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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 AI國際論壇
看見智慧新未來
2018 AI Robotics International Forum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開催、人工知能について議論

本
局於10月16日假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舉辦「2018 AI

智慧機器人國際論壇」，會中除邀

請科技部次長許有進、本局局長

陳銘煌、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致詞

外，還特別邀請3位來自德國及美

國的產學研專家講述人工智慧的技

術現況與未來趨勢，同時有來自中

科姊妹園區的朋友與大家分享「科

學園區如何打造A I創新生態系」寶

貴經驗，計有超過250位來賓參加本

次論壇。

迎接 AI浪潮  產官學戮力以赴

許次長致詞時指出，今年進入AI實

踐年，科技部將推動各領域基礎研

究成果，並結合AI實際應用，帶動

產業投資和發展，期待與會貴賓和

本次國際論壇所邀國際專家與科學

園區代表間的經驗交流，能產生更

多國際鏈結與產業合作的機會。

陳局長表示，希望中科藉本次國際

論壇與國際知名機構及姊妹園區建

立良好的溝通橋梁，未來本局將持

續與其密切交流，並汲取相關產業

發展經驗，期能為園區廠商尋求更

多國際產學合作的新契機，進而帶

動產業升級。

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於致詞提到

MIT宣布將投入10億美元透過運算

及 AI技術重新塑造 MIT及世界大未

來，今天的論壇讓我們有機會向國

際大師學習 AI最新技術與趨勢。

文、圖／投資組  廖麗雲、盧素璧、陳奕儒、沈慈雅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前排中）、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右六）與國內外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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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認知中心主任M a r c o H u b e r

博士，分享人工智慧及智慧製造

的全球趨勢，且以機器學習在自

動化生產系統的角度，詳細探討

分類（Class i f icat ion）、異常分析

（detection of anomalies）、回歸

分析（Regression）與增強式學習

（Reinforcement Learn ing）等議

題，同時也以案例分享方式讓與會

者了解這些技術在產業上的實際應

用。

大師論壇  
頂尖專家闡述未來

趨勢

本次大師論壇主題

為「智慧機器人的

未來願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計

算機科學與人工智慧實驗室（MIT 

CSAIL）專家Aleksander Madry博

士分享對智慧機器人技術發展現

況、問題及前景，包括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技術的發展盲

點及解決可能性、創新與多元應用

契機。Madry博士除特別介紹MIT 

CSAIL在培育跨領域人才外，並且

運用AI科技發展影響人類生活的關

鍵技術。

來自歐洲最大的應用科學研究

機構—德國佛勞恩霍夫研究院

（Fraunhofer Inst i tute）製造技術

與自動化研究所（ I PA）的網路

德國Franka Emika公司共同創辦人兼

執行長 Philipp Zimmermann則指出

協作機器人（cobot）

是目前機器人市場

需求成長最快類型之

一，未來將會更大量

應用在製造業及日常

生活中，並以提升人

員安全、順應教導、

增加靈活度等人機協

作技術作為未來發展之應用關鍵，

並舉例說明與具有觸覺、視覺能力

的人機協作機器人工作與生活，將

成為人類邁向智慧化的創新藍圖。

專題演講  姊妹園區分享經驗

專題演講由中科及姊妹園區代表

分享經驗，包含日本北九州產業

學術推進機構（FAIS）、日本京都

研究園區（KRP）、泰國北部科學

園區（NSP）、韓國濟州科學園區

（JDC）及印尼技術評估與應用總

署（BPPT）等齊聚一堂，從科學園

區的角度出發，分享園區智慧機器

人產業發展趨勢與建構智慧園區經

驗，讓與會來賓從中瞭解國際科學

園區的發展現況。

聚焦 AI發展
建構人工智慧創新生態

4. 姊妹園區及新創事業媒
合會互動熱烈，欲罷不

能。

5.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右
二）、台灣科技大學教

授林其禹（右一）、三

位國外專家學者與現場

與會者交流座談。

2

1

3

4

5

1. Aleksander Madry博士。

2. Marco Huber博士。

3. Philipp Zimmermann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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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論壇邀請國際專家及學者從不

同角度提出最新人工智慧科技產業

趨勢、可能合作機會以及創新突破

關鍵的看法，有助於國內產官學研

各界人士聚焦未來AI人工智慧趨勢

發展。未來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地將積極成為智慧機器人產業創新

平台，連結國際產業技術交流與創

新應用，以培育跨域的創新人才，

建構AI人工智慧創新生態體系。

論壇結束後，來自MIT的Aleksander 

M a d r y博士則特別與參加本次

P i c k a t h o n活動的團隊進行意見交

流，現場學生發言踴躍，Aleksander 

Madry博士也發表精闢的言論並分享

經驗，現場互動熱絡。

搭橋牽線

辦理姊妹園區及新創事業媒合會

為促進國內新創公司及新創團隊與

中科姊妹園區交流及鏈結，安排姊

妹園區廠商與台灣新創團隊進行媒

合活動，邀請日本京都研究園區的

Hacarus公司、泰國北部科學園區的

SYNAPES公司、韓國濟州科學園區

的eINs S&C公司、日本北九州產業

學術推進機構及印尼技術評估與應

用總署共同交流。

首度辦理國際媒合  創造多贏

為達到多面向交流，本局亦安排國

內亦思科技、富欣實業、創意引

晴、虎門科技、台灣醫龍－台北醫

學大學、台灣人工智慧學校、芙

姵爾生醫、雷應科技、立允智造

科技等新創團隊與各姊妹園區邀

請來台之新創公司進行交流。會

中亦邀請鉑鈞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ACE Capital）與各新創公司交

流，評估各新創公司投資潛力。

本次國際媒合活動，新創公司及

團隊均表示受益良多，且有新創

公司表示與姊妹園區的新創公司

也許有機會合作，使本次活動更

加圓滿，亦為未來媒合會增添一

股新動力。媒合會結束後，姊妹

園區外賓參觀自造基地，讓他們

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化之旅  宣傳臺中知性印象

本次活動亦為姊妹園區外賓精心安排

臺中知性之旅，前往2個地點，一為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它不僅為國家

設立的第一座科學博物館，也是首座

將自然科學生活化的博物館，館內提

供實地動手操作的機會，寓教於樂；

另一地點為臺中新地標－臺中國家歌

劇院，由曾獲普立茲克獎的日本建築

師伊東豊雄設計。它的造型前衛，以

「美聲涵洞」的概念，採用曲牆、孔

洞與管狀設計，整棟建築完全沒有梁

柱，也沒有任何一處90度的牆面，顛

覆了一般建築物的概念。這兩處都是

臺中極具代表性的地點，讓姊妹園區

外賓讚不絕口。

姊妹園區參觀自造基地設備。 姊妹園區外賓參訪科博館。

姊妹園區外賓在臺中國家歌劇院合影。



中
科園區廠商營業額延續106

年度成長趨勢，107年1月至

8月營業額達4,464億元再創新高，

較去年同期（106年1-8月）3,364

億元大幅成長32.70%。其中，積

體電路產業營業額最高，約為新

台幣3,081.71億元，佔最高比重

69 .03%；光電產業次之，約為

1,124.72億元，約佔25.19%；精密

機械產業營業額約為194.38億元，

約佔4.35%，其餘產業營業額約為

63.53億元，約佔1.42%。

就園區主要產業而言，積體電路

產業受惠於高速運算及人工智慧

需求增加、伺服器記憶體價格上

漲及晶圓10奈米製程出貨快速成

長，1至8月營業額成長59.12%。

光電產業因面板及LED晶粒價格

下跌影響，營業額衰退6.05%，惟

廠商透過研發製造大尺寸及高階化

產品，期能維持產業競爭力。精密

機械產業因半導體及面板產業高階

製程設備需求增加，以及航太等

產業景氣持續升溫，帶動相關工

具機自動化設備需求，營業額成

長12.81%。另生物科技產業廠商

持續進駐投資、新產品陸續上市

等，成效陸續顯現，累積營業額成長

14.65%。

107年上半年國際景氣穩定回升，行

動裝置新品上市及物聯網、虛擬實

境、智能汽車等新興應用領域需求持

續增加，預期將帶動終端電子產品需

求的成長，進而推升園區廠商營業

額，展望中科107年營業額，預估將

挑戰7,000億元歷史高點。

 107年與 106年各產業營業額同期比較

產業別 
107年1-8月 106年1-8月  成長率

（%）營業額 比重（%） 營業額 比重（%）

積體電路 3,081.71 69.03 1,936.66 57.56 59.12 

光電 1,124.72 25.19 1,197.09 35.58 -6.05 

精密機械 194.38 4.35 172.30 5.12 12.81 

電腦及周邊 21.50 0.48 21.86 0.65 -1.67 

生物技術 28.90 0.65 25.21 0.75 14.65 

其他 13.13 0.29 11.19 0.33 17.29 

合計 4,464.32 100.00 3,364.31 100.00 32.70 

單位：新台幣億元

中科歷年 1-8月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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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林凱貞、圖／投資組  沈慈雅

生醫論壇  開啟醫療產業新藍圖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 Smart Medical Device Development Forum

マイクロサージャリーと福祉用具の未来と発展についての医療セミナー開催

為
促進國內生醫產業的創新發

展，10月3日在本局舉辦「從

臨床需求，看微創手術及智慧輔具

相關產業未來發展」論壇。本活動

由科技部主辦，本局與臺中市政

府、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

公會、國家實驗研究院儀科中心及

國立成功大學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

心共同協辦，並由財團法人塑膠中

心執行，聚焦微創醫材與智慧輔具

兩大主題，邀請產、官、學、研、

醫各界菁英齊聚，共吸引120位先進

代表參與，從臨床需求出發，共同

探究產業的需求現況及未來發展趨

勢，勾勒醫療器材產業朝高附加價

值產品發展的藍圖。

微創醫材與智慧輔具  中部佔優勢

科技部次長謝達斌致詞指出，中部

地區具有精密機械與光學之產業群

聚效應，對於發展微創醫材與智

慧輔具有絕佳優勢，在

多所醫學中心致力研發

下，科技部將透過產學

研醫資源整合加速中部

醫材產業發展。本局局

長陳銘煌表示，中部地

區生醫聚落已具規模，

中科目前引進40家生技

廠商，再配合刻正執行AI

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計畫，將可整

合應用智慧化科技，再創中部生醫

產業發展的新契機。

微創手術能有效降低開刀過程的風

險，已成為醫療領域的重要技術發

展趨勢，微創醫材產品的市場發展

潛力高，在「從臨床需求，看微創

手術產業未來發展」論壇中邀請秀

傳醫院副院長吳其翔、臺中榮總醫

院副院長呂炳榮、成功大學教授陳

家進、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

業公會副理事長黃大可、鐿鈦科技

經理莊世昌以及常廣公司董事長

陳政宏共同與談，提供國內業者

掌握微創手術醫材產業未來發展

重點。

智慧科技將是醫材新亮點

在智慧感測等新科技的加值下，

智慧輔具能創造個人化的輔助治

療及即時數據回饋，成為未來醫

材產品發展的新亮點，在「從臨

床需求，看智慧輔具產業未來發

展」論壇由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

江宏哲、中山醫學大學副校長高

嘉澤、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

同業公會副理事長黃大可、榕懋

實業董事長黃啟宗、國睦工業副

總經理鄭舜遠、上銀科技協理董

成偉與鞋技中心總經理劉虣虣共

同與談，希望開創國內業者發展

智慧輔具產品的新契機。

期待透過論壇活動吸引更多跨領

域資源的投入與合作，共同擘劃

微創手術及智慧輔具未來的發展

藍圖，推動醫材產業發展，滿足

臨床需求且具市場發展潛力的高

值化產品。
科技部次長謝達斌（前排右四）、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中）、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總

經理蕭耀貴（前排左四）、臺中市政府食品藥物安全處處長洪秀勳（前排右三）與貴賓合影。

科技部次長謝達斌（左）擔任本論壇與談人。

Park Ne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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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朱振群

2018 ASPA 年會在俄羅斯
CTSP Delegation Attended 2018 ASPA Annual Conference in Russia

第22回アジアサイエンスパーク協会が閉幕

2018 亞洲科學園區協會（Asian 

Science Park Association, ASPA）

於10月3日至5日假俄羅斯海參崴之

遠東聯邦大學（FEFU）舉行，共

有來自十幾個國家2百餘人與會，

筆者有幸奉派代表本局出席，參與

ASPA理事會及研討會。

本次ASPA年會於10月3日下午舉行

ASPA第35次理事會，出席者包括

Dr. Hirohisa Uchida（內田裕久，

ASPA理事長、神奈川科學園區公司

社長兼CEO）、Dr. Sunkook Kwon

（ASPA秘書長）、竹科管理局局長

王永壯、Ms. Mozhgan Yazdianpour

（伊朗伊斯法罕科技城國際和科學

合作部主任）、Ms. Hyeonjin Song

（濟州島自由國際城市發展中心協

理）、Nobuya Ogawa（京都研究

園區社長）、Mr. Le Thanh Nguyen

（西貢高科技園區育成中心主

任）、Mr. Trong Hieu Nguyen（河

內高科技園區副主任）與筆者。會

議中通過聘任即將卸任之內田裕久

博士為名譽理事長，並由竹科管理

局王局長接下理事長一職，任期至

2020年10月。另外，會中也通過由

馬來西亞MTDC主辦2020年ASPA年

會。

探討未來方向　各園區有共識

本次年會於10月4日之研討會及10

月5 日之專題演講，均提出2050年

科學園區之發展模式及產業發展方

向，韓國、伊朗和俄羅斯講者均提

出發展大學與科學園區結合之科學

城模式。而人工智慧（AI）、大數

據（Big Data）、資通訊、生醫與

綠能等產業，仍將是科學園區發展

的主要產業，與本局引進之廠商類

型契合，也期盼藉由ASPA年會，增

進中科與其他園區之合作機會，共

創雙贏。

各國理事會成員於會

後合影留念。

小檔案

海參崴

海參崴位於中國大陸、北韓與俄羅斯交界處三面環海，面積約600
平方公里，是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首府，也是俄羅斯在遠東太平洋

沿岸最大的港口，及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所在地。

ASPA亞洲科學園區協會
ASPA於1997年在日本成立，其目的為鏈結亞洲地區各國科學園區及
產官學研單位，搭建跨國科技交流平台，以加強跨國科學技術、產

業及經濟發展策略之交流與合作，每年舉辦國際年會、領袖會議、

商務媒合會、企業獎等活動。

主辦單位Skolkovo Foundation
本屆ASPA年會係由Skolkovo基金會2015年於遠東聯邦大學（FEFU）
所成立之遠東辦公室主辦。Skolkovo基金會成立新創中心（Skolkovo 
Innovation Center）負責相關業務之推展，現已成功建立一座科技園
區（Skolkovo Technopark）及一所科研機構（Skoltech），提供各種育
成孵化及技術研發的輔導服務，目前已有多達1,400多家公司加入該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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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環安組  吳憶伶、圖／投資組  楊素琴

追求環境永續  大家一起來
Eco-Friendly Seminar on Water Recycl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 Air 
Pollution Analysis

環境問題を専門家から学ぶ  育成講座27日にCTSPにて実施

本
局9月27日舉辦「107環保

研討會─中科十五，園區

永續」，邀請國內專家講授「水

資源再生與再利用—以雲科大為

例」、「下一世代汙水處理之前

瞻思維與發展」、「P M2.5 微型

感測器數據分析」及「空氣汙染

源特徵及空氣品質」，藉此帶給

園區廠商環保相關知識及增進實

務面操作專業，提升園區環保作

為，並頒發「107年度優良環保專

責人員」獎項。

專家齊聚 分享各領域經驗

「水資源再生與再利用—以雲科大

為例」邀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

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萬騰州主

講，講述雲林科技大學之水資源再

生技術及再利用，有效整合、控制

及管理水資源，提升利用效率。

「下一世代汙水處理之前瞻思維與

發展」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環境

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教授張添晉主

講，藉由分享日本、越南、荷蘭及

德國能資源整合成功案例，

導入國內能源資源整合技

術規劃，於5個水循環中

心進行產官學合作，包含

汙泥乾燥燃料化、沼氣發

電與創能、ORC廢熱回收、ICT監

測水質與能耗及導入回收電池節能

之創新技術。

「PM2.5 微型感測器數據分析」邀

請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特聘教

授盧重興主講，著重於智慧監測物

聯網數據分析方法（methodology）

應用於管理環境議題介紹，藉由新

型態微型感測器分析中科園區空氣

現況，並比對環保署（局）測站數

據無顯著異常現象。

實務學術雙管齊下  為環保努力

「空氣汙染源特徵及空氣品質」邀

請中國醫藥大學健康風險管理系

教授江鴻龍主講，說明空氣汙染來

源、WHO空氣品質目

標與期程，以及空氣汙

染對人體健康之影響，

並分析北、中、南懸浮

微粒組成成分，提供政

府未來施政規劃及產業

因應環保政策之布局參

考。

本次研討會提供水資源

永續之前瞻思維、空氣

品質檢測分析技術等，

在實務及學術方面帶來

豐富內容，給予園區廠

商及管理局建構環保永

續的理念。

1. 本局局長陳銘煌致詞。

2 .本局環安組組長朱振群
（左）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教授萬騰州（右）合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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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劉志虔、圖／投資組  沈慈雅

台灣美光后里新廠啟用  動能可期
Opening Ceremony of Micron Memory Taiwan Co., Ltd's New Plant in 
Houli Park 

マイクロンテクノロジー、后里新工場で生産開始

台
灣美光記憶體公司於10月26

日盛大舉辦母公司美光40週

年慶暨後段廠開幕典禮，臺中市市

長林佳龍、科技部次長許有進、經

濟部次長龔明鑫及本局局長陳銘煌

等貴賓到場祝賀。半導體產業對近

代科技的發展影響深遠，美國大西

洋月刊曾將半導體列為人類發明史

上第4大重要發明，排名僅次於印

刷機、電力、盤尼西林，其重要性

不可言喻。同時半導體產業也是科

學園區早期開始發展時所倚重的高

科技產業，對科學園區競爭力的提

升貢獻良多。

園區模範生  帶動后里園區表現

台灣美光一直以來都是園區的模範

生，身為全球記憶體領導廠商，這

項投資是美光在台灣建立DRAM卓

越製造中心非常重要的一步，將晶

圓製造和後段封測結合在同一地點

後，可以建立完整連貫的高效製造

據點，提供更快的生產週期。

今年適逢積體電路發明60週年，也

是美商美光公司成立40週年，台

灣美光後段廠選在這個時間完工營

運，恰好是100分！科技部前陣子

啟動「IC60 - I See the Future」系列

活動，以「回顧過去、啟發未來」

美光小檔案

台灣美光公司主要從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研發製

造，也是中科后里園區第一家進駐營運的廠商。106年陸續標得

達鴻先進及大鴻的廠房後，決定興建自有封測廠，預估在后里園

區增加員工2,000

人，投資金額將

超過新台幣500

億元，使中科成

為台灣DRAM產

業的中心。

讓大眾深入瞭解積體電路的發明是

如何翻轉科技、改變世界進程，台

灣是全球半導體的重要推手，IC也

讓台灣在世界科技史寫下光輝燦爛

的一頁，台灣美光跨足半導體後段

封測領域，不僅能帶動中科的營收

上揚，相信也可以帶領亞洲半導體

產業持續向上，讓世界供應鏈持續

向台灣匯聚能量。

美光全球營運執行副總裁Manish Bhatia（左七）、臺中市市長林佳龍 （右七）、科技部次長許有進 （右三）、經濟部次長龔明鑫
（右五）、本局局長陳銘煌 （右二）及其他貴賓合影。

美光公司於典禮現場之產品展示。



9/26攜手台灣骨王  開闢
手術新紀元

本局與園區廠商台灣骨王公司

合作，藉由「智慧醫療眼鏡結

合手術機器人實行肝臟穿刺手

術研發計畫」之執行，9月26

日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舉辦「台灣骨王生技產品發表

會」，合力推動A I技術運用於

醫療生技領域。本計畫成果透

過立體視覺定位技術與整合3D

電腦斷層掃描（CT）影像重建

技術，並以穿戴式醫療手術眼

鏡進行擴增實境（AR）影像技

術，在3D重建影像中進行穿刺

針的立體座標定位，提供穿刺

時所需的角度、位置與深度等

即時的路徑追蹤，可增進醫師

進行手術穿刺時的目標定位精

準度，以及縮短尋找穿刺目標

時所需的時間。

9/27鏈結三易電子公司  
打造 AI新藍圖

本局與衛星基地「三易電子科

技」鏈結推動水下智慧機械產

業，9月27日在中科智慧機器人

自造基地全台首發AI 3D水下地

形地貌機器人。它是一部不需要

呼吸、休息，可即時回傳水下資

訊，在海中定速之水下機器人。

此機器人系統聚集了AI智慧機器

人所需之6大技術領域，包含通

訊、智慧控制、探測識別、導

航、能源、仿真，具有「高生產

力」、「低成本」與「容易使

用」等特性，且只需搭配直覺式

遙控器與地形地貌掃描點雲軟體

即可輕鬆上手。該項產品未來可

執行多項任務，例如水中電纜探

勘市場、地形地貌建構探勘市

場、消防救難市場，可降低人員

執行這些任務所面臨的風險。

9/29溫暖互動的「陪伴型
智慧機器人」競賽

本局與大同大學以「依‧伴」為

核心概念，發展陪伴型智慧機器

人。9月29日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

造基地舉辦「AiR plus陪伴型智慧

機器人競賽」，參賽隊伍包含國

立台北科技大學、銘傳大學、龍

華大學、黎明技術學院、中國科

技大學、健行科技大學等。讓學

生去思考不同層面的陪伴，同時

擴大、深化並增添「情感」的要

素，讓機器人不只是「生冷」的

製品，而是擁有「溫暖」互動的

陪伴者。未來智慧機器人在各種

領域的應用，比重將持續增加，

輔助人類往更便利優質的

生活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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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王志群

AI多元發展  機器人時代來臨
CTSP Bureau Endeavors  to Promote Mult ip le Appl icat ions of  AI 
Technology

今や必要不可欠なAI

1. 三易電子科技發表產品－AI 3D 水下地形地貌機器人。    

2.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實際體驗台灣骨王智慧醫療眼鏡。     

3. 陪伴型機器人參賽隊伍展示作品。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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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生力軍─金台益
New Forces at CTSP: CTI MACHINE CO., LTD.

新たな一社増―CTI機械有限会社

文／投資組  林雲志

金
台益專精於設計研發包裝機械，已研發

出全方位的機械整合技術、精密機構設

計製造、人機介面及PLC可程式控制系統，並

已申請多項發明專利。因應不同產業之原料

所需包裝設計，創造生產線最佳的包裝速度

與準確度。它亦與日本通用包裝公司簽定合

作協議，為其在台的代理商，並被授權在日

本以外所有的產品生產維修售後服務。

金台益進駐中科可加速國內相關包裝技術研

發量能提升，有助於上、中、下游產業發展

智慧化無人自動包裝機生產線的精進，進駐

後可增加研發人力（監控系統、程式控制系

統），加速機台提升性能，對整體智財研發

技術將有助益和貢獻，並提升國內高科技研

發扎根和擴展。

金台益投資金額為新台幣5千萬元，主要研製全自動計量充填

包裝機及全自動包裝生產線，產品應用在各項農糧產品之自動

化包裝，只需要人工操作堆高機搬運堆疊後的成品進倉庫存

放，可大幅降低人力及電力成本，達到關燈工廠的目標，減少

企業的成本支出，並可降低不良率，維持產品品質穩定。其所

製造的包裝機械，在台灣米類市場占有率約70%以上。

金台益小檔案

金台益自動包裝機。

帝
霖公司於102年參加FITI激勵

計畫並獨選中科及安永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輔導，今年6月進駐

中科創新創業場域。配合政府新南

向政策，執行長楊佳慈經評選後，

獲選為農業青年大使，於10月19日

由總統蔡英文親自頒發證書，未來

將赴馬來西亞與當地農民交流組織

培養種菌技術，讓世界看見台灣新

創團隊的實力及優良農業技術。

帝霖以「無病毒健康種苗」為研

發主軸，透過非基因改良的生物技

術，提升種苗產品的抗病、生長發

育及產量，並已籌備「興大苗圃」

投入量產，以銷售香蕉、草莓及木

瓜等種苗產品為主。

楊佳慈指出，台灣香蕉是目前新農

業政策積極推動接軌國際的重點，

但在植株栽培過程中，易因染病使

產量降低，而帝霖的技術可除特定

病原（specific pathogen free），降低

作物初期之病原密度，減輕病害，

總統蔡英文親自頒發農業青年證書予帝霖公司執行

長楊佳慈。

並在後續栽培過程中，減少農藥或

其他化學防治頻度，對環境及生態

皆有正面影響。

文、圖／投資組  盧素壁

樂 !農業青年大使在中科
Congrats! Tiana Yang, CEO of TILIN CO., LTD. Was Elected Taiwan Youth 
Agricultural Ambassador

菌の培養で交流  帝霖会社の農業大使がマレーシアへ



雷應科技團隊由中興大學教授劉建宏（前排左）與執行長陳由瑄（前排右）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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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的強力夥伴─雷應科技
Las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Develops Advanced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to Improve Machine Tools' Efficiency

LATCがCTSPに入居を決めた理由

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雷應科技

已
通過進駐中科自造基地申請

的雷應科技，於106年以「智

慧機械之線上量測儀器與資訊智慧

整合開發」計畫，獲得科技部價創

計畫挹注研發經費而成立。進駐中

科能提供他們所需的共創空間與資

源鏈結，包含多元自造空間與多樣

事業創客設備，幫助極大。且希望

能增加競爭力，取得中部地區產業

與基地鏈結之效益，開展出未來更

多的鏈結機會及合作空間。

期望協助台灣在智慧製造智能穿戴

裝置產業扎根

雷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中興大學

機械系教授劉建宏團隊衍生之新創

公司，劉教授十多年來的研究論文

與所獲發明專利皆已近百篇，但他

認為擁有領先的研究技術沒有轉化

成商品，非常可惜，於是率領團隊

將理論與研究轉化成產品。他提出

「智慧製造之智能穿戴裝置」這一

名詞，是台灣目前在智慧製造的產

業大缺口，並認為彌補這個缺口定

能提升台灣智慧製造能力，所以他

憑著一股熱血及使命感，集結台

大、成大、交大、中興、彰師、宜

大、虎科與雲科等各領域的優

秀研發人才組成強大的雷應

團隊。

雷應團隊具有客製化的

研發動能，研發產品目前

已量產出貨，也不斷因應市

場需求研發出符合客戶期待

的產品，並期望成為第一家走

出國際的智慧製造智能穿戴裝置的

研發公司。

雷應科技的LOGO以AI為架構，下

方紅色區塊為主體發射源，將測距

光束投射至距離外端點。藍色的三

角形體彷彿永無止境的道路，結合

LATC的公司縮寫，象徵他們的精神

及能量永無止境。雷應科技也期許

透過自造基地的能量，成為台灣AI

智能感知產業的領頭羊，帶動產業

的發展，讓台灣發展出自主化且具

國際級智慧製造智能穿戴裝置的事

業體系。

雷應科技小檔案

雷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攻智能感知

穿戴裝置開發。目前提供產品服務：

1.超音波智能雷射量測與智能驅動控

制系統，並與策略夥伴之超音波主軸

與刀把合作，共同提供超音波加工整

體解決方案，為客戶解決5G陶瓷手

機背蓋、藍寶石、二氧化鋯、碳化矽

等難加工問題，並可降低加工時間與

減少刀具磨損達80%以上。2.提供智

慧製造的精密智能感知穿戴裝置：高

溫設備熱變形空間量測裝置、機械手

臂精度量測與振動可靠度分析系統、

工具機的線上精度量測與補償儀器、

超音波振動量測裝置。3.提供客製化

智能感知裝置開發服務。

聯  絡  人： 王宥 04-22858139
 asklatc@gmail.com
雷應官網： http ://www.i-latc.com

超音波智能驅動

與控制器。

訊號處理器。

非接觸式雷射

量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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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商組 邱美祝、陳玟雅、環安組  陳冠宏、圖／企劃組　洪玲玲、投資組  沈慈雅

科技部自行研究報告  本局傳喜訊
Congrats! CTSP Staffs Are Awarded for Technology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by MOST

管理局の従業員、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に関する研究でテクノロジー
部から受賞

科
技部為獎勵本部及附屬機關

人員從事科技行政研究發

展，提升施政效能，落實執行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研究發展實施要點，

訂定《科技部獎勵科技行政研究發

展作業要點》，每年舉辦評選，鼓

勵大家提出科技行政研究發展計

畫，本局106年度共有三篇獲得獎

項，介紹如下：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左七）頒獎，本局同仁陳冠宏（左二）、陳玟雅（左三）、邱美祝（左四）

代表前往領獎。

研究計畫名稱

我國簽訂 FTA對科學園區廠商之研發投入（含技術購買）
與出口值之關聯性分析—以中科園區廠商為例

台灣為出口導向國家，國際貿易是我國經濟成長的動

能，為因應高附加價值及高科技技術之產業發展需

要，我國自69年起設置科學工業園區，至今高科技產

業已成為台灣經濟發展及出口的主力。此外，製造業

的出口值影響我國整體經濟成長，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TA）能擴張我國出口市場。

我國自92年至102年共簽訂7個FTA，至104年底簽訂國

占我國貿易量為27.86%，出口是推升我國經濟成長的

主要原因，而要維持出口競爭力則必須提升產品的附

加價值；創新研發及技術購買則為增加產品附加價值

及競爭力的主要因素，觀察我國近年來的重要貿易政

策，以100年之後與中國大陸、紐西蘭及新加坡所分

別簽訂的FTA具有實質意義，故本研究以中科園區進

駐廠商之產業別於97年至106年之出口值、研發投入

及製造業生產指數，探討我國簽具實質FTA前及FTA後

之關聯性及影響性，研究結論如下：

一、有能力進行出口行為的廠商及投入研發經費之廠

商，主要集中於「27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及「2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產業，顯示

研發投入能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及競爭力；但研

發投入的經

費與有能力

進行出口行

為之產業，

在不同年度仍有消長，非全然正相關，顯見研發投

入之於出口廠商而言是必須且持續，但能否擴張出

口值，仍視該產業在全球競爭下之需求，及在全球

化供應鏈中所處之地位。

二、製造業生產指數與研發投入間，在FTA簽訂後有顯著

的相關性，意謂簽訂FTA後之市場雖然擴大，但競爭

更為激烈，廠商為了保有短暫技術領先優勢，必須

投入更多研發經費，以利在產品、新製程等方面有

創新的組合，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及競爭力。

三、在簽訂FTA後，出口值受研發投入及製造業生產指

數的影響，顯示研發投入的增加能提升廠商創新能

力，進而增加產品附加價值。以廠商規模觀之，規

模越大，在生產時越能達到內部規模經濟，隨著邊

際成本的降低，總利潤越高，投入研發或購買技術

的能力越強，對廠商創新能量有更大的助益，進而

提升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推升出口值，形成有

利的良性循環。

作者：工商組 陳玟雅、洪新墉

洪新墉（左）、陳玟雅（右）。

12╱Nov.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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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名稱

作者：工商組 邱美祝、吳傳棻

作者：環安組 朱振群、陳志達、陳冠宏

保稅制度是一種可減輕產業負擔的緩繳關稅制度設計，

政府為獎勵企業投資，促進經濟發展，陸續設立加工出

口區、保稅工廠、保稅倉庫、科學工業園區、物流中

心、自由貿易港區、農業科技園區等保稅區，提供企業

投資設廠，設於區內之廠商自國外進口機器設備、原物

料享有免徵關稅、營業稅、貨物稅等各項稅費。本研究

以中科為例，探討園區保稅優惠制度，並透過有效管理

措施，增進園區廠商國際競爭力，提出分析及建議。

研究建議

1. 建議通盤檢討「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輸入供加工外

銷之原物料與零組件，及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物品之

輸入條件」。

2. 報廢監毀耗時費力，建議訂定可書面審核之條件，責

科學園區保稅優惠措施之研究─以中部科學園區為例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光電半導體業職業衛生危害調查

與預防

成廠商自主管理，加速廠商報廢作業程序，以

節省行政成本。

3. 於保稅業務管理辦法明訂內銷課稅區之保稅貨

品，納稅義務人為園區事業者，亦可按月彙

報，並於申報時檢附交易文件，及增訂以G2報

單完稅案件（本地補稅案件），非屬內銷課稅

區貨品報關得按月彙報。

4. 應精進或汰換資訊軟硬體設備，且保稅業務管

理系統須適時配合法規修訂，增修其系統功

能，以節省廠商上網申辦等待時間，及管理局

與海關審核時間。

為瞭解光電半導體產業製程中所使用之危害性化學物

質，本研究選取5家園區廠商，調查其使用之高風險化學

品種類、暴露風險及其危害預防措施，瞭解製程運作現

況，建立危害物暴露之資料，並印證目前採行之危害控

制措施是否有效，以降低潛在暴露風險所造成的事故傷

害及經濟損失，並協助擬定改善措施，以提升光電半導

體業勞工之作業安全與身體健康。

從化學品使用管理調查問卷結果顯示，本次調查之5家

光電半導體廠商勞工接觸化學品暴露之風險最高為預

防保養作業（PM作業），可能接觸之化學品有PGME、

PGMEA、環己酮、丙酮、異丙醇、酒精等，各公司已

制定標準作業程序（SOP），其危害預防管理措施包含

局部排氣裝置及穿戴個人防護具（防護衣、口罩、護

目鏡、防酸鹼手套及防酸鹼安全靴）等。此外，從作

業環境監測及分析結果顯示，大多數有機化合物

之濃度皆低於1ppm，遠低於1/10法定的容許濃度

（PEL），顯示各公司對於PM作業時，能有效控制

化學物質之逸散情形。

為了降低對勞工可能產生的健康不良影響，園區廠

商亦實施作業環境控制工程，例如裝設局部排氣裝

置、作業勞工配帶適當的個人呼吸防護具、對勞工

施行有機溶劑危害預防之教育訓練、減低人員暴露

於化學品之時間等，以提升作業勞工專業知識，建

立自我保護之意識，降低可能產生職業病之風險。

邱美祝（左）、吳傳棻（右）。

陳冠宏（左）、朱振群（中）、陳志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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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曾光毅

根
據工研院IEK Consulting調查

顯示，產業對電力供應上最

在意「不預警停電」，其次是「限

電」，而我國產業每停工一小時會

造成產值總損失約88億元，可見電

力供應的重要性。有鑑於此，本局

與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

院），9月27日在本局舉辦「2018

電力系統現況、風險與機會－交流

研討會」，當天邀請相關專家針對

電力供應與使用的議題進行座談，

由工研院電網管理及現代化策略辦

公室副主任王人謙主持，和與談者

共同針對電力系統現況、風險議題

與推動電網管理技術和解決方案進

行意見交流及提出建議，現場與會

各界一致認同電網管理的重要性，

並各自分享在維持電力穩定上的相

關做法。

大家齊力  助能源順利轉型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致詞時表示，

目前面臨國家能源轉型政策，尤具

迫切性及正面意義。為兼顧經濟發

展及民生需求，需全面建立正確的

能源管理理念，所以需要集眾人之

力，傳布「聰明用電、更有效率用

電」的思維，引導全民智慧用電。

在此感謝工研院舉辦此研討會，溝

通政府推動理念及重要產業意見，

因應未來智慧電力系統之所需，達

到潔淨電力之路，並期許透過這項

活動喚起大家對電力系統的重視，

幫助台灣順利達成能源轉型目標。

台電副總經理籃宏偉表示，配合政

府推動能源轉型，針對各種電力

狀況，台電都有因應策略與模擬措

施，平時也都會定期檢查與演練，

因為維持電力穩定台電責無旁貸。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為協助國

內電網管理的穩定及永續性發展，

該院今年成立「電網管理與現代化

策略辦公室」，希望為台灣的電力

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未來除了規

劃一系列活動，還將規劃人力培訓

課程，為產業注入新血。

本局也將持續積極輔導園區廠商節

約用電，推動綠能產業，推廣使用

節能設備，讓園區廠商無需擔心用

電問題。

1. 園區廠商關注電力問題，現場座無虛席。

2. 與談者與現場人員交流，回應提問。

1

2



為
培養科學園區進出口及保稅

業務人員專業素養，有效推

動進出口及保稅業務服務，本局特

別委託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

同業公會辦理「107年度通關及保

稅業務法規講習暨參訪」，活動以

參訪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為主，由

副局長許茂新率工商組及園區廠商

代表共30多人參加，關務署臺中關

關務長葉明星特別撥冗陪同。

購入新檢查儀  提升通關效率

本次參訪行程於10月4日舉行，觀

摩關務署臺中關進出口通關作業及

建新國際公司貨櫃場作業，並實際

走訪貨櫃儀檢站、緝毒犬作業、貨

船吊掛作業及貨櫃場。關務署斥資

購入機動式貨櫃檢查儀，採「非侵

入性」貨櫃查驗取代部分「人工查

驗」，有效提升通關效率、降低貨

物受損、減輕進出口業者成本負

擔，同時可以發揮打擊走私效果。

建新國際公司亦安排現場觀摩港區

岸臂區域、場站區域及管制站區，

分享及說明港區貨櫃裝卸設備、搬

運設備、裝卸貨櫃作業、貨櫃存放

與轉移等作業，讓參加人員更了解

現場實際作業流程。

臺中關措施與時俱進  通關更便捷

在關務署臺中關及建新國際公司的

熱情接待與詳盡解說下，讓大家更

進一步瞭解通關運作及貨櫃場與時

俱進的便捷措施，未來園區廠商在

推動進出口作業時，更能順利便捷

完成通關作業。此外，為促進園區

進出口保稅工作從業人員經驗交

流，俾利解決工作實務上問題，今

年度的進出口及保稅座談會將於11

月9日召開，內容包含管理局及海

關相關業務宣導說明、廠商座談會

及參訪行程，讓對進出口作業、保

稅作業及相關法規有疑問的園區廠

商，提出討論及建議。

1. 緝毒犬貨物查驗演練。
2. 緝毒犬演練人身搜毒。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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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通關保稅作業  通關速度就是快
Visiting Taichung Customs to Gain Deep Insight  into Custom Clearance & 
Bonding Operation

財政部関務署の台中税関現場、見学ツアー実施

文、圖／工商組  陳翠玲



資
安的漏洞常藏在日常細微處，

資訊人員除了在實體及虛擬化

提供全方位資安防護外，如何在災難

發生時，快速、輕易地保護及還原所需

的系統和資料為重要課題，為協助相關部

門打造全面資安防禦網，本局特於10月11日

辦理「跨平台資安防範全面啟動研討會」。

本研討會內容包含：防範跨平台的挖礦惡意程式、

端末資安之鑰－有效落實連網管控與組態稽核、聰明

省心做好資安、資安以外還應該要做的可用性保護等

議題，特別邀請漢昕科技資安顧問呂守箴、達煬科技

總經理王俞騛、台灣資安顧問王信強、資深亞洲區域

技術顧問陳瑞文等人擔任講座，他們皆為資訊業界服

務多年的技術專家。

當天中區院校、中科園區廠商及資訊人員共有70多人

出席，經由講師的經驗傳承、實際案例講解及與會人

員交流分享，讓參加人員收穫滿滿。

16╱Nov. 2018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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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平台資安防範  全面啟動
Lecture on Trade Secrets Act

企業の情報セキュリティ対策に関するセミナー実施

文、圖／工商組  羅幼珍

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

講師：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副主任黃金泉、

安永聯合會計師資深經理龍玉玲

自
102年8月起，台灣發生數起重大營業秘密外洩案，讓本國企業損失慘重，企業若遇到員工有涉及類

似案件或行為時，應該採取何種方式將損失降到最低呢？基於此，法務部調查局可做為企業的家庭醫

師，協助企業保護營業秘密，包括：找出弊端漏洞、提供諮詢建議、破解電腦障礙、有效縝密蒐證、追查

不法所得等等功能，並進一步說明內賊內鬼犯什麼法、常見的企業貪瀆類型、侵害營業秘密後果、如何與

調查局配合等面向。諮詢方式：04-23038888#323宋調查官。

企業健康的抗生素，係指在事件發生前或當下，如何鑑識問題並將損害降致最低，故鑑識會計舞弊與貪腐

偵察方式，是一門特殊領域，其中包括運用會計、審計、數量方法、分析資訊及調查技能，並進一步釐清

辨明事件關係，藉由安永聯合會計師多年實務操作經驗，輔以實例說明，協助企業將方法與後續作為帶回

運用，讓舞弊與貪腐無所遁形。諮詢方式：02-27578888#66958龍經理。

黃金泉

達煬科技總經理王俞騛。

龍玉玲

台灣資安顧問王信強。

企業的家庭醫師與健康的抗生素
Trade Secrets Act Forum

営業極意・ノウハウ保護の基礎知識について
のフォーラム開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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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黃銘智

參訪南科自造基地  帶回不同經驗
Observation Tour to AI Robot Maker Space in STSP

STSPのAIロボティクスハブ拠点、見学ツアー実施

為
瞭解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推動 AI Robot自造基地成

果，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於 10月

4日率投資組同仁及中科智慧機器

人自造基地計畫辦公室人員，前往

南科自造基地進行觀摩與交流。南

科管理局由主任秘書鄭秀絨帶領南

科夥伴，以迎賓機器人展現熱情，

隨後由營運團隊主任尤崇智介紹自

造基地與環境資源，並進行意見交

流。

六大社群

帶動 AI ROBOT自造風潮 

南科自造基地規劃了智慧醫療、智

慧農業、智慧演算Fintech、智慧製

造機器人FRC、物聯網AR/VR、無人

載具等六大社群運作，連結衛星基

地與園區廠商，以帶動AI ROBOT

自造風潮。營運團隊依照進駐廠商

所處階段，採取不同的輔導策略，

例如：與大學合作辦理課程、工作

坊及競賽進行人才培育；或運用專

題計畫、開發專案等，幫助團隊進

行技術、產品的研發；或引進加速

器、Crowd Sourcing等，以達成最

後一哩路的鏈結。其服務一條龍模

式，讓新創團隊、衛星基地、園區

廠商及育成資源之間的關係更緊

密，提高彼此合作的意願，值得借

鏡。

營造創新氛圍  用心看得見

另外成大航太系主任賴維祥簡報

「無人機發展平台規劃」，解說商

用無人載具的潛在商機、應用場域

與就市場面及技術面在發展時，所

遭遇的問題及解決方案；而透過無

人載具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目前已

創造出我國相關上下游產業供應鏈

的需求與發展。在本項技術應用推

動中，南科 AI自造基地扮演的角

色是營運平台、供應鏈整合、成

果商業化與人才培育等。

最後，一行人參觀南科AI自造基地

的整體環境與規劃，有許多結合

文創與創新概念的競賽與雛形作

品，也體驗刺激、仿真與結合五

感的VR/AR設備，充分感受到南科

自造基地對營造創新氛圍環境的

用心。
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前排左三）與南科管理局主任秘書鄭秀絨（前排右三）與雙

方團隊合影。

南科自造基地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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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王國忠

台中汙水廠環教場所  歡迎光臨 !
Congrats!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at Taichung Park Is Certified as 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y

台中パークの汚水処理場、認証取得で環境教育

文、圖／政風室  邱敏惠、蕭欣瑜

廉能活動  帶你解任務、拿宣導品
Points-Collection Activities for Enhancing Anti-Corruption Education

贈収賄防止に向けた活動の推進

中
科台中園區汙水廠於106年9

月向環保署申請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認證，於今年7月30日取得

認證證書，為慶祝並分享這份榮

耀，本局特於10月17日舉辦台中園

區汙水廠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揭牌典

禮，本局副局長施文芳、環保署環

訓所副所長羅仁鈞、臺中市政府環

保局簡任技正陳政良等貴賓約150

人參加。

施副局長表示，台中園區汙水廠是

本局繼中科虎尾、后里等園區汙水

廠，第3個取得認證之環教場所，也

是臺中市第15個通過認證之環教場

所，更是第一個中部地區日處理量超

過10萬噸以上取得環教場所認證之工

業汙水處理廠。未來此處除了宣導環

境教育，更將成為中科展現環保成果

之重要場域，以彰顯園區產業與環境

生態間和諧共存之目標。

台中園區汙水廠環教場所歡迎各

界預約參訪，全部課程均免費，

意者請洽台中園區汙水廠環教專

責人員王先生（04-2565-8588分機

7932）或曹小姐（04-2568-0195

分機360）。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左五）、環保署環訓所副所長羅仁鈞（左六）與蒞臨貴賓共同揭牌。

為
使同仁主動參與機關廉政活動，今年本局沿續

去年首開先例的集點方式，持續辦理「廉能任

務集點GO」專案宣導活動，透過完成各種廉政議題

任務，讓同仁累積點數兌換宣導品，促使同仁主動參

與，打破制式化的廉政宣導模式，更能將廉政概念深

植於心。

今年活動到9月底結束，由秘書室奪得組室總點數第一

名的榮譽，主計室除了拿下平均數第一名的佳績外，

並且包辦了個人組前三名的獎項。活動期間透過各種

不定期舉辦的搶答與快閃活動、重要節慶前的廉政標

語及海報製作、參加廉政講習的心得感想、廉政倫理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三）與獲獎組室合影。

事件登錄、提升工作效能、節省公帑措施等項目，相

信同仁在參加過程中，對現行的廉政政策有更深入的

瞭解。明年的廉能集點活動又會有什麼新的創意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文、圖／環安組  陳冠宏

安全第一   現場觀摩防職災
Observation Tour to Giant Headquarter Construction for Enhancing the 
Knowledge of Construction Hazard Prevention

ジャイアント運営センターの工事現場　見学ツアー実施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侏羅紀世界：殞落國度

◎ 放映時間  107/11/14（三）PM6:30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動作、冒險、科幻
◎ 片長  2小時9分

自
從侏羅紀世界主題樂園與豪華渡假村，被逃出牢籠的恐龍徹底摧毀之

後，已經過去三年了，努布拉島也早就被人類遺棄，放任存活下來的

各種恐龍在叢林中自生自滅。當島上的休眠火山又開始蠢蠢欲動，歐文和

克萊兒便率隊前往努布拉島，拯救島上的恐龍，使牠們免於滅絕。

歐文一心一意只想找到他從小養大的迅猛龍－小藍，牠是他訓練的那群迅

猛龍小隊的隊長，目前仍在荒野叢林中獨自求生；克萊兒參與這項行動則

是因為她對恐龍這個物種的尊敬。當一群人來到這座危機四伏的小島，岩

漿開始噴發，在他們試圖搶救小島上的恐龍之際，竟然發現了一項天大的

陰謀，很可能讓全球陷入自史前時期以來最可怕的危險處境。

護

依
據勞動部統計資料顯示，營

造業的作業環境及施工風險

均遠高於其他行業，發生重大職

災的頻率也較高，為提升營造業

施工安全，預防職災，本局與臺中

市勞動檢查處共同辦理「107年度

營造作業危害預防職場安衛交流體

驗」，參訪麗明營造（股）公司承

造之「巨大機械總部新建工程」，

邀請臺中市及中科園區營造從業人

員與會。

本觀摩交流活動首先由麗明營造工

地負責人副處長廖學本簡介巨大總

部新建工程，其建築造型特殊而美

觀，但施工的困難度也增加，更加

突顯工地安全衛生管理的重要性。

而在董事長吳春山的支持下，本

工程投入經費建構安全的施工環

麗明營造示範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業安全注意事項。

境，讓勞工朋友都能平安回家。在

工程現場實際示範4項營造作業，

第一站是移動式起重機，示範吊

掛作業的安全注意事項；第二站是

CNS4750施工架作業安全，示範以

扶手先行工法實際組搭及拆除施工

架；第三站示範高空工作車作業安

全；第四站講解急救要領及AED自

動體外心臟去顫器的使用方法。透

過現場講解及實際示範，讓與會人

員瞭解危害預防要領，並把握機會

踴躍提問及討論交流。

藉由本次觀摩交流活動，除宣導園

區營造廠商重視安全衛生管理並藉

觀摩協助落實於現場作業，營造及

建立「全員工安」文化，防止職業

災害發生，落實保障勞動者安全與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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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陳恕

中
科實中於9月29日、30日舉辦

音樂營隊活動，此活動乃為

響應以音樂形式展現中科園區戶外

公共藝術特質—金色山脈、四方風

動、流動連結，創造「幸福科技‧

中科印象」，以及中科實中、中科

園區與社區和諧共融之氛圍。校長

林坤燦強調，中科實中管絃樂團成

立於106年10月，成立初期便吸引

了校內50位學生報名參加，這些

學生排除萬難，固定於每週日晚間

練習，為的就是學習更多的音樂知

能，讓自己成長。

名師指導  學員獲益良多

此次音樂營活動的學員共有來自中

科實中、大華國中、西苑高中、仁

德醫專、汝鎏國小、六寶國小、國

安國小、永春國小、磊川華德福實

驗學校、善美真華德福小學、楓

樹腳實驗小學等校將近50名學生

參與，共同探索木管樂器、銅管樂

器、弦樂器、打擊樂器等，透過這

兩天充實且豐富的音樂課程，引領

學員們對於音樂有更深刻的體驗。

為了增進學生管弦樂演奏及合奏經

驗、充實音樂演奏

內涵與才能，共

同提升園區鄰近學

校學生音樂素養及樂團水準，這次

音樂營特別邀請到台灣師範大學音

樂博士賴靈恩、埔里Butterfly交響樂

團總監謝東昇等名師，前來指導對

音樂有興趣的學生，希望透過由音

樂專家到校指導，參與師生交流活

動，連結中科人與鄉親情感，促進

園區與社區交流，攜手向永續經營

的目標邁進。

在兩天的活動中，參與學員展現了

高度的演奏水準，不僅學習認真，

練習投入，閒暇時也會交換彼此的

學習心得及演奏技巧。最後的成果

發表，大家都沉浸在優美的旋律

中，使得活動圓滿結束，讓所有人

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打擊樂練習情形。   2. 弦樂練習情形。   3. 音樂營隊學員留下美麗回憶。

1

2 3

管弦音樂營隊  樂音環繞最動聽
NEHS@CTSP Orchestra Camp Brings Wonderful  Melody to CTSP Community 

豊かな音色披露　オーケストラの音楽合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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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科實中　圖／投資組  沈慈雅

中科實中雙語部揭牌  
將採全英語授課
Unveiling Ceremony of NEHS@CTSP's Bilingual Department  

NEHS@CTSPにバイリンガル学校創立

經
歷將近一年的評估及準備，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雙語

部於10月26日舉行揭牌儀式，預

計明年9月開始開班招生。這是國

內第3所科學園區實驗中學，亦是

大台中地區公立學校唯一附設雙語

部的學府。揭牌儀式由科技部政務

次長許有進、中科管理局局長陳銘

煌、國教署主任秘書王鳳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許春梅親臨見

證，此外，中部地區的大學、高

中、國中、國小校長及主任們也前

來共襄盛舉。

雙語部有助提升競爭力及國際化

參酌竹科及南科的經驗，成立中科

實中雙語部，不僅能照顧園區外籍

員工以及大台中地區符合資格之海

外歸國專業人員子女教育需求，對

於中科園區形象與競爭力，或是中

科實中本身國際化願景的達成，

都深具意義。未來，中科實中雙

語部將用IBSC（International Bilingual 

School at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為國際識別的名稱，成為國

際學校社群中新的成員與後起之

秀。

全英語授課  
打造優質雙語學習環境

英語教學是台灣因應國際化的發

展需求，而實中成立雙語部，除

了擔負培養更多台灣國際人才的

使命外，也提供園區廠商招聘國

外高科技人才回台服務的重要誘

因。校長林坤燦表示，雙語部將

聘請外籍專業師資，採行美加地

區大學系統認可之AP（Advanced 

Placement）課程，且所有課程以

全英語授課，透過沉浸式的教學

情境，打造園區實驗中學獨有之

優質雙語學習環境。

當日適逢中科實中校慶運動會，可

謂雙喜臨門，讓參與校慶之貴賓共

同見證實中歷史性的一刻，同時也

進行策略聯盟大學簽約及名家書畫

義賣展，以作為中科實中校慶最具

紀念性的生日獻禮。

科技部政務次長許有進（左六）、中科管理局局長陳銘煌（右六）、國教署主任秘書王鳳英（右五）、中科實中校長林坤燦（左五）與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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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建組  熊婉贏、圖／川磊彩色印刷設計、沈慈雅

跟著灌木蔓藤地圖去旅行
Discover CTSP: Guide Map of Shrubs & Climbing Plants in Taichung Park

藤蔓について紹介

接
續中科台中園區喬木賞花地

圖及鳥類地圖後，本期將介

紹台中園區灌木蔓藤地圖。園區不

管是在公園綠帶、主次要道路或建

築物周邊的景觀規劃，都是採高低

複層設計，從大型喬木、搭配中層

小型灌木及地被、蔓藤植物來豐富

且綠化園區內的景觀。如中科管理

局及保警隊周邊就包含了平戶杜

鵑、小蠟樹、石斑木、紅彩木、朱

蕉等多樣植栽，營造出良好的綠地

環境，且隨著近幾年來台中園區綠

美化工作及養護成果，吸引了不少

遊客慕名而來，如東大路春季盛開

的九重葛，每當盛開時那豔紅的景

象，正如它的花語「熱情」一般，

充滿活力。

四季不同植栽  展現美麗風情

這份灌木蔓藤地圖針對園區內現有

的灌木蔓藤，以種植區域、花期來

介紹。灌木是指不具有明顯主幹，

植株比較矮小，且在近地面處有

分枝出現的植物，其分布的主要道路包括：中科

路、科雅路、科園路，園區內滯洪公園─橫山公

園、通山公園、林厝公園、水堀頭公園、東大公

園，三大綠帶及中科管理局、保警隊及宿舍區。

不同季節有不一樣的植物生態，介紹如下：

春季：九重葛、平戶杜鵑、小葉魚

藤、石斑木、夾竹桃、小蠟

樹、稜果蒲桃、紅彩木、疏脈

赤楠。

夏季：月桔、白水木、軟枝黃蟬、矮

牡丹。

秋季：翠蘆利、洋凌霄、春不老、密

葉夾竹桃。

冬季：紫花馬纓丹、南天竺。

四季皆有：朱蕉、威氏鐵莧、變葉

木、草海桐。

隨著季節的遞嬗，可於園區的各處欣

賞多變的美景，觀察園區內各式各樣

的灌木及地被的變化。現今的秋意正

濃，正是美麗的翠蘆利盛開時節，不

妨趁有空閒的時間來走走，為平淡的

生活帶來心靈的愉悅。

密葉夾竹桃

平戶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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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0/9

10/13

10/2

僑務委員會人工智慧產業僑台商邀訪團參訪中科自

造基地，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前排左五）接待。

公平會訪團參訪中科，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中間）接待。

「信息衛報」（Mail & 

Guardian）編輯 Mr. Simon 

Allison（後排右三）率國

慶記者團參訪中科，本局

局長陳銘煌（前排左五）

接待。

緬甸國會議員 Mr. Tin Maung Win（右三）率團參訪

中科，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左二）接待。

10/11

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大使秦日新（前排左五）陪同

太平洋島國青年領袖培訓計畫團參訪中科自造基地。

24╱Nov.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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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請依應徵方式投遞履歷或攜帶履歷親洽

臺中市政府豐原就業服務站中科就業服務臺

洽詢電話04-25607437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1號
（台灣就業通免付費電話0800-777888）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網址  http://www.eso.taichung.gov.tw/
大臺中人力資源網址  http://takejob.taichung.gov.tw/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

1.須可耐久站和搬重物
2.須配合輪班，依部門每一至二個月輪調日／夜班
3.學歷：高中職畢業以上

自動化工程師

1.機械手臂操作／現場相關工作
2.需配合於平日或假日加班，加班費另計
3.上班時間：早班08:00~20:00、夜班20:00~08:00，週
休六日

4.夜班津貼另計
5.夜班同仁公司供餐
請透過104或1111平台投遞履歷

先進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工程師／研發替代役

大學以上工程學科行、電機電子維護、機械相關系所

DOA品保工程師
大學以上畢科系不拘

生管專員

大學以上工業工程、工業管理關

鏡片試模工程師

大學以上工程學科行、電機電子維護、機械相關系所

資訊網管人員

大學以上資訊工程、資訊管理相關、電機電子維護相關
系所

國內外業務專員／助理

大學以上商業及管理學科、電機電子工程、英美語文相
關系所

產線作業員／技術員／包裝員

1.須配合輪班、加班及無塵室工作環境
2.高中職以上畢科系不拘

意者請至104人力銀行投遞履歷，或將履歷e-mail至人資
課張小姐tyra.chang@aoet.com.tw收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PProbe Department Manager、Wafer Sort Test Engineer、 
Equipment Engineer、 PHOTO Equipment Engineer 
(Experienced)、 Process Engineer、 PHOTO Process 
Engineer (Experienced)、 DRAM Product Engineer、 DRAM 
Product Test Development Engineer、 Packag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ngineer、 Assembly Equipment Support 
Technician

Masters/Bachelor in Engineering Electrical s, Material Science, 
Chemical Engineering, Physic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or 
relative fields

Software Engineer、MCT Central Process Integration 
（CPI）Engineer
Bachelor degree（or above）major i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or related fields. 

Micron 2018 身心障礙朋友就業媒合專案（正職工程
師／正職助理工程師／正職技術員）

1.不限身障類別、程度，需持有身障手冊 
2.高中／職以上、工作經驗不拘

更多超過100個職缺請至台灣美光職缺網站(http://jobs.
micron.com/)或104人力銀行查閱及應徵。

聯合徵才活動預告

臺中市政府「2018職來薪旺」南屯區聯合徵才活動

時間：107年11月9日（星期五）10:00-14:00

地點：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服務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東路17號）

歡迎求職者參加，並預祝找到合適工作

NOV.
2018

才啟事
人材募集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
中科107年11月  Recruitment Message

徵



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文／投資組  沈慈雅、圖／陳大明

拍攝地點：水堀頭公園

秋風沁涼

吹去了炎熱

也將烏桕的綠葉吹成了紅色
那枝條上一簇簇如火的紅葉

是秋天寫的詩

美得繽紛 美得亮麗

讓人深深沉醉

烏
桕
紅 秋

意
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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