發技術人才等5大方

向」為主軸，鼓勵全國廠商與學研單位共同

參與、積極投入設備前瞻技術研發，以促進

廠商間合作交流促成研發規模效應，並藉以

提昇產業與國家的競爭力。

本計畫預計在5月1日計畫辦公室正式揭

牌成立後，開始公告申請文件並受理申請，

請有意願申請廠商隨時送件提案申請，計畫

辦公室網頁http://www.hted.ncnu.edu.tw/、

聯絡電話04-2560-7948 分機11-16、傳真

04-2560-8407。

會議由本局楊文科局長(右2)主持，本局投資組王宏元組長(右1)、南部園區產學協會楊瑞珍秘書長(左2)及暨南大學尹邦嚴
研發長(左1)共同出席

High-tech Equipment Futu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lan Announcement at 
Souther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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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產學訓協會第一屆理監事
第4次會議

「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自去

年成立之後，在各界與本局協助之下運作順

利。時值金融海嘯、景氣低迷之際，失業率

偏高，協會特別依上一次理監事會議所決議

辦理「產學博覽會」，結合中部地區廠商及

大專院校，針對兩造之產學合作與交流，同

時邀請「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針對廠商

求才需求，辦理就業媒合活動。

由於本次博覽會，需籌劃的相關細節繁

多，協會特別於4月6日在本局13樓會議室召

開本次臨時理監事會議，以便獲得全體理監

事進一步之共識。

本次會議特別邀請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

會游鈞華處長及中區職訓中心劉秀貞課長列

席，另外友達光電、環隆科技、聯相科技、

晶旺生技、大葉大學、朝陽科大等都派員出

席。會議首先由協會黃永勝秘書長針對本次

博覽會籌備工作報告，確定本次博覽會名稱

訂為「中科產學訓就業博覽會」，同時針對

園區
要聞

文 / 投資組 林逸華‧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各項細節討論並作成共識，包含協辦單位列

表、預計邀請長官及活動對象、產業論壇講

師及各項經費預估。其中有關產業論壇主講

人，預計邀請TMC宣明智董事長及AUO李焜

耀董事長。

本次「中科產學訓就業博覽會」預計於

5月25日、26日於本局一樓大廳及101會議室

辦理。這場盛會預期將是集合中部地區各

大專院校及廠商的研發成果展覽，透過此

博覽會，針對當年度研發成果發表，能更

明確的了解雙方需求，以尋求合作機會，提

升業界及學界技術媒合。博覽會同時結合

「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辦理就業媒合

活動，以促進就業、降低失業率。歡迎中

部各大專院校及園區廠商踴躍報名參加，

本次活動聯絡人為協會陳雅君小姐，聯絡

電話04-22840306#702，協會網址：http://

wwwaic.nchu.edu.tw/aicspct/index.htm 

中科產學訓協會理事長中興大學蕭介夫校長(中)、本局楊文科副理事長(左)與大葉大學何偉真校長(右)共同主持會議

9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Newsletter

CTSP Industry-Academia Consortium First Board Members at its Fourth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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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園區─實質計畫審查進度

二林園區為馬總統愛台12建設中部高科

技產業聚落之重點計畫，目前進度如期，實

質計畫各項分計畫中已完成用水、用電及電

信計畫審查作業，而最重要之環境影響說明

書及非都市土地開發計畫及細部計畫書圖也

順利於2月11日及2月27日完成送主管機關正

式展開審查程序。 

其中環境影響審查作業部份，環保署於

接獲本案之後亦全力配合作業，於3月19日辦

理本案之環保審查委員基地現勘，當日本局

由郭坤明副局長帶隊，到場的委員包括本案

專案小組召集委員：鄭福田、黃乾全老師及

陳光祖老師等，提出園區污水是否將影響芳

苑及福興鄉淺灘養殖、引用集集攔河堰水源

是否造成乾旱期等議題。 

園區
要聞

文、圖 / 建管組 洪唯禎

而非都市土地開發計畫及細部計畫部

份，營建署於3月31日安排區域計畫審查委

員現地勘查，當日本局係由陳銘煌副局長

帶隊，到場的區域計畫審查委員有蕭再安委

員 (專案小組召集人)、周天穎委員(副召集

人)、黃聲遠委員、詹順貴委員等，另外簡報

過程中有基地內台糖溪湖畜殖場之員工(20餘

人)至現場陳情，表示應先建後拆，保障生

計。

上述二次現勘行程均順利平和，相關陳

情亦已錄案研議中，後續將進行實質內容審

查程序，預定於6月15日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6月30日取得開發許可，以如期於7月29

日園區公共工程順利動工。

3月19日環評召集委員鄭福田老師(前排右2)、黃乾全老師
(前排右3)等實地現勘

3月31日區域計畫委員專案小組蕭再安召集人(右2)等聽取
現地勘查簡報說明

Practical Plan Examination Process of Erli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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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政策暨兩岸協商座談會

 98年4月7日下午2時陸委會在逢甲大學

舉辦「大陸政策暨兩岸協商」座談會，會中

邀請產官學界代表參加。本局楊文科局長並

於會中致詞表示中科廠商與大陸方面出口

貿易日益密切，希望兩岸協商能共創經濟繁

榮，陸委會賴幸媛主委則在會中就第3次江

陳會談4項議題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等政策提出說明，包括兩岸金融

合作協議、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

議、空運定期航班協議、開放陸資來台協商

等，前3項議題並將簽訂協議文本。座談會中

並展示當天剛出爐的文宣，希望社會各界更

園區
要聞

文、圖 / 投資組 鍾文博

了解政府的兩岸政策。

賴主委強調ECFA是兩岸經貿正常化的途

徑，也是台灣重返世界舞台的敲門磚，藉由

推動與大陸簽署ECFA，將有助其他國家與台

灣洽商FTA（自由貿易協定），讓台灣經濟與

世界市場接軌，避免邊緣化的威脅，目標絕

對不只是一中市場而已，而是要邁向世界市

場。賴主委並表示，ECFA可以涵蓋台商關切

的投資保障、避免雙重課稅、智慧財產權保

護、商品檢驗檢疫、產品標準制定等課題，

對維護台商權益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座談會當日與會貴賓有陸委會賴幸媛主委(中)、本局楊文科局長(右2)、陸委會傅棟成副主委(左3)、逢甲大學高承恕副董
事長(右3)、陸委會經濟處李麗珍處長(左2)、彰化縣招商陳明德執行長(右1)、陸委會法政處蔡志儒專門委員 (左1)

Policy of Mainland China and Cross-Strait Business Negotiation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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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友達榮獲全球首座
LEED金級綠建築認證TFT-LCD廠房

全球第一座通過LEED(能源與環境先導

設計)黃金級綠建築認證的TFT-LCD雙子星複

合式廠房(Hybrid Fab)於今年3月誕生了，即

友達光電位於中部科學園區的8.5代廠，其

是全世界目前僅有的四座LEED金級認證廠房

之一，同時也是面積最大的認證廠房。

LEED綠建築評估系統架構包括永續性基

地開發、用水效率、能源與大氣、材料與資

源、室內環境品質及創新設計過程等。友達

8.5代廠推導LEED所增加之成本控制在1％以

內。而且，符合LEED認證標準後，整體節

能成效可達21％。在製程用水回收再利用率

方面則高達90％，每年可減少約300萬噸的

園區
要聞

文、圖 / 友達光電 李唐

自來水用量，約是1,430個標準游泳池的水

量。此外，整體營建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率也

高達90％，大幅減少資源浪費與降低環境衝

擊。同時在廠房基地內也廣植各類樹種，加

上廠房一年的節能成效，每年約可減少碳排

放8.7萬噸，相當於330個大安森林公園一年

的碳吸存量。

對友達而言，取得LEED認證只是一個

開始，後續將制定一套應用於廠房、生產設

備、廠務設備的綠色標準。在此同時，友

達亦承諾「未來新建TFT-LCD廠房將會導入

LEED標準」，將作為友達綠建築的政策。

友達綠色承諾(AUO Green Solutions)揭露年餘，3月由公司總經理暨執行長陳來助(左1)領軍，對外佈達執行成果，其中，
在綠建築製造部份，更正式宣布位於中科的8.5代廠為全球第一座榮獲美國綠建築協會(USGBC)所頒發的「能源與環境先導
設計」(LEED)金級認證的TFT-LCD廠房。(左2為台北科技大學李魁鵬教授、右1為友達廠務工程中心邱逢梁協理)

AUO in CTSP was Awarded the World's First LEED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Gold-Certified TFT-LCD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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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 投資組 鍾文博

自全球金融海嘯以來，國內外各產業都

受到嚴重衝擊，營業額快速下降，分析中科98

年1-2月份營業額合計約190億元，已終止97年

第4季以來的下降趨勢，營業額觸底反彈開始

往上成長，雖然目前產值處於低點，展望後續

應可再逐步提升，期望98年度營業額表現能達

成97年度水準。另外比較特別的是，精密機械

及生物科技產業在廠商營運順利下，營業額仍

較97年度同期維持成長。

統計中科98年1─2月營業額主要

以16家量產中光電產業營業額最高，

約為新台幣134.79億元，佔最高比重

70.83％；5家積體電路產業次之，約為

新台幣44.5億元，比重約佔23.38％；

23家精密機械產業營業額約為新台幣

9.3億元，比重約佔4.89％，詳細資料

請參考附表。

中科營業額止跌回升 

98年2月較1月成長21％

產業
脈動

產業別
98年1至2月
中科營業額

百分比

光電 13,479,214,615 70.83%

積體電路 4,450,123,896 23.38%

精密機械 930,368,541 4.89%

電腦週邊 14,478,387 0.08%

生物科技 24,088,367 0.13%

其他 133,430,720 0.70%

合計 19,031,704,526 100.00%

電子紙技術的特色是使用環境光源反射

顯示，不需要靠背光板，且影像可自然保持，

無需消耗額外電源，故可製成省電輕薄易於攜

帶的環保電子產品，如電子書等。早期電子紙

技術以帶電荷的小球，其中球的一面是白色，

另一面是黑色，當電場改變時，轉動球面以呈

現不同顏色。第二代技術則是以微膠囊代替傳

統的小球。第三代的電子紙技術則具有快速反

應及彩色動畫能力。電子紙主要結構可以區分

為：基板、顯示介質及電晶體等。國內面板

大廠友達光電公司，近期已正式宣佈透過旗

下投資公司投資美國電子紙

公司SiPix Imaging Inc.，取得

31.58％的股權，屬國內繼元

太科技公司之後，第二家正式切

入電子紙事業的面板大廠，未來友達光電公司

將整合電子紙的上游材料，並搭配自家公司的

面板，為未來可能量產電子書

與電子標籤等相關應用產品預

做準備。另外目前中科投入電

子紙相關廠商還包括華凌光電

股份有限公司。

文、圖 / 投資組 鍾文博科技
小語彙

電子書產品

CTSP Sales Against Plunging—Sales in February are going up by 21% increase.



�� 中科簡訊 �009.5

文 / 投資組 蕭怡欣‧圖 / 投資組 蔡禕倫 方琬淳

參訪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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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芬蘭赫爾辛基大學Prof. 
Ilkka Niiniluoto總校長（左2）在教
育部國際文教處陳立穎先生（右1）
的陪同下蒞臨中科，並由本局陳銘
煌副局長（右2）及王莉娟主任秘書
（左1）親自接待

4月21日，杭州市錢江經濟開發區參
訪團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許
保金先生（左3）率團參訪中科，並
由本局投資組游志祥技正（右4）接
待

4月22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旅美講
座教授潘偉平博士（左1）參訪中科

4月23日，美國華府智庫「戰略暨國
際研究中心」(CSIS)「台灣新政府
觀察計畫」訪華團蒞臨中科參訪，
並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右5）及王
莉娟主任秘書（左1）親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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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法液空董事長Gerard 
Torell i（中）、總經理王華琦（右
4）、設備及專案經理Sebast ien 
Martinotti（右3）及財務部經理周佳
欣（右2）等一行4人蒞臨，並由本
局楊文科局長(左4)、陳銘煌副局長
(左3)率本局同仁親自接待

4月1日，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
心一行27人參訪中科。並由本局陳
銘煌副局長（後排右7）親自接待

4月7日，中興大學電子商務研究所
參訪中科，並由本局投資組黃懿美
專門委員（前排右4）親自接待

4月20日，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資管
系師生參訪中科

�5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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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講習會
文、圖 / 工商組 劉時銘

響，在此編製公司年度決算書表之際，本局

特別邀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涂清淵會計師前

來本局行政大樓402會議室舉行第十號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講習會。

本次主講內容主要分三個部份：一、存

貨之原始衡量，二、後續衡量之基本原則，

由淨變現價值之衡量取代後進先出法，三、

十號公報之主要修正彙總，。

近兩小時的的實質案例分享及與講師討

論研究，廠商學員皆認為參加此次講習實在

是受益良多，期待能有下一次的機會。

涂清淵會計師授課情形

為因應金融風暴企業評價失真問題，國

際會計準則(IAS)第2號公報修訂公報名稱及

其內容，我國於96年11月29日參考該準則修

訂第十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並於98年1月1日

起適用，實施後對廠商損益的計算有很大影

訓練
講習

「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之分際」
98年法律專題講座

公務員圖利罪之構成要件作以下之解析：1、

客觀構成要件為「明知違背法令」並獲得「財

產上」之不法利益，其中「明知違背法令」之

「法令」所指涉之範圍為法律及法規命令，並

不包含行政規則及契約，惟「解釋性行政規

則」仍屬「明知違背法令」之「法令」。2、

主觀構成要件「明知」，係指除一般人所認知

之故意外，尚包含容任結果發生之情形。3、

以職務行為之行使為前提。

本次專題演講洪檢察官以許多實例講解

枯燥的法律問題，參加同仁對於演講內容皆

感滿意且獲益良多，並建議多以此形式舉辦

法律講座，俾利依法執行公務。

為增進本局同仁對於圖利、便民及行政

裁量內涵之瞭解，本室於本（98）年3月27

日邀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洪家原檢察

官，至本局進行專題演講。

洪檢察官首先提醒本局同仁法律是保護

準備好的人，並非保護無辜的人，所以必須以

「證據保全」之方式控管訴訟風險。其次針對

訓練
講習

郭坤明副局長（左）於本次演講開始前引言並介紹洪家原
檢察官（右）

文、圖 / 政風室 陳俊安

Seminar on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No.10

“Definition on Making Profit, Offering Convenience to People and Executive 
Measure” – Law Semina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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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高階主管聯誼會園區
活動

文、圖 / 科學園區同業公會中區辦事處幹事 柳玟均、張鎮宇

由於中科入會廠商中，有不少廠商希望

能加強區內彼此的認識機會，並分享彼此的

經營心得，因此促成高階主管聯誼會的形

成。今年第一次高階主管聯誼會於4月17日

（週五）上午10：00─13：00假中科國際物

流(股)公司舉行。

此次聯誼會參加人數約為50人，以中區

理監事、國內企業總經理、董事長、外資企

業華人最高主管、大型上市公司副總級以上

等成員為主，本會沈國榮副理事長特別取消

出國行程主持本次聯誼會議。此次聯誼活動

不僅增進會員廠商相互學習的成長空間、提

升生意往來的機會，並邀請大眾證券投資事

業處黃嘉斌副總主講「2009景氣展望」，針

對近來金融海嘯做相關議題演講，使會員廠

商進而掌握更多景氣資訊；中科國際物流公

司則由劉宏王民經理做公司簡介，介紹物流中

心各項設施及服務功能，提供區內通關之

好處：海關中科課駐區服務(區內驗放，效

益高)、24：00前通關放行、生產時間更餘

裕、航空公司進駐配合等，希望能為園區廠

商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本會亦邀請中科管理局郭坤明副局長首

次蒞臨指導，及各組長列席參加，會中祐祥

直昇機公司提議擬在中科園區推廣直升機之

使用，冀望能在中科辦理直升機展覽，但礙

於中華民國法規規定，目前尚未得到允許，

建請管理局及本會與交通部做進一步溝通。

中科管理局表示願協助推動與公告，本會潘

仁聰副總幹事建請會員廠商向交通部提出展

覽申請，本會亦全力協助推動相關法規之訂

定。

圖左至右，園區公會潘仁聰副總幹事、沈國榮副理事長、本局郭坤明副局長、中科物流顏文煙總經理

ASIP Top Executives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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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書到小學‧閱讀傳書香

閱讀，像是充滿生氣的種子一樣萌芽、成

長，帶給青少年更寬廣的視野及增廣見聞；位

於虎尾園區的捷時雅邁科公司對於提振地方書

香風氣不餘遺力，之前曾捐贈電腦設備及童書

一批，時值兒童節將至，該公司大橋義行董事

長特責由劉憶析副理發起捐贈童書至當地光復

國小活動。

經熱烈響應，共募集了三大箱的童書，

並於本（98）年3月26日當日，由該公司大橋

義行董事長及杉山文章副董事長帶領公司同仁

將募得童書親自捐贈給光復國小。該校的學童

在師長的教導下，見到訪客都很有禮貌地問候

「客人好」，而當大橋董事長親自贈送圖書及

發送蛋糕禮盒時，小朋友還可愛地說「阿里阿

多」，現埸盡是歡樂與溫馨的氣氛。相信光復

國小學童會因有了書籍的閱讀增長了知識，更

相信虎尾園區廠商此次對地方的關懷絕不是件

單一事件，而是一個開始。

文、圖 / 簡任秘書 李朝富 

園區
活動

捷時雅邁科公司大橋義行董事長(後排右2)、光復國小簡淑
伶校長(後排右3)、本局李朝富簡任秘書(後排右1)

中科FUN電影《一八九五》觀後感

《一八九五》根據李喬小說「情歸大地」

改編，故事描述在甲午戰爭之後，清朝政府將

台灣割讓日本，日本近衛軍團自東北角登陸準

備接收，台灣士紳紛紛召募義勇軍積極備戰的

故事。這讓我想到公共電視曾播映之《亂世豪

門》，不同的是，該劇以政府的角度，描述當

時丘逢甲、唐景崧、劉永福等人倉促成立台灣

民主國，僅維持約10多天光景，在日本的壓迫

下，官員們紛紛內渡大陸，僅剩民兵慘烈的反

抗。

此部電影由洪智育執導，斥資六千萬拍

攝，想要拍出一部台灣的史詩電影，劇情中對

於歷史的考究，讓我們能從電影中學習到當初

文 / 環安組  陳冠宏

園區
活動

日軍接收台灣所發生的故事；而片中對於客家

民族性及女性的刻畫，讓觀眾更瞭解客家精神

的意義；山林間的游擊戰爭場面，也讓人期待

電影的最終高潮「八卦山戰役」，惟最後卻以

主角的畫面及文字的描述帶過，總讓人覺得有

些遺憾，無法呈現出英雄犧牲的壯烈。話雖如

此，仍算是一部非常棒的國片，未來也會繼續

支持好的國片。

本局為讓民眾有一休閒去處，每月均精選

二部電影於隔週三下午6點播映，五、六月份

分別播放《新娘大作戰》、《崖上的波妞》、

《赤壁2決戰天下》及《沒問題先生》，歡迎

闔家大小一同前來中科看電影。

To Donate Books to Elementary School, to Spread Reading Scent. 

A View on the Film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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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綠建築推動參訪紀實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配合內政部

「加強綠建推動計畫」，辦理綠建築推動計

畫，並於4月8日辦理園區優良綠建築設計案

例及國內優良綠建築案例參訪。

為本次學習觀摩，本局安排建管組4位

同仁及后里園區聯相公司人員一同參訪，於

當日風塵僕僕一路趕至南科。呵，南科同仁

竟安排鐵馬為坐騎，真是節能又環保，由南

科管理局騎至台積電公司參訪，該公司廠房

可是取得國內「鑽石級」綠建築標章認證合

格建築物及台灣第一張獲得美國LEED黃金級

認證的「綠色廠房」，對其節能、減廢與永

續發展之用心留下深刻印象；隨後再至台達

電公司參訪，該公司為台灣第一張獲得黃金

級綠建築標章的「綠色廠辦」，可為一個生

態、節能、減廢（低污染）、健康的綠色建

築教育實驗場所；下午驅車前往高雄世運主

場館，該館獲得國內綠建築九大指標認證，

實屬難得。本次活動參訪也隨著世運主場館

行程結束畫下一圓滿句點。

文 / 建管組 雷志文

園區
活動

中醫特診─大雅鄉長瑞會『殺很大』

為慶祝大雅鄉長瑞會成立十三年會慶及會

員聯誼活動，身為好鄰居的我們（中科管理局

與中部科學園區員工診所）當然要好好慶祝一

番。4月18日早上中部科學園區員工診所醫療

團體進駐會場，由黃正豪中醫師免費幫社區阿

公、阿嬤診療與針灸，在短短的2小時看了19個

病人，真是『殺很大』!!同時我們提供具養身

的天水二號給與會的會員茶飲，此外護士還免

費幫60位老人量測血壓、心跳並作衛教宣傳。

為宣導老人家正確用藥觀念，謝家興藥師用台

語做了20分鐘『如何用藥才正確？』的精闢演

講，場面是相當熱鬧。

健康是要投資的，更要長久持續不間斷

的去預防與監測，感謝中科管理局的用心，我

們將秉持醫院的院景『健康、關懷、創新、卓

文、圖 / 中科員工診所 劉亮吟副主任

園區
活動

越』的精神來服務大家。

員診劉亮吟副主任(左1)、護士溫雅雯(右1)與秀山村民眾
一同飲用中醫茶飲的快樂模樣

黃正豪中醫(左)為病患診療

Green Buil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in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Chinese Medical Treatment Causes Great Response at the Elder Group in Daya 
Tow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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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得浮生半日，
桐花小徑一遊

4月，綠葉嫩芽，粉白花朵掛滿枝梢，

避開了綿綿春雨，附庸風雅，也到了三義小

城一遊。中科后里園區往北走，短短路程就

到了三義，離開巍峨的高科技廠房與大興土

木的園區不遠，就是質樸的三義山城。5月

初的三義山區，茂密的綠林頂上，鋪滿了白

色的桐花花簇，招人來訪。第一段路程，從

木雕博物館，沿著4月雪小徑漫步上慈濟茶

園，走在涼爽的林道裡，抬頭不見花團錦

簇，但低頭，掉落的小白花散落山徑。

離開木雕街後，轉往勝興車站一遊，攀

上了路邊舊鐵道，近處斑駁鏽蝕的鐵軌，搭

配遠山白花，別有況味。

到了舊山線最高驛站，就近散步挑柴古

道，路程不遠，路況良好，以輕鬆的心情樹

下林間小徑閒逛，吸收芬多精，也可由展望

處一覽數大是美的桐花林。

從過往的經濟作物，成為今日的地方特

色、文化觀光創意產業，雖非例假，但遊客

如織，讓人見識了桐花的吸引力。

繁忙的工作中，需要一些調劑；暫離朝

九晚六一成不變的日子，隨意賞景親近大自

然，更提升工作的活力。

除了在工作崗位中拚生產，偷得浮生半

日，在良好的生態環境下，更能提升生命及

生活品質，四生共容。

生活
紀事

四月雪步道的終點─慈濟茶園小徑上的落花與紅葉

文、圖 / 秘書室 蕭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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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One Half Day of Leisure to 
Tour Tung Flower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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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瘦身 窈窕曲線非夢事

古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曲線的

優雅是每個女人的夢想，人類曲線的失衡，

最常包括有兩種，一為酪梨型失衡，多發生

於女性，常因壓力或體內平衡失調所引起，

多是腰、臀及大腿內部的肥胖；另一種則是

蘋果型失衡，常見於男性的鮪魚肚，與高血

壓、高血糖及高血脂等三高常掛勾在ㄧ起，

而對於身體健康造成影響。由於現代生活型

態的改變，人們的線條被迫改變，針刺廣泛

被運用於調整身體的平衡，舉凡是內分泌障

礙疾症、情緒失調的狂吃型或莫名口慾症，

皆是針刺可矯正的範圍。

針刺能影響下視丘、內分泌及單胺類的

分泌，例如其能促使下視丘的飽食中樞活性

上升，減少飢餓中樞的活性；能提高腦內瘦

素的分泌，促進能量的消耗；除此，對周邊

分泌的胰島素、腎上腺素及皮質素，也有明

顯調整作用，藉以控制食慾、醣類的代謝…

等等，再再顯示針刺對曲線的調整有著不可

抹滅的影響力。 

針灸減重需由受過嚴格訓練的針灸科醫

師來執行，才具安全性，而且減重作用穩定，

不會有體重下降過快以及服用減重藥物引起副

作用的問題，若能配合營養諮詢、飲食控制及

適度的運動，將可獲得更大的減重效果，是現

代飲食男女值得考慮的一項減重方式。

文、圖 / 中科員工診所 劉亮吟副主任

員診
活動

婦女朋友們可能花大部分的時間照顧家

中老小，也可能忙於職場的繁重工作，但您有

沒有花一點點時間關心自己的身體健康呢？

中科員工診所為關心婦女姐妹們，特於 

4月6日舉辦婦女健康活動，活動含：

一、午後健康的約會，特聘請醫學中心的女

醫師提供『乳房超音波檢查、子宮頸抹

片檢查、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施打』等專

門的服務，迅速完成健康檢查，免去等

待的煩腦。

二、『足部照護』，由醫學美容中心推出，

讓婦女朋友享受貴婦般的呵護，為足部

健康加分。

此次活動包含園區廠商、管理局及第一

銀行員工等計有50餘人參加，礙於時間的限

制，有許多人向隅，對於未能服務到的朋

友，我們特增加場次，規劃於5月22日早上

8：30～12：00、13：00～15：00再辦理一

樣的活動，持續為大家健康把關!!歡迎踴躍

報名參加。

珍愛健康，6分鐘護一生 

文、圖 / 中科員工診所 劉亮吟副主任

員診
活動

Needles Make Dream Come True –Losing Pounds with Needles

Cherish Your Life—Healthcare in 6 Minutes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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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急救站

文 / 投資組 張永銓

活動
預告

Unemployment S.O.S.

時值全球金融風暴、衝擊了企業的獲

利與生存，在景氣低迷之際，面對著高居不

下的失業率，「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

會」挺身而出，與本局、中區職訓中心、中

彰投就業服務站及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等單位

共同為搶救失業而努力，將於5月25日、26日

兩天，在本局101會議室及管理大樓1樓大廳

舉辦一場「中科產學訓就業博覽會」，屆時

將彙集中區各大專院校及廠商人力職缺進行

就業職缺媒合，此外針對大專院校及廠商研

發之成果展覽行成果說明。

透過此次博覽會，可以結合園區、各加

工區、工業區之廠商，與「中彰投區就業服

務中心」辦理就業媒合活動，以促進就業、

降低失業率。

針對研發成果發表部份，能讓廠商與學

校更明確地了解雙方需求，藉以尋求合作機

會，提升業界及學界技術媒合。而業界經驗

的分享，也會提升學生對產業界的了解與未

來進入業界之意願，並開啟產學交流合作之

契機。

如此好康又超值的活動，怎能不好康道

相報呢?

清心足以養志、節儉足以養廉

安全來自謹慎，安定來自守法 

用廉能創造驕傲的政府 以效率實現中科的願景

政風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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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失業、徵才活動報你知

因金融風暴影響，園區已好久不見的徵

才活動光景。家電下鄉這隻春燕似乎已掀開

園區廠商的動能。中科就業服務台及中科管

理局環安組聯合於98年4月2日下午在101會

議室辦理廣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單一徵才活

動，為「搶救失業」注入新的活水。

中科就業服務台本著服務園區廠商及求

職者，在收到公司欲辦理單一徵才活動時，

即回報豐原就業服務站協助刊登各平面媒體

宣導。除了透過橫向的告知各鄉鎮服務台據

點，並即時透過刊登於全國就業E網之最新徵

才活動訊息以廣週知。活動於當天下午1點開

始舉行，但12點30分即有大批失業民眾，自

動排隊依序簽名報到；並進入101會議室填寫

個人基本資料。由於參加人數眾多，廣鎵光

電特由人事行政部陳經理協同公司6位現場

主管參與面試，使得活動順利於當天初步決

定錄用之人員。此次參加面試活動人數達260

人，經分二梯次考試及公司簡介，初步通過

筆試媒合約60人。至於未錄用人員服務台將

後續追蹤媒合適當的工作機會。

為持續「搶救失業」中彰投區就業服務

中心與中科管理局聯合辦理「中科聯合徵才

活動」，訂於5月25日上午9點至12點舉行，

歡迎有需求的廠商及失業民眾踴躍參加。

文、圖 / 中科就服台 楊明樺

徵才
活動

通過第一次筆試階段的求職者，在面對主考官時各個無不
盡力表現自己

當天求職者認真作答考題

中科電影院5-6月份大Fun送 Fun Movies in May-June
播放地點：中科管理局一樓101會議室

350吋超大螢幕、五星級電影院的視聽享受，邀您免費共饗！！

5/6(三）6：00PM 新娘大作戰 5/20(三）6：00PM 崖上的波妞 6/3(三）6：00PM 赤壁2決戰天下

Rescuing Unemployment— Talents Recruiting 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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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史記載：「相思樹葉如楊，木堅

花黃，……，臺灣最多，近山皆種之，用以燒

炭」，在沒有瓦斯的日本時代，大度山滿山的

相思樹都是作為生活所需的薪炭，這也間接造

就了以相思樹林聞名的東海大學校園；而今日

華陶窯仍以發熱量高、耐燒且不出油，冒出來

的煙也不會刺激眼睛的「相思仔炭」燒陶；面

對如此普遍存在的相思樹，我們卻從沒有「近

廟欺神」的心態，相思樹一直以來就是中科台

中園區在大破之後所欲大立的樹種，原因無

他，只因「身在大度山，不可不知大度事」，

而認識相思樹及其生長的環境就是「大度山大

度事」裡所必備的。

大家都知道，相思樹葉是鐮刀狀、平行

脈，你不知道的是這眼前滿樹鐮刀狀的葉

子，在植物分類學上，是被稱之為「假葉」

的，一種由葉柄特化而成的「假葉」，而他

真正的葉子，就是種子發芽後的那一片「羽

狀複葉」，終其一生只長這麼一片！而這現

象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返祖效應」，從這

裡，我們又可以理解到「演化」與「進化」

的差異。

有人因為相思樹是羽狀複葉，而將之歸

為「含羞草科」，我則喜歡採用「豆科」的

歸類方法，因為它除了具有「可以將空氣中

的氮固定而增加土壤養分的根瘤菌，因此能

適應貧瘠的土壤環境；再者它的種子都受到

豆莢的保護」的特色外，「豆科是植物世界

五大科之一，在經濟上的重要性僅次於禾本

科」的西瓜偎大邊效應，也是讓我選擇「豆

科」說的原因。

經過近五年的觀察，除了我們種植在西

區高架水塔附近的相思樹林之外，每隔一段

時間，在台中園區不管是分隔島上、公園

裡、邊坡上或荒地裡，隨處可見相思樹的蹤

跡，這讓我不得不對「老天爺與土地公」這

兩位的種樹功力，嘆服啊！

文、圖 / 營建組 蔡紹斌

開滿黃色粉撲狀花的相思樹 

成蔭相思系列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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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cia Shade at CT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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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原服務單位：台灣省政府

服務單位：工商組

職稱：科長

報到日期：98年4月1日

新進同仁 楊記

很高興作為中科局的成員，未來能與局裏的長
官同仁，一起為園區發展及廠商服務，共同打
拼努力，謝謝。

原服務單位：水土保持局 

            台中分局

服務單位：營建組

職稱：技士

報到日期：98年3月23日

新進同仁 張富淼

很高興加入中科這個大家庭。

原服務單位：桃園國際

            航空站

服務單位：秘書室

職稱：工友

報到日期：98年4月1日

新進同仁 郭秋河 

人、事、地、物尚未熟悉，請大家多指教。

原服務單位：會計室

職稱：辦事員

新服務單位：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

離職日期：98年3月30日

離職同仁 蔡佩靜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經營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員工診所

九十八年五月份門診表

看診時間：日間 8：30～12：00；夜間17：30～20：30  
掛號時間：日間 8：30～11：50；夜間17：30～20：20
復健理療時間：週一至週五日間8：30～12：00；
              週一、週三、週四夜間17：30～20：30
中醫減重門診時間：週二、週三夜間17：30～20：30
健康檢查者請於上午8：30～11：30報到掛號
掛號專線:04-25606712
醫學美容美麗時間: 週一至週五中午12：00至夜間19：00
24小時救護車呼叫專線電話 0800-295119
24小時護理師專線：04-22077625     

門診
訊息

             診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診 夜診 早診 夜診 早診 夜診 早診 夜診 早診

家庭/
職業醫學科

101 何致德
賴彥妙 劉秋松 何致德 何致德 何致德 何致德 林獻鋒 施旭姿

102 洪東榮

復健科 103 張峻菁 張峻菁

紓壓門診 103 廖建智
(5/4約診)

復健理療 103 林秀謠 林秀謠 林秀謠 林秀謠 林秀謠 林秀謠 林秀謠 林秀謠

中醫
內(針灸)科

105 陳香霓 黃正豪 王玟玲 王玟玲

醫學美容中心 早上10:00至夜間19:00

美麗專線:04-25606712轉醫學美容中心或0920177892
身心障礙諮詢專線：04-22052121轉5880(我幫幫您)
                  (星期一到星期五 白天)
網址：www.cmuh.org.tw/healthy/index.htm
看診須知：
１.看診請帶身分證及健保IC卡。
２.掛號費100元，部分負擔50元。
３.年滿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及福保病患出示證件，免收掛號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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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P Employment Clinic Schedule in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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