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 

95 年 9 月份重要業務措施辦理成果 

一、科學工業情形 

(一) 截至 95 年 9 月底本園區共引進 96 家，廢止出區 13 家、累計廠商共 83 家，

投資金額新台幣 15,865.898 億元。 

(二) 本（9）月份園區營建工程勞工人員每日平均約 2,710 人，園區入區廠商管

理服務從業人員人數 12,204 人，合計 14,914 人。 

(三) 工商登記： 

辦理完成 完完成件數 
辦理項目 

截至95年8月底 95 年 9 月份 合計 

1.公司登記(含變更登記) 32 9 41

2.報關服務業入區服務 5 0 5

3.工廠營利事業登記 24 6 30

4.投資抵減證明 270 41 311

5.動產抵押 20 3 23

合計 351 59 410

(四) 95 年度 1至 8 月份園區累計營業額為 1,011.76 億元，實收管理費為 2.03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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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月 營業額 實繳管理費 

11,677,305,825 23,476,285 95/1 

11,302,749,507 22,743,490 95/2 

12,710,939,562 25,495,252 95/3 

12,186,122,028 24,538,895 95/4 

11,830,423,409 23,768,919 95/5 

10,849,041,487 21,793,818 95/6 

13,061,402,687 26,204,866 95/7 

17,558,417,341 35,253,163 95/8 

101,176,401,846 203,274,68895 年 1-8 月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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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業務辦理情形 

(一) 95 年度累計至 9 月 29 日止，園區保稅通關相關業務統計： 

項目 95 年 

1-6 月 

95 年 

7-9 月 

合計 

核發戰略性高科技及一般貨品

出、進口證明 

35 件 28 件 61 件 

核准保稅品委託加工及報廢案件 96 件 39 件 135 件 

核准保稅品出區修理檢測案件 181 件 83 件 264 件 

核准船/機邊驗放暨押運案件 34 件 7 件 41 件 

核發進口輸入許可證 798 件 218 件 1006 件 

(二) 9/26 辦理園區通關及保稅業務研討會，共計 70 人次參加。 

(三) 完成中科十年發展計畫期中報告會議。 

(四) 「研考會營造優質英語生活環境複評」評核建議改善事項辦理。 

(五) 促參相關法規蒐集與適用項目研商溝通後完成「本處促參適用項目及推

動可行性研究」簡報製作。 

(六) 完成修改 95 年度營造優質英語生活環境執行成果報告裝訂後陳送國科

會。 

(七) 完成更新中科簡訊寄送名單陳核。 

(八) 完成中科簡訊第 25 期印製費用等核銷事宜。 

(九) 完成組務業務座談會議紀錄陳核。 

(十) 完成修訂送立法院概算總報告資料陳核。 

(十一) 95 優質英語生活環境評核奉核後初評會議紀錄通報各組室。 

(十二) 奉核 94 年提升服務品質敘獎名單送人事室辦理提甄審會等事宜。 

(十三) 辦理為民服務相關項目資料置放網站事宜。 

(十四) 完成修訂96科技預算中綱計畫概算等資料由科技計畫線上系統傳送國科

會。 

(十五) 奉核 96 立法院科技預算（公務）總報告中科部份之資料傳送國科會。 

(十六) 完成填報立法院所需 94 年委辦案資料送秘書室。 

(十七) 完成訂定績效目標指標方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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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協助彙整、撰寫、提送立法院永續會所提「從科學園區作業基金虧損

問題談科學園區設置、管理政策」議題本處之說明。 

(十九) 簽報 95 年度「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期中成果報告審查意見

回覆資料。 

(二十) 填報「96 年度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作業基金附屬單位預算案審查評估

作業資料」之園區建設計畫之效益評估指標及實際效益與預期效益比

較分析。 

(二十一) 彙整「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結論『共同意見』具體執行計畫」國科

會交辦事項 – 「未來 10 年產業政策、用地及用水需求；鼓勵民間參

與產業園區開發之具體改善措施。」 

(二十二) 簽辦「院長交辦事項 國科會 辦理情形表」本處用水情形建議解除列

管案。 

(二十三) 簽辦並回報國科會交辦更正行政院所需「中科園區」土地面積、投資

額、營業額及就業人數等資料。 

(二十四) 簽辦「科學工業園區廠商滿意度調查」中廠商對本處最不滿意之意見

回復。 

(二十五) 彙整提送人事室本處「三週年慶系列活動」敘獎人員名單。 

(二十六) 每週五更新研考會列管「25 縣市重大列管案件」本處資料。 

(二十七) 提報「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8 月份執行進度表。 

(二十八) 繳交主任接受中國時報「精密機電產業未來發展趨勢以及人才需求」   

採訪稿。 

(二十九) 繳交后里園區「力晶中科后里園區新廠上樑典禮」主任稿。 

(三十) 繳交 9/28 中興大學「環境保育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先端產業及精

密製程研究中心」、「通訊工程研究所」及「光電工程研究所」揭牌典

禮主任講稿。 

(三十一) 撰寫、繳交「園區建設到那裡，雙語環境就到那裡」說明稿。 

(三十二) 確認中科簡訊第 26 期稿。 

(三十三) 陳副主任主持中科簡訊第 27 期編輯委員會議。 

(三十四) 簽辦「三週年慶系列活動」敘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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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配合資訊組討論本處網站改版作業中本組內容。 

(三十六) 完成第二批 300 份「水晶文鎮宣導品採購案」。 

(三十七) 完成第二批 800 本「中科簡訊三週年特刊」印刷案。 

(三十八) 設計、簽辦營造英語雙語優質環境實地查訪地點「南區東側滯洪池」

標示系統（含告示牌、指示牌及解說牌）之製作、現場放樣、施工、

完工拍照。 

(三十九) 簽陳立法院第 6屆第 4 會期本處業務概況書面報告及簡報資料。 

(四十) 簽陳第 46 次園區業務會報資料。 

(四十一) 彙整陳報各組室本處立法院第 6 屆第 4 會期模擬問答資料。 

(四十二) 竹科洽辦事項資料研擬與彙整： 

1.通盤檢討科學園區的設置問題。 

2.政府開發之各種園區功能類似、進駐率偏低，宜考量暫緩開發。 

3.各科學園區及生物園區等之設置及擴建計畫宜整體性規劃，以避免廠

房閒置之情事發生。 

(四十三) 簽陳國科會請本處提供「科學工業園區業務協調機制」相關意見案。 

(四十四) 簽陳田立委秋堇要求提供科學園區財務計畫及三園區負債比較表一

案。 

(四十五) 修訂本園區財務計畫「中科財務成本效益」Word 檔。 

(四十六) 彙整第 55~69 次處務會報主席裁示事項執行情形。 

(四十七) 勞資爭議案件辦理情形：截至本（9）月份止，本年度計受理 17 件，

協調成立計 12 件，協調中計 4 件，協調不成立計 1件。 

(四十八) 9/15 與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合辦「中科就業服務台啟用暨才進中

科—廠商聯合徵才活動」，計有友達光電等 15 家園區廠商參與，提供

500 個以上就業機會，是日約 2600 位求職者參加，活動圓滿成功，媒

體正向報導。 

(四十九) 9/23 與台中縣政府合辦「2006 中縣國際無車日-上班騎單車、健康快

樂多活動」，本處由陳副主任代表致詞，計約 1500 位民眾參加，活動

順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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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 9/13 協同茂德公司、台中縣環保局及環保署中區毒災應變隊辦理完成毒

化災緊急應變演練觀摩會。 

(五十一) 9/28完成台中園區環境監測計畫95年第2季監測報告定稿及提報主管

機關作業。 

(五十二) 環保許可及相關計畫核發件數： 

件數統計 

辦理項目 95 年 9 月 

已完成件數 
辦理中 合計 

1.免環評審議 0 0 0

2.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1 0 1

3.廢(污)水排放許可證 

（含試車功能測試報告） 
0 0 0

4.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 3 9 12

5.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 

(含模式模擬) 
2 0 2

6.施工環境保護執行計畫書 1 0 1

7.逕流廢水污染削減計畫書 0 0 0

8.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1 2 3

9.事業廢棄物再利用許可 0 2 2

10.工地環保巡查 12 0 12

合計 20 13 33

(五十三) 完成本處自 94/1-95/8 核定之動產擔保交易登記事項刊登政府公報 30

日。 

(五十四) 完成本園區截至 95.8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廠商名冊，並傳送行政院主計

處彙辦。 

(五十五) 已將「科學園區警力擴編計畫」依國科會 95 年 9 月日臺會協字第

0950047254 號函發文竹科報請國科會核轉內政部轉陳行政院核定。 

(五十六) 辦理完成本處 95 年防護團常年訓練演習。 

(五十七) 完成中科國際物流股份有限公司進駐園區標準廠房營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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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完成大肚山科技走廊污水放流水納排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園區)污

水放流管可行性評估期步報告審查事宜。 

(五十九) 召開中科第 23 次清安會議。 

(六十) 台中基地西區清潔維護工作委外案開工。 

(六十一) 后里基地南向聯外道路及新增排水工程決標。 

(六十二) 台中基地友達光電 L7B 廠 161KV 電力管路工程決標。 

(六十三)  台中基地南北向道路及公共管線工程結算完成。 

(六十四) 95.9.5 日召開后里園區七星農場水保計畫現勘及第一次審查會議，結

論為依審查委員意見修正報告書後於 9 月底前函送水保局再次審查。 

(六十五) 95.9.6 日假后里鄉立活動中心召開后里園區聯絡道路用地取得協議會

議。 

(六十六) 95.9.7 日 

1.召開七星環評豐原市說明會。 

2.召開清水及舊社引進產業分析期末報告審查會。 

3.核發華映公司建照。 

(六十七) 95.9.13 日后里園區七星農場建管授權書圖資料送請國科會完成用印。 

(六十八) 95.9.15 日召開園區一、二、三期開發影響費協商會議。 

(六十九) 95.9.19 日 

1.辦理土地核配會議。改核配台中園區 2 家（信元、紘毅），后里園區 1

家（晶遠）。 

2.辦理 95 年第 5次廠房核配會議。 

3.函送后里園區七星農場用地徵收計畫書至科管局用印、函轉國科會核

轉內政部辦理土地徵收事宜。 

(七十) 95.9.20 日拜會內政部地政司吳司長萬順洽談后里園區七星農場用地徵

收事宜。 

(七十一) 95.9.21 日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審查后里園區七星農

場開發計畫。 

(七十二) 95.9.22 日拜會后里鄉陳鄉長洽談后里農場南向聯絡道兼排水路用地

取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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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 95.9.25 日召開虎尾園區範圍內台糖土地取得協議會議。 

(七十四) 95.9.26 日函送后里園區聯絡道路用地徵收計畫書至科管局用印、函轉

國科會核轉內政部辦理土地徵收事宜。 

(七十五) 95.9.28 日 

1.召開華映公司 161KV 路線協調會議。 

2.配合虎尾園區台糖土地徵收需要，行文科管局辦理本處 95 年度作業基

金調整流用事宜。 

(七十六) 完成本處簡報樣式票選活動。 

(七十七) 完成公文系統核稿秘書之公文流程。 

(七十八) 完成員工資訊教育訓練 13 場(39 小時)。 

(七十九) 完成后里基地工務所 GSN ADSL 專線申請安裝。 

(八十) 完成研考會雙語環境之雙語網站考核。 

(八十一) 完成「本處中秋節電子賀卡」。 

(八十二) 完成「多語言網站」網頁版型之票選。 

(八十三)  完成「資通安全攻防演練」的整備計畫。 

(八十四) 辦理「多語言網站」網站工作小組協調會議。 

(八十五) 協助工商組動產抵押系統建置規劃建置事宜。 

(八十六) 辦理中華電信雲林營運處租用虎尾基地電信管道核准同意函。 

(八十七) 參加國科會資訊業務改造及協調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