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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接見成功高中及南科實中 FRC區域
賽團隊
President Ing-Wen Tsai Meets FRC Regional Qualifier Teams of Taipei 
Municipal Chenggong High School & National Nanke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蔡英文総統FRCのハワイ大会に参加するCGSHとNNKIEH学生の会見
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

世
界知名美國FRC（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機器人競賽，於

今年3月27日在夏威夷舉辦區域賽，

總統蔡英文過境夏威夷時，特別接見

參賽之成功高中及南科實中學生，

鼓勵前往海外比賽的學子們，說道：

「同學們加油！來比賽也別忘了要到

海灘走走，欣賞美景，比賽勝利回國

後我請大家吃美食！」

成功高中及南科實中F R C團隊在接

受總統嘉勉與鼓勵下，表現亮眼，

成功高中奪下「評審獎」（ J udge's 

Award）；南科實中贏得「企業家精

神獎」（Entrepreneurship Award）之

殊榮。

說到做到　

FRC團隊受邀前往總統府

夏威夷區域賽結束回國後，總統於5

月14日邀請成功高中、南科實中、

科技部、本局、南科管理局以及參加

FRC夏威夷區域賽團隊的師生至總統

府參訪享受美食，總統蔡英文肯定大

家的努力，在此競賽投入大量心力，

克服時間、語言與經費上的困難，勇

總統蔡英文（前排右五）、秘書長陳菊（前排右四）、科技部長陳良基（前排右三）、南科管

理局局長林威呈（前排右二）、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前排右一）與南科實中團隊師生大合照。

於接受挑戰與認真付出，台灣隊伍

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實力，都是台灣

之光。

積極培訓青年學子站上世界舞台 

科技部、本局及南科管理局透過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科學園區智慧機

器人創新自造計畫，推廣FRC相關

課程、舉辦練習賽、季後賽一系列

活動，扎實訓練團隊所需專業知識

及增加實戰經驗，積極培育未來AI

機器人應用人才，

鼓勵青年學子接軌

國際、實現創意，

站上世界的舞台。

本局自 1 0 6年開

始，對於FRC賽事

的支持與推廣不

遺餘力；提供設備、辦理競賽、

論壇等活動，透過不同方法激發

國內師生對於機器人領域的興

趣，越來越多學校響應FRC機器人

競賽，今年參賽隊伍數量達20隊

（包括本局協助14隊），是歷屆

參賽最多的一屆。

展望 2020年主辦 FRC國際賽事

本局積極爭取主辦2020 FRC機器

人國際區域賽，依照規定國際區

域賽至少需要募集到國內外28支

隊伍參賽，目前可望邀請到10餘

支國外隊伍參賽，並希望國內有

更多高中職組隊參與，一起體驗

世界級的場地規格與氣氛，共同

努力將獎盃留在台灣。最重要的

是，藉由動手做與理論結合，為

科技領域教育扎實基礎。
成功高中學生王暐博隊長（立者）於總統府內分享FRC競賽經驗，並
感謝本局與南科一路以來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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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級動員 斬獲機器人足球賽冠軍！
Congrats! CTSP & FCU Joint Teams Win Robot Soccer Championships in 
2019 Humanoid Taiwan

ロボサッカー大会、CTSP代表チームが優勝
文、圖／投資組 張豪君

由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及

逢甲大學聯名共組之中科代

表隊，於5月18日至19日參加由教

育部假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學生

活動中心舉辦之「2019 Humanoid 

Taiwan智慧機械運動大賽」，中科

代表隊之一「笑一個吧」奪得首

日AndroSo t人形機器人足球賽的

Challenge1、Challenge2兩大項目雙

料冠軍，另一隊「消失的奈米」也

獲得殿軍；並於次日三對三PK賽，

勇奪人形機器人足球三對三PK賽冠

軍！

本次大賽活動項目係囊括F I R A、

R o b o O N E兩大國際賽的模擬競

賽，包含人形機器人足球、運動十

項全能、擂台格鬥、視訊操控、斯

巴達挑戰⋯⋯等等，計有150隊，

近500人次參賽，並由FIRA總會主

席Jacky Baltes、大會主席杜國洋教

授、成功大學教授李祖聖等專家

提點參賽團隊們競賽規則、技巧

及注意事項。來自台灣各界機器

人新秀團隊紛紛把握難得機會，

在運動場上相互競技、相互交流

比賽經驗，培養默契及友誼，為

今年8月出征韓國舉辦2019 F IRA 

RoboCup熱身，期能在正式大賽獲

得優秀成績！

智慧機器人時代正在來臨

中科機器人自造基地是本局執行行

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數位

建設」設置，目的為透過國際級自

造場域，結合體驗式學習活動，帶

動國內相關產業投入智慧機器人研

發升級，並形成自造風氣。歡迎各

界對機器人研發創新的有志之士，

活用完善的軟硬體資源及業師充實

技術內涵及研發能量，中科期望協

助更多台灣智慧機器人團隊實現夢

想，進而與國際菁英團隊競技交

流，擴大台灣團隊視野及強化國際

競爭力。

中科代表隊「笑一個吧」獲得AndroSot人形機器人足球賽冠軍。

人形機器人足球比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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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機械手臂，並在最後利用簡報

及問答交流的方式，帶各位同學

深入瞭解公司的相關產品、主要

銷售客戶、保障用水品質的產品

結構及未來希望開發設計端等面

向。本次參訪之旅，感謝橋椿金

屬細心安排，陪同各位師生們一

起認識現今的產業發展及機器人

科技的實際應用。

文、圖／投資組 吳宗浩

德州大學探索自動化科技之旅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Visits Sunspring Metal Corporation in CTSP

テキサス大学の学生が会社訪問：SUNSPRING

於
美國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校

區（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執教中文的林亮甄教

授來自台中大里，希望讓更多美國

人認識自己的家鄉，進而促進台美

之間的正向交流。在駐休士頓代表

處的補助之下，林教授招募63位

美國學生來台灣參加由朝陽科大主

辦，為期三週的華語營隊。除了學

習中文，還有參加各種文化體驗活

動，如武術、包粽子和划龍舟等

等。營隊中有數位學生對台灣的科

技產業有高度興趣，甚至有學生的

指導教授來自台灣，熱烈推薦他來

中科的廠商參訪。在本局聯繫安排

之下，引薦至園區內的橋椿金屬股

份有限公司參訪，參觀公司全自動

的水龍頭零件生產線。

台美友善交流的橋椿科技之旅

德州大學師生共30人前往橋椿公

司參訪，橋椿金屬是全球廚房衛浴

鋅壓鑄零組件的領導製造商，其主

要產品為水龍頭、淋浴系統及衛浴

配件等相關零組件。基於安全性考

量，公司現今導入智慧自動化生產

系統，利用機器手臂取代較不需技

術性或危險性較高的工作。在橋

椿導覽人員仔細說明下，同學逐

步瞭解公司的自動化生產系統，

其生產線依循著鑄造、物料切

除、去毛邊、工具機加工、研

磨及拋光的程序進行衛浴零件

的製造。參觀生產線之後，

導覽人員帶領同學前往組裝

線，在此介紹組裝線中用來

進行零件檢測及挑選的尖

椿導覽人員仔細說明下，同學逐

步瞭解公司的自動化生產系統，

其生產線依循著鑄造、物料切

除、去毛邊、工具機加工、研

磨及拋光的程序進行衛浴零件

德州大學林教授（前排右

七）於會後特地寫感謝函

致謝本局，感謝安排此參

訪行程讓學生瞭解台灣科

技產業發展，以及台灣科

技業對全世界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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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蕭富仁

超萌機器人  給孩童無限可能
CTSP Holds mBot Robotics Learning Camps for Students in Nantou

CTSP、南投県で推進する子ども向けロボ「mBot」ワークショップに成功

為
縮短城鄉差距及培養學子創

新思維，推廣AI智慧機器人

自造風潮，在立法委員蔡培慧促成

下，本局與教育部國教署於5月份

共同下鄉南投縣，舉辦學童體驗

智慧機器人學習課程「mBot體驗

營」，透過講師深入淺出的教學，

啟發學童對自造機器人的興趣及能

力，提早扎根下一代的AI人工智慧

教育，為南投縣打造良好科技教育

環境盡一份心力。

深入淺出的寓教於樂

本次活動分別在4月26日於埔里鎮

南光國小、5月15日於國姓鄉國姓

國中、5月16日於魚池鄉新城國小

以及5月21日於草屯鎮炎峰國小辦

理「mBot體驗營」，將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的mBot機器人體驗

課程帶到南投縣在地學校。其中在

草屯鎮炎峰國小辦理課程時，立法

委員蔡培慧、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及

教育部國教署副組長蕭奕志皆前往

到場致意，瞭解並關心學童學習狀

況。mBot機器人萌萌的外型非常可

愛，相當適合剛接觸機器人課程的

小朋友來學習，課程以容易上手的

Scratch程式積木語言搭配講師生動

立法委員蔡培慧（後排左三）及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後排右三）與草屯鎮炎峰國小參加課程學童一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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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努力 
培育 AI頂尖人才

本局推動A I機器人課程不遺餘力，

自造基地本次在南投縣辦理體驗課

程，帶領孩子培養動手實作，提升

機器人教育風氣，學習科技知識同

時，讓孩子們具

備邏輯思考、增

進解決問題、團

隊合作以及創新

活潑的教學方式，讓參加的學童都

能輕鬆寫出程式來控制mBot機器

人並實際操作體驗。在輕鬆快樂的

課程氛圍中，活動圓滿落幕，參與

的學童們也都收穫了滿滿的科學新

知。

中興園區停車場開放使用囉！
Chung Hsing Park's Parking Lot Is Now Available!

中興パーク駐車場使用開始のお知らせ
文、圖／涂裕雯

中
興園區停車場位於中研路

（介於文獻路至中興路

之間）自108年5月13日起開放

囉！共有151個汽車位、48個機

車位，現階段全天候免費開放

停車，歡迎多加利用！

思考的能力，讓台灣學生從小就能

更了解機器人與AI 對於未來科技

的重要性。今年本局仍將持續推廣

機器人領域教育，推出更多培訓資

源，將教育與資訊科技融合，希望

藉由基地自造能量，吸引更多學生

參加自造基地參與課程，培養未來

更多AI智慧自造領域頂尖人才，提

升AI產業技術發展，帶動台灣整體

科技競爭力。

中興園區停車場位置示意圖

國姓鄉國姓國

中學生認真、

快樂地學習。
學生動手操作mBot競走。

CTSP6D1_D8.indd   5 2019/6/3   下午9:23



6 ╱ Jun. 2019

園
區
要
聞

Park New
s

結合四校聯盟  打造產學合作新能量
Global Research & Industry Al l iance Univers it ies Technology 
Exchange Seminar

中部地域の4大学産学連携コンソーシアム　産学連携を強化

文、圖／投資組 蕭富仁

5月22日本局與中部四所大學舉

辦「國際產學聯盟學校誓師大

會暨技術交流會」，本次誓師大會

以中部科學園區為中心，結合國立

中興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逢

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等四所中部

國際產學聯盟學校，

藉由各校特色研發資

源，產生更大的產學

新能量。

本局與中部四所大學

結盟後，將鏈結中部

產業及法人學研機構

能量，搭建產學研合

作平台與國際市場對

接，為產業提供人才

與科研服務，扮演國

際廠商發展的加速

器，透過整合產業的

力量，將技術、能力

與產品輸出全世界，

料的高效率與高品質超音波振動

輔助加工技術」、虎尾科技大學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造研究中心研

究員陳柏宇發表「工具機產業鏈

物聯網技術開發與應用分享」、

逢甲大學智慧機械產業發展中心

主任袁長安發表「智慧機械在

傳統製造業的應用：以製鞋業為

例」、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

究所副教授馬文隆發表「開發舊

有藥物之新療效－治療胃癌藥物

組合物」。另會場外也有漢鼎智

慧科技公司展示，藉此與各界企

業人士進行產學間的媒合，活絡

業界及學界間的合作，釋放更多

的研發成果成為更具經濟價值的

產品，推動並促成學術技術商業

化，增加產業創新競爭力。

再加上各校可利用現有中

科園區創新創業場域及AI

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搭

配業界資源，提供新創團

隊發展更有利的條件。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表示，

今天的活動是藉由科技部

國際產學聯盟的架構下所

進行之深度交流活動，期

望能讓與會的產業界先進

與學校育成中心合作，達

到群聚效應。

媒合各界資源  創造產業競爭力

本次活動除由各校介紹產學聯盟

外，並針對產學合作能量及亮點

技術進行發表，包括中興大學機

械系教授陳政雄發表「先進材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中）、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左二）、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右二）、國立虎尾科

技大學副校長沈金鐘（右一）與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江宏哲（左一）共同啟動結盟。

來賓至媒合區瞭解廠商技術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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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機，為了改善手

沖咖啡品質不易控管

與數量不易量產的問

題，以能完整還原冠

軍手沖咖啡的技法，

並與世界咖啡冠軍獨家合作為主

打，成功吸引許多咖啡愛好者資金

的投入，更在25小時內突破500萬

募資金額關卡。葉總經理表示，產

品的發想是募資過程中最重要的環

節，必須思考產品與社會大眾的關

聯性、具有設計感的外觀、成熟的

技術及商品的特色亮點，才能讓消

費者對於產品產生有全新的感受。

創業募資過程中，群眾募資平台是

一強而有力的途徑，團隊可以透過

平台來提出新產品或服務，找到對

於產品有興趣的支持者或購買者，

藉由贊助的方式幫助提案發想的夢

想實現。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期望未來能透過資源、活動行銷、

產品發想等輔導，持續協助創新創

業團隊圓夢。

夢想之路不孤單─募資你的創新未來
FlyingV & iDrip Managers’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 on Fundraising 
Platform & Phases of Entrepreneurship

同好会―夢を皆で応援するクラウドファンディングで資金獲得する秘訣
文、圖／投資組 蕭富仁

創
業最需要的就是資金協助，

除了可以透過親友資助、青

年創業貸款之外，近年來頗受矚

目的群眾募資平台也逐漸受到大

家的重視。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

基地，繼上一場創新創業系列受

到熱烈迴響之後，於5月9日晚間

蘿蔔頭之夜再次舉辦相關主題的

聚會－「眾志成城，你的事業群

眾幫忙」，邀請台灣最大群眾募

資網站FlyingV產品經理紀旻伯及新

創團隊艾聚普公司iDr ip總經理暨

創辦人葉建漢分享募資平台的特

色並剖析成功的募資專案。

FlyingV 積沙成塔的群眾募資

FlyingV經理紀旻伯首先介紹群眾募

資平台，使用者可以透過平台提

出自己的創業計畫，吸引一般民

眾投入資金，積沙成塔，讓一個

好玩的點子或創意產業能夠在不需

要仰賴財團的資助下完成。FlyingV

平台的提案領域相當多元，包含音

樂、影視、設計、藝術類等，例如

彩色路跑這類社會活動公共議題，

都曾在平台上募資成功。紀經理也

表示，若提案為新創的作品，其內

容物的構造及技術必須要夠成熟且

經過設計感的包裝，才有機會募資

成功。

iDrip 冠軍經典與智慧科技的
創新結合

艾聚普公司（iDrip）總經理暨創辦

人葉建漢於聚會中與我們分享創業

題目的選擇、發想、設計到募資成

功的過程，葉總經理從日常生活中

每人早上一杯咖啡的習慣為出發

點，結合物聯網技術與精品工藝團

隊，攜手打造世界第一台智能手沖

iDrip總經理葉建漢（立者）分享創業故事。

會員與講師FlyingV經理紀旻
伯（右）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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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管組 涂裕雯、圖／建管組 陳妍君、涂裕雯

十載實在  巡迴巴士服務邁入第 10年！
Celebrating 10th Anniversary of CTSP Shuttle Buses!

CTSPシャトルバス運行１０周年

園
區巡迴巴士服務路線串連台

中園區鄰近之西屯生活圈、

公車轉運站、高鐵台中站、園區廠

區、宿舍區、標準廠房、中科實驗

中學，以及后里園區與台鐵后里站

等重要的交通節點，不僅方便園區

從業人員通勤上下班，也提升附近

居民、學子生活與就學的交通便利

性，9年多來乘車人次已經超過180

萬，敦親睦鄰的服務深受居民好

評。

服務與時俱進  結合智慧科技發展

近年來隨著科技進步，園區巡迴巴

士與時俱進，增添了智慧化元素，

透過「科學園區行動精靈2.0」APP

與候車亭的公車即時動態資訊顯示

器，可輕鬆掌握公車行駛動線、預

估到站時間等等資訊，減少候車時

間。車上和候車亭同時提供無線上

網服務，提升民眾網路查詢的方便

性，是園區發展智慧交通的亮點之

一。

們也積極爭取市區公車路線進入園

區。初期台中市區僅有1條公車路

線能抵達中科轉運站，如今已有6

條之多。

孕育高科技產業的中科園區，非常

重視園區從業人員與鄰近居民的生

活便利性。2009至今正好10個年

頭，感謝每一位民眾對於巡迴巴士

的指教與支持，讓我們繼續走向下

一個10年。最後，熱情邀請您繼續

搭乘園區巡迴巴士喔！

配合園區發展與高鐵雲林站通

車，2016年開辦了虎尾園區與高

鐵之間的接駁專車服務，分別於

2016年及2017年於虎尾園區及台

中園區開辦需求反應式接駁車服

務（DRTS），並於2018年引進

電動車，採彈性預約方式發車，

更貼近使用者需求。電動車的引

進，也為園區發展綠能交通盡一

份心力。除了提供園區巡迴巴士

服務，提升大眾運輸便利性，我

當年簡單隆重的通車典禮相片，服務團隊中的7輛巴士一字排開，象徵展開服務園區的重要使命，不禁讓人回憶起這些年來巡迴巴士的點點滴滴。

2009年5月1日巡迴巴士通車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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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治療無後顧之憂─芙姵爾生醫
F.Repair Shortlisted for Vision Program to Join Training Project in Singapore

安心治療の提供 ‒F.Repair

本
局輔導「創新創業

激勵計畫」團隊－

芙姵爾生醫，今年獲「預

見新創計畫」補助，前往

新加坡受訓。該公司創立

於2017年，是專為修復敏

弱肌膚的企業。最初是由

中國醫藥大學朱俊男醫師

於臨床工作時發現，乳癌

患者的皮膚在接受放射線治療後往

往會產生搔癢、紅腫等受損問題。

基於視病如親、照顧患者的心態，

遂與東海大學特聘教授謝長奇及雲

林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吳晉東針對放

射治療後肌膚修復及燒燙傷研發出

「鹿茸生醫修復膜」，具有強效修

復皮膚腺、毛囊，並增生膠原蛋白

的效果，是放射線療程後照顧皮膚

的好幫手。由於效果顯著，目前已

向衛福部提出醫療器材的申請，並

同時著手規劃嚴謹的臨床試驗進行

驗證。

秉持初心  獲得國際肯定

芙姵爾生醫積極參加本局107年辦

理「預見新創計畫」，經評選由數

十隊中脫穎而出，藉由此計畫將公

司邁向國際市場的領域，在資金上

達到創櫃、興櫃的要求，而更令人

振奮的是，朱醫師針對放射線療程

芙姵爾生醫創辦人朱俊男醫師（右二）與團隊。

芙姵爾生醫創辦人朱俊男醫師（左二）與團隊。

芙姵爾生醫小檔案

芙姵爾生醫的英文名F.Repair有完整修復（Full Repair）之意，同

時也代表進一步修復（Further Repair）。成立的初衷是為了幫助

乳癌患者，因此採用較女性化的諧音，並以象徵乳癌防治的粉

紅絲帶作為LOGO。芙姵爾團隊包括乳癌專醫、畜產農業、化

妝品業界的相關人士，曾獲教育部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

計畫之生技創新創業獎－農業生技組佳作。

後肌膚狀況的學術論文，也通過國

外學會的審查，即將於九月時在美

國的放射腫瘤年會發表。

慈善積福，福有攸歸，芙姵爾生醫

以照顧癌後皮膚的初心為出發點，

兢兢業業在產品上為眾人把關，在

學術上落實臨床的運用，致力在國

際上推廣臺灣生醫產品，期許未來

能給予更多人們照顧與幫助。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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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9日本局特別邀請

台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委員會主任委員盧佳佳，蒞局分

享常見事故型態與防治措施。

行車事故樣態百百種，其中機車騎

士命喪大車輪下的案例層出不窮，

盧主委提醒大家，砂石車、聯結

車、貨車等大車，存有很大的視覺

死角、內輪差，大車司機是無法察

覺車身旁的騎士或路人。因此，即

使是行駛在合法路權上，也請主動

與大型車輛保持距離，尤其是行經

轉彎路段時，務必避開大車的視覺

死角與轉彎內輪差，畢竟再多的賠

償也彌補不了車禍帶來的遺憾。

另外，盧主委也提到一些一般人不

會了解的小知識，例如騎車時應注

意，路面外側的水溝蓋並無合法路

權，若發生意外會有權利受損問

題；以及在號誌燈全紅燈時段便起

步左轉的車，依然視為「闖紅燈」

等等。盧主委表達有感於交通安全

教育的重要性，很樂意到園區各別

廠區去作交通安全宣導；園區廠商

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Lecture on Traffic Safety

2019年度安全運転講習の実施について

文、圖／建管組 涂裕雯

盧主委最後再次提醒大家，閃離大車遠一

點，讓大車先過，保命要緊！除了遵守交通

規則，也要學會防禦性駕駛，平安是回家唯

一的路！

文、圖／保警隊  蘇建誌

108年民營事業關係組織座談會
Seminar on Trade Secret Law Report

2019年度民営事業関連組織講演会の実施

中
部科學工業園區保警隊108

年民營事業關係組織座談會

於108年5月17日9時30分在本局會

議室舉行，邀請園區廠商、金融機

構、學術單位等關係組織，提供

「營業秘密保護法」專題報告及

治安、交通等意見交流，園區廠商

出席踴躍，共計51家。是日，敦

聘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長李善值講

授「營業秘密保護法」專題報告，

如有向同仁宣導需要，也可電洽台

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詹小

姐，聯絡電話(04)2225-2068 分機

220。

座談會現場互動熱絡。

提供廠商在研發過程、內部管理措

施等如何落實保護作為，以達到營

業祕密保護功能，並與會園區廠商

代表交換心得、經驗分享；另座談

會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

隊劉總隊長章遠、本局施副局長文

芳共同主持，科學園區同業公會處

長賴明志、本局環安組長朱振群、

保二總隊科長徐鋊新、大隊長施秀

宜、中隊長楊志雄等列席。會中，

與會人員針對營業秘密法相關法

規、園區各項便民、利民措施及應

興、應革事項提出建言，雙方互動

踴躍，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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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進出口通關保稅業務宣導
Seminar on Import & Export Customs Clearance Operation of Bonded 
Goods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の輸出入通関講座

文、圖／工商組  邱美祝、陳慧玲

為
增加園區事業相關人員了

解進出口通關作業及保稅

規定，本局特別於4月3 0日辦理

「科學園區進出口通關保稅業務宣

導」，邀請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課

長林昭猛及本局工商組外貿保稅科

科長張永銓向園區廠商代表進行業

務宣導。

宣導會首先由本局以今年度涉及違

反相關規定案例進行說明，依科學

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規

定，自國外輸入自用機器、設備，

免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

但於輸入後五年內輸往課稅區者，

應依進口貨品之規定，課徵進口稅

捐、貨物稅及營業稅。且需於輸往

課稅區前依施行細則第19條向管理

局申請核准，並依關稅法有關規定

辦理通關手續。爰廠商未經管理局

核准及未依關稅法有關規定辦理通

關手續時，除須補稅及加徵滯納金

外，應另依海關緝私條例有關規定

處分。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須申請

依貿易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為確保

國家安全，履行國際合作及協定，

加強管理戰略性高科技貨品之輸出

入及流向，以利引進高科技貨品之

需要，其輸出入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非經許可，不得輸出。⋯⋯」

園區事業因戰略性高科技貨品於

出口前，未事先向管理局申請核發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

按貿易法第27-2條規定裁處新臺幣

三萬元罰鍰，爰本次宣導會特別呼

籲廠商，於輸出屬戰略性高科技貨

品時務必向本局申請許可，以免觸

法。若不確定是否屬戰略性高科技

貨品時，亦可透過戰略性高科技貨

品鑑定諮詢網址（https://shtc.itri.org.

tw）辦理線上申請鑑定，廠商無須

支付任何費用。如廠商仍有疑問，

歡迎洽詢本局工商組外貿科（電

話：04-25658588分機7811、7812、

7817及7818）。

 會後關務署臺中關課長林昭猛（前排左六）與參加同仁合影。

1.我國參考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相關制裁決議，將涉及

武器發展及恐怖活動頻繁

之地區列為管制地區：伊

朗、伊拉克、北韓（我國

於106年9月25日公告全

面禁止與北韓貿易）、蘇

丹、敘利亞、中國大陸部

分貨品（僅限12類半導體

晶圓製造設備，其他適用

非管制地區之規定）。

2.未經許可輸往前述管制地

區，除裁處行政罰外，並

有刑事責任。

╱ 溫馨小提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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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廠動態資訊掌握對產業發展及工業規劃為重要參

據，經濟部自108年6月1日起至7月10日止，對全

國已辦理工廠登記之工廠展開全面校正及營運調查，

本局經管中部科學園區屬107年底前完成工廠登記之廠

商，為本次調查對象，經濟部已委託本局辦理，請園

區廠商配合完成本項作業。

工廠動態準資訊  產業規劃好利器

為協助園區廠商對於本調查之填報流程及內容更深入瞭

解，本局於5月24日邀請經濟部專業講師李奕肇專員講

授網路填報流程及應注意事項，並針對廠商所提問題詳

盡回覆，同時宣導廠商所填

工廠財務資料將予以保密，

絕不作為課稅之依據。經濟

部於調查完成後將編製

「各行業（縣市）工

廠名錄」及「工廠

校正及營運調查報

告」等電子書及資料

庫供各界查詢及業者

拓展商機應用，請廠商

詳實填報。

工廠校正調查開跑 網路填報快又好
CTSP Launches Factory Correction & Operation Survey E-Filling 
Service in June

2019年度工場オペレーション調査の実施について
文、圖／工商組  陳玟雅

中科作業期程

自108年6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申報方式及網址

網路填報，填報網址：

https://dmz27.moea.gov.tw/IPCWEB/

填報項目

工廠登記基本資料、營業收支、產銷

存量值、當年增購固定資產、技術交

易及研究發展經費等計12問項。

諮詢窗口

網路填報系統操作：0809-083058、

0809-083059

第三問項：（02）23212200轉8001、

8011、8054、8936、8948。

其餘問項：（02）23212200轉

8527~8536、8915、8922、8965。

╱ 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小秘訣 ╱

網
填
工
廠
流
程
圖

調查員實地訪，

廠商於調查員底冊蓋章

  帳號密碼登入

結束填報上傳

營運資料上傳成功 列印留底用表

 暫存或列印

留底用表
完成調查表填寫

完成線上檢誤？

是

是

否

否

經濟部專業講師李奕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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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智慧設備與勞工安全規劃
On Modern Smart Equipment-Related Labor Safety Plans

製造IoT・スマートファクトリー化と安全衛生管理計画
文／環安組  陳志達、圖／自造基地

科
技發展日新月異，工業機器

人開始具備與人類共同作業

的能力；藉由機器人穩定的力量、

速度和品質，可增進生產效率，除

了協助完成對人類而言相對困難或

是不符合人體工學的作業任務，還

可收集並分析數據資料、自動產出

報告，並針對製程提供改善建議，

因此人機協作逐漸成為自動化中不

可或缺的發展方向。

人機協作效率高  安全規劃最重要

面對雲端科技、物聯網、大數據管

理及智慧設備應用等新就業型態，

本局投入更多的資源及心力去協助

園區勞工，保障其工作安全，以滿

足現代勞工的需求。

（一） 規劃階段即實施風險評估

輔導及協助園區廠商於智慧設備

（如工業機器人、協同作業機器人

等）導入之規劃階段，即實施風險

評估，納入安全衛生措施之相關規

劃，提升勞工作業安全。

（二） 辦理相關安全衛生宣導及
訓練，預防發生災害：

因應廠商對於新科技技術（如工業

用機器人、協同作業機器人）等之

運用，本局已規劃辦理工業用機器

人安全標準與評估之相關訓練，使

廠商之智慧設備及相關作業程序採

取適當之危害預防措施，避免發生

災害。

（三） 協助及輔導廠商運用相關技
術，提升勞工安全：

規劃協助及輔導園區廠商運用智慧科

技（如AI、VR等）於製程之安全衛生

及緊急應變訓練及演練，提升訓練之

成效及安全，並運用大數據運用作為

製程安全管理及勞工健康管理之參

考。

（四）運用智慧科技協助災防預警，
提升園區整體安全成效：

協助廠商運用雲端、物聯網之技術，

強化安全衛生管理、災害應變或防災

警示之措施（如化學

品管理、地震速報及

智慧自主防災資訊系

統等），提升園區整

體安全成效。

（五） 落實勞動監督
檢查及輔導，
維 護 勞 工 權
益：

加強勞動監督檢查及

輔導，要求園區廠商

落實相關安全衛生規

定；並宣導及輔導園

區廠商塑造良好勞動

條件且確實採取過勞

危害預防措施，避免

超時工作，落實勞工

風險評估、健康指

導、適性選配工、心

理諮商及健康促進等

事項。

運用網路數據將設備智慧化及

協同作業，是工業4 .0的核心

方向，機器人將在未來的產業

中扮演關鍵的競爭角色， 但人

類與機器人的直接合作，最重

要的是要確保共同作業人員的

安全；因此在規劃導入階段，

應由製程、設備及安衛等相關

部門人員共同充份實施風險評

估，各項主動、被動式安全措

施及工作場所必須符合一定的

標準，將風險降至最低。

設備智慧化與人機協同作業是工業4.0的核心方向。



文、圖／中科實中 施勇廷

中科實中德語專班歌德初級檢定

All Pass
NEHS@CTSP German Special Course Students All Pass A1 Level German 
Exam by Goethe-Institut

ドイツ語の初級レベル検定試験にNEHS＠CTSPのドイツ語履修者の高校1
年生が全員合格

中
科實中自100年起陸續與輔仁

大學及靜宜大學外語學院，

辦理中區第二外語探索活動，另於

104年與歌德學院簽訂歌德課堂計

畫推廣德語教育，積極鼓勵學生學

習第二外語，替自己打開通往世界

的另一扇窗。

實中德語專班學生歷年德語檢定表

現斐然，連續兩年參與歌德檢定，

全班全數通過德語初級。精緻化的

小班教學，配合溝通式及情境式的

外語學習，有效提升學生第二外語

基本能力。

第二外語自實中創校以來，皆為高

一新生必修的校本課程，學生根據

自己興趣、需求，選擇自己喜歡的

第二外語，包含德語、日語、法

語、西語以及越南語等共2學分，

也可以配合跑班選修時數，增加學

習時數到6學分。未來108年新課綱

上路後，高一學生不僅能修到第二

外語，也能配合多元選修中的跨領

域／跨語言課程，比較各國文化差

異。高三下學期也能選擇第二外語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4學分，納入英

文畢業加深加廣選修學分。

勇於接受挑戰 讓自己成為更有價
值的人

學生張仲薇表示：「記得剛入學

時，興奮地把德語填在了第一志

願。進入德語專班後，才發現德

文並不是想像中的簡單，發音、

詞性、文法都是需要不斷練習和背

誦的，不過從初學到考德檢這段時

間，也發現自己的邏輯和閱讀能力

有很大的進步！」學生劉玟珊也

說：「從零開始，只學了半年就要

去考檢定，是我這幾年以來做過最

神奇的事了！ 拿到證書的那刻超級

感動，原來只要目標明確，不容易

的事還是有機會達成！」

德語老師賴怡君認為：「學習德文

的確不輕鬆，但伴隨的是挑戰自

我，不停修正以達成目標的成就

感。透過學習第二外語，讓同學

勇於迎接挑戰，過程雖不輕鬆，但

是只要虛心練習檢討、克服自身缺

點，學好第二外語並不困難！」 

推動國際教育、培育全球人才，一

直為中科校務發展願景「展能、活

力、國際化」的重要目標，透過校

內第二外語課程加強培養學生外語

溝通與文化理解能力，學校也與德

國、日本等校簽訂策略聯盟，辦理

短期交換計畫，讓中科學子與國外

學生增進彼此教學及文化交流機

會，讓第二外語不侷限於課堂上的

學習，而是實現新課綱中的素養精

神－學生能在生活情境中實際運用

課堂所學的第二外語知識、外語溝

通技能與正向學習態度。

中科實中高一德語專班學生全數通過德語檢定，興奮地跳起來歡呼。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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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陳恕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雙語部正式招生
NEHS@CTSP Bilingual Department Students 
Admission Open in June, 2019

国立中科実験高級中学、2019年度バイリンガル
養成クラス募集開始

實在達人秀  年輕好活力
NEHS@CTSP Hosts Talent Show to Unlock Students' Full Potential

活力に満ちた才芸コンテスト

國
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近日舉

辦歌曲合唱比賽以及實在達

人秀才藝競賽，希望藉由合唱比賽

凝聚同學默契及向心力，另外透過

才藝比賽來發揮同學潛力，同學們

對於能上台表演，莫不表現出高度

的期待，為了能在比賽中獲得評審

青睞，更是卯足全力練習，希望能

獲得佳績。    

合唱比賽方面，從國中部到高中

部，各班演唱著不同的歌曲曲風，

例如Gloria Deo、Watu Wote、Flying 

Free、Everything I Need、We own 

the night等等，表現出每個班級的

獨特班風！實在達人秀才藝比賽方

面，則是有揚琴及鐵琴合奏、動感

扯鈴、民謠吉他彈唱、熱門舞蹈、

Beatbox等多元項目，充分展現出同

學們的多才多藝。

為了讓現場觀賞的同學們更有參與

感，此次實在達人秀才藝比賽依循

往例，60%採計評審計分，40%採

現場同學們投票計分，希望同學們

除了欣賞選手們精采的表演，也能

用投票的方式參與比賽，讓活動更

有意義。

招生對象：7-12年級
GRADE 7 TO GRADE 12

招生條件概要（細則詳見雙語部招生簡章）：

（一）經政府核准在中部科學園區設立並駐區作業之園區駐區單位員工子女。

（二）符合「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返國入學辦法」規定，經教育部分發本校雙語部者。

（三）非中部科學園區駐區單位員工子女（細則詳見招生簡章）。

（四）現就讀本校雙語部學生，其弟妹在國內連續居留未滿五年者。

（五）符合「科學園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雙語部或雙語學校學生入學辦法」。

（六）須具備國小（申請國中部）、國中（申請高中部）畢業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明。

報名表繳件：6/3-6/17
Registration: June 3-June 17

國中部英語專科教室。

更多資訊

MORE INFO http://www.nehs.tc.edu.tw/
 04-25686850#2100、3001

校長林坤燦表示：「透過每年舉辦

班級合唱比賽以及才藝競賽，希望

激發出每位同學的潛能，讓同學們

都可以勇於展現自我，表現出本校

展能、活力的願景，更希望培養出

更好的班級團體默契。」

合唱比賽讓同學凝聚團隊向心力。

Park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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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廖春國

中科公共藝術的多元風貌
CTSP Promotes Various Public Arts & Performances to Link 
with Neighborhood

多様化するパブリックアート表現

公
共藝術顧名思義就是兼具有

藝術性與公共性的特質，因

此中科推動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即以

園區開發強調的生產、生活、生

態、生命「四生共榮」作為核心理

念，期建構兼具藝術化環境、文化

教育功能及民眾參與的多元公共藝

術風貌。

從理念到實踐

計畫啟動初期即先對園區作文獻蒐

集、環境研析及使用者調查和質性

訪談，深化計畫之公共精神；獲回

饋訊息包括希望公共藝術成為地區

特色指標、園區代表意象為帆船水

塔及夜景、民眾喜好生態保育類型

及願意參與創作。藉由公共藝術計

畫的執行串連園區與在地的情懷和

鏈結。

建構中科藝術化環境以雕塑為主，

輔以園區建築、景觀及園藝；參與

創作的團隊除台灣在地藝術家外，

尚有來自以色列、保加利亞及法

國。作品強調與場域環境相互連

結，目前完成2期共8件雕塑作品，

均是地標性的作品（詳附圖），第

3期2件作品也正在后里及七星園區

設置中，預計108年底完成。

多元型式的和揉

在民眾參與及文化教育功能方面包

括文史、音樂、戲劇、繪畫、工藝

及舞蹈等類型，實際推動了口述歷

史的出版、音樂營、中西樂演奏、

演唱會、劇場、舞蹈、大衛葛斯坦

繪畫工作坊、園藝治療體驗以及接

地氣的放風箏等，甚獲好評，有效

達到輔助作品公共性的擴張、增

1.  以色列駐台代表蒞臨剪綵／生命綻放的窗景。
2.  松鼠坡上的追逐。
3.  矽光戲光：光的競速。
4.  矽光戲光：光的調色。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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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核心

四生共榮

綠色契機

與自然共舞─

矽光戲光

光的競速、

光的調色 

綠色視界─

生命窗景

生命綻放的窗景、

松鼠坡上的追逐、

紫斑蝶停留的樹上 

幸福科技

中科印象

金色山脈、流動連結、

 四方風動

藝齊守護

大肚紅

加了藝術教育層次，並提升作品與在地人、

地、事、物之間對話的目的。

本年度將結合科技媒介，讓訪客能跨越天

氣、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透過3D VR環景技

術，身歷其境欣賞園區公共藝術、建築物及

景觀之美，敬請期待！

5.  蔡英文總統蒞臨剪綵／流動‧連結。
6.  金色山脈／玉山稜線與大肚山坡度。

幸福科技‧中科印象—中科公共藝術公眾參與活動

7.  蛹之聲交響樂團及中科管弦樂團音樂會。
8.  三金歌王（殷正洋）到金色山脈與聞韶軒絲竹樂團共同演出、極致
體能舞蹈團、大開劇場／好久茶的秘密。

5

6

公眾參與

計畫

繪畫

音樂

文史

工藝

園藝

舞蹈

書寫

戲劇

7

8

附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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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趙庭佑

五月溫馨月  萱草滿花田
Discover CTSP: Strolling through the Small Orange Daylily 
Garden at Erlin Park

二林パーク、園内にひっそり咲く忘れ草

五
月天，最重要的節日就是母親節！蘇東坡曾寫：

「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亂葉中，一一

芳心插。」表面描述萱草，實是歌頌母愛的偉大。

萱草又稱金針花，是華人世界裡的母親花，於每年

的母親節前夕開始進入花期。今年二林園區特別

在辦公室門口規劃了一區「花壇」，種植了近6萬

株的植栽，包括金針花、沙漠玫瑰及扶桑花。母

親節前夕，金針花悄悄綻放；經過特殊的工法、完

善的設備及細心的照料，花壇有了小小的成績。

看著陸續綻放花朵，已經開始期待明年更盛開的花

季；經過時間的栽培、適應，花況會越開越盛；也期待

開發中的二林園區，在彰化

地區穩固扎根，成長、

茁壯。若是來到二

林園區，不妨停

下腳步，欣賞

一下這片「母

親花」吧！

1.  二林園區辦公室門口閒置
綠地原貌。

2.  種植完工。
3.  金針花陸續綻放。

金針花。花季春至夏季，盛開約5∼6月。

1

3

2

Discover CTSP: Strolling through the Small Orange Daylily 

園區之美

二林園區

小知識：

萱草，別名金針花、忘憂草、母親花；為百

合科宿根草本植物（多年生）。利用種子或

分株法繁殖，春至夏季開花，花莖自葉叢抽

出，頂部分岔且著數朵花苞，但每日只開一

朵，花期甚長；園藝品種多樣，花色豐富且

鮮豔，適合庭園美化、盆景或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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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地點：

本局南半月池旁。

和蓮霧擺在一塊的蒲桃，看起

來是不是很像姊妹呢？

蓮霧的姊妹—蒲桃
A Little Knowledge on Rose Apple

レンブに似ているフトモモって何？

文、圖／投資組 沈朝財

小
時候，河邊有一棵蒲桃樹，結果時，哥哥會爬上樹

敲打，讓果實掉到河裡，我再游泳去撿起來。沒想

到相隔四十年後，我又再看到這名為「蒲桃」的果子。

蒲桃又名香果，是桃金孃科赤楠屬植物，樹高可達10公

尺；葉披針形或長橢圓形，新葉紅色；花期在一至四月，

雄蕊呈細絲放射的粉撲狀；果實卵形或球形，成熟時轉淡

黃色，帶玫瑰香氣，世上很少有這麼香的水果，有人單單

聞它的香味就心滿意足，很療癒，這是它最迷人的地方。

落地生根的蒲桃  漸漸被遺忘

蒲桃原產於印度及馬來半島，大約16至17世紀時傳入中國

福建、廣東、廣西，明末時由鄭成功軍隊帶入臺灣。

在從前物質不豐的年代，蒲桃是許多人初夏的水果，尤

其那股香味始終令人難以忘懷，可惜的是，隨著時代演

變，蒲桃因為汁少且口感相對欠佳，經濟價值不高，人

們漸漸不再種植，逐漸被汁多味甜的蓮霧取代。

和蓮霧擺在一塊的蒲桃，看起

來是不是很像姊妹呢？

小知識：

蒲桃，也叫做葡桃、香果、風鼓、水石榴、水葡萄、南無攆布、

攘波，桃金孃科的常綠喬木。東南亞原產的果樹，可以作為

防風植物栽培，果實可以食用。泰文說法又

稱為古代蓮霧。味道聞起來像

萊姆，吃起來清香微甜，

屬於季節交替才會出

現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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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林學侃、圖／投資組 楊素琴

飄香一甲子的在地美食— 
后里香蕉樹餐飲店
CTSP Delicacy: Banana Tree Restaurant in Houli District 

歴史あるご当地グルメー后里バナナの木の飲食店

香
蕉樹餐飲店是一家在地人從

小吃到大的麵店，距離中科

后里園區只有5分鐘的路程，只要

在台中后里談到肉羹麵，一定會想

到香蕉樹。價位從30元到90元之

間，有貢丸湯、餛飩湯、香姑肉羹

麵、牛肉麵、陽春麵、榨菜肉絲麵

等等應有盡有的平民美食。讓人食

指大動，享受台灣人最熟悉的獨到

風味。

順其自然的樸實精神

很多人都覺得「香蕉樹餐飲店」名

字很特別，親自訪問老闆，才知道

原來是沿用姐姐冰店的名字。「一

派自然，順勢而為」即是老闆特

色。樣貌斯文的他，秉持著不一樣

的生活哲學，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是

年近六十的小吃店老闆，反而很有

文人風範。

香蕉樹餐飲店已經傳承兩

代，老闆父親那代做了20多

年，現任老闆張基龍先生接

手至今也有33年了，兩代經

營時間加起來已經有一甲子

的時間，成為在地后里人的

共同記憶。如今第三代兒子

張朝為預備將來接班，繼續

努力擦亮這塊深植后里人心

的老字號招牌。

來自傳承與創新的香菇肉羹

香蕉樹餐飲店最為知名就是

香菇肉羹，親民的價格就能

吃到美味又飽足的肉羹料理，總是

讓饕客開心地一再光顧。談到香菇

肉羹美味的秘訣為何？張老闆笑著

說道：「每天一早就進市場，採購

溫體豬的上肉部位製作肉羹，絕不

使用雜碎肉末充數，連肉燥都是用

整塊豬後腿肉絞碎。」除了肉材，

老闆採用新鮮香菇也是來自於朋友

農園供應，健康有保障。

至於香蕉樹「肉羹」的特別之處，

在於它並非傳統的肉漿，而是將豬

肉條裹粉，細心按摩後下熱水，帶上

一層滑溜的太白粉，讓肉羹吃起來更

為滑嫩。再配上黑醋調味，酸鹹滋味

恰到好處，讓人百吃不厭。

道地的台灣牛肉麵

牛肉麵雖非香蕉樹的主打，但張老闆

可一點都不馬虎，每一個料理環節都

做到盡善盡美。牛肉麵的紅燒湯頭看

似清淡，品嘗起來卻是相當醇厚，搭

配澳洲進口的牛腱肉，半筋半肉非常

軟嫩，不到百元價位的更是親民。地

方老店中的道地牛肉麵，來到后里的

你怎麼能錯過呢？

香蕉樹餐飲店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09:00∼19:30，星期一休息

地址：台中市后里區復興街85號

電話：04-2557-2421

招牌香菇肉羹麵。

平價親民的道地牛肉麵。現任老闆張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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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文西留下了驚人的筆記本，

高達數千頁，華特．艾薩克

森閱讀了7,200頁的筆記內容，加上

無數關於達文西人生和作品新發現

的專研著作，編織出這本書，把達

文西的藝術連接到他的科學，也把

他的科學連結到他的藝術。

人性與科技的交會

達文西的創造力跟其他偉大的創新

者一樣，來自人性與科技的交會。

他為了畫得更真實而去研究解剖

學，了解人體神經、骨骼、肌肉、

肌腱與關節的位置與動作方式，

於是在筆記上留下各種解剖畫；他

也畫下脊椎與神經，是第一個做了

解剖青蛙紀錄的科學家；他從死屍

臉上剝下血肉、畫下移動嘴唇的肌

肉，然後繪出歷史上最讓人難忘的

微笑，《蒙娜麗莎》；他探索光學

的數學，證實光線撞擊到角膜的方

式，製造出《最後的晚餐》裡視角

變化的幻象，讓每個觀看者在各種

角度與位置觀看這幅畫時，都有不

一樣的感受；他研究情緒變化，想

要畫下「靈魂的動作」，所以《最

後的晚餐》中的十二位門徒各自有

不一樣的神態與情緒流露；因為觀

察地質與水文，所以《岩間聖母》

背景上的岩洞地質紋理逼真且受到

地質學者的認可、畫中植物受到植

物學家讚賞⋯⋯達文西持續想要讓

他的畫作更臻完美，一直埋首於各

種新知識的研究，因而留下了許多

「未完成的完美」。

達文西的真實人生

但是艾薩克森描述的不只有達文西

的作品與研究，他也依據達文西的

筆記和各種研究，寫下達文西的個

歷史上最有創造力的天才達文西，

他的人生、他的成就與他能教給我們的奧祕

《賈伯斯傳》作者最新力作

比爾蓋茲2018年夏季選書

達文西傳記扛鼎之作

人生活、他對沙萊的愛恨情緒、他

對米開朗基羅的「文人相輕」與他

們之間持續不斷的「競爭」、身為

師表他如何教導弟子⋯⋯讓我們看

見偉大藝術家的各種真實人性向

度。還有，他也描述了達文西一生

對戲劇作品與表演的熱愛，那種熱

愛也展現在他的所有畫作和各種奇

妙發明上。

艾薩克森讓讀者看見達文西的天分

以及他的技能，以及我們如何向他

學習，例如強烈的好奇心、謹慎的

觀察，以及充滿趣味、近乎奇幻的

想像力。在這部傳記中，我們看見

了達文西何以是天才，何以達文西

能有如此成就！

達文西傳

作者：華特．艾薩克森

（Walter Isaacson）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9/2/25

文、圖／商周出版社提供

悠遊書海—達文西傳
Reading Fun: Leonardo Da Vinci by Walter Isaacson

読書におすすめーレオナルド・ダ・ヴィンチ

筆記本單張，約為14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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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不只代表了國家對於科技發展的規劃、執行和

期望，也概括了中部地區因為中科而帶動的產業、文

化、政治、經濟，乃至園區從業人員到地方居民的生

活，都與中科相存相依。

為省思中科園區的場域精神，同時透過藝術創作喚醒

民眾對於地方的情感聯繫與環境意義，也為大肚山創

造一段有關於守護歷史人文傳統與當代科技產業共榮

的故事留下見證，107年底中科公共藝術之民眾參與計

畫中，完成了以中科10年發展紀錄為主軸的《口述中

科》出版品。

每一項成就的背後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推手，我們

看今日中科的耀眼，短短十五年的開發時間，引進約

二百家廠商、累計投資額逾二兆元，創造近五萬個就

業機會的驚人表現，能有這樣的成就乃匯集眾人之

力而成，此冊專書由文史學者以口述歷史的學術方法

採訪研編而成，不僅保存了這些幕後功臣的卓越貢

獻與珍貴記憶，也詳實呈現中科成長的軌跡。

－節錄自《口述中科》陳良基 部長序

文／投資組 林學侃、企劃組 洪承孝

口述中科  高度與宏觀
CTSP Publication: Oral History of CTSP

視野を広げ、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

每一項成就的背後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推手，我們

看今日中科的耀眼，短短十五年的開發時間，引進約

二百家廠商、累計投資額逾二兆元，創造近五萬個就

業機會的驚人表現，能有這樣的成就乃匯集眾人之

力而成，此冊專書由文史學者以口述歷史的學術方法

採訪研編而成，不僅保存了這些幕後功臣的卓越貢

－節錄自《口述中科》陳良基 部長序

《口述中科》收錄了與中科開發相關的前任國科會主

委魏哲和、陳建仁（現任副總統）、李羅權、朱敬

一、中科歷任局長楊文科（現任新竹縣長）、陳俊

偉、王永壯、陳銘煌、前台中縣長黃仲生、前台中市

長胡志強、友達光電董事長李焜耀、台積電創辦人張

忠謀、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巨大集團董事長劉金

標等共23位為中科做出重大貢獻的傑出人士。歡迎至

本局圖書室免費借閱，用心感受他們的高度與宏觀，

以及這段珍貴記憶帶來的啟發。

口述歷史：

一種歷史研究的方法，該類資料源自人

的記憶，訪問曾置身於歷史現場的見證

人，作學術分析時再從原始記錄中抽取

史料與其他文獻比對，讓歷史得到更加

全面的補充、更加接近歷史事件的真實

原貌。

執行單位：東海大學歷史系

邱為君  張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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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科技進步，深受台灣人喜愛

7-ELEVEN也化身成了「自動販

賣機」囉！本局為提供更多元的工商

服務機能，在工商服務大樓1樓引進

7-ELEVEN智能自販機，智販機結合了

IOT（物聯網系統）遠端監控商品銷

存，即時補貨，提供365天24小時不間

斷服務。

智販機提供75種以上不同溫層之商品，

如冷藏飲品、飲品、麵包、泡麵、鮮

食、甜品等，跟隨電子票證支付之風

潮，目前以i-Cash2.0和悠遊卡作為結帳

工具，未來將擴充為更多樣的行動支付

工作，若有機會至本局工商服務大樓，

別忘了來體驗嘗鮮哦！
本局唯一的7-ELEVEN「智能自販機」，就位在工商服務大樓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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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商組 陳玟雅、圖／投資組 林學侃

智慧超商好方便  
7-ELEVEN智能自販機
7-ELEVEN Smart Vending Machines Installed in CTSP

商工サービスビルにセブンイレブンの「セブン自販機」を設置！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怪獸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

◎ 放映時間  108/6/12（三）PM6:30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冒險、奇幻、劇情
◎ 片長  2小時14分

在
首集尾聲時，美國魔法國會在紐特的協助下，成功的緝捕了強大的黑

巫師葛林戴華德。無奈葛林戴華德很快就應證先前誇口的威脅，成功

逃脫並匯集對他終極目標一無所知的信眾，開始培育純種巫師好統治所有

莫魔生靈。

為了阻止葛林戴華德的陰謀，鄧不利多招來答應協助他的前任學生紐特，

然而紐特對任務的危險性卻一無所知。鄧不利多給予紐特在法國庇護所的

指示，紐特和雅各將前往法國找尋蒂娜、奎妮及魁登斯，投靠庇護所的主

人尼樂勒梅。此時魔法世界日益分裂，可怕的陰謀暗潮洶湧，紐特也將面

臨最嚴峻的考驗⋯⋯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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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13

5/24

5/29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朱盛鴻專門委員（前排右一），率

拉丁美洲記者團參訪中科，本局前局長陳銘煌（前排

右四）接待。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李安悌 (前排右十一 )率國際企業文化營隊參訪中科，本
局投資組產學研發科科長陳怡彥 (前排左二 )接待。

台南市教育局課程督學黃世忠（前排左六）率團參訪中科，

本局投資組組長林靜慧（前排左七）接待。

台中市調查處處長蔡新堯率團參訪本局並進行強化機關安全座談會，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前排

左五）與副局長施文芳（前排左四）接待。

參
訪
交
流

CTSP Visitors

24╱ Ju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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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師 

設備維修、點檢，維持設備正常運轉、異常數據收集分析
及改善，提昇機台能力、設備改機換模、一般保養。 

技術助理 .

執行機台操作、產品檢驗工作，須穿著無塵衣及長時間站
立走動 

意者職缺請透過104投遞履歷
意者請於每週三、週五下午13:30-16:00親洽公司參加筆、
面試

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企劃人員 

1. 對日溝通、聯絡 
2. 對日委託／購買原材料 
3. 處理折讓單

廠務工程師 

1. 廠務（問題對應‧設備維護）
2. 廠務保養、點檢、鍋爐操作
3. 合理化、改善案件實行
4. 配合4休2連操日夜勤務及加班
5. 乙級鍋爐操作資格、大專畢業

生產管理人員 

1. 熟練 EXCEL 
2. 問題分析解決能力 
3. 緊急業務處理及配合加班 
4. 具協調性、溝通能力 
5. 具生管經驗佳 
6. 具日文能力佳

財務會計人員 

1.據點間交易:AP／AR／稅務等相關業務 
2.資金管理經驗1年以上：銀行作業、資金預估計劃、遠匯
預約交割 

3.國稅局及會計師監 、決算等業務對應經驗 
4.有集團企業工作經驗

意者職缺請透過104投遞履歷

聯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駐廠工程師/技術員 

化學品／氣體更換、設備操作、維修、監控及巡檢相關

意者請透過104投遞履歷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公司
技術員

生產部：

1. 第一時間製程Upset緊急處理及時通知相關人員 
2. 執行各項 SOS點檢表 & 工安稽核Safety／5S patrol 
3. 機台預防保養 
4. 簡易故障排除 

資材部：

1. 進出貨、上下料，成品半成品庫存管理 
2. 玻璃搬運，封膜裝箱作業 
3. 板條箱拆裝或組裝 
4. 5S環境維持及清潔 
5. 廠內取得堆高機證照另有津貼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開薪就業，職來運轉」2019中
部就業博覽會
108/6/22（六）10:00-15:00

逢甲大學育樂館（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歡迎求職朋友參加，並預祝找到合適工作

June
2019

才啟事
人材募集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
中科108年6月  Recruitment Message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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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職缺請透過台灣就業通、大臺中人力資源網、104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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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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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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