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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左2)、本局楊文科局長(左1)、國科會黃文雄前副主委(右2)及暨南大學許和鈞校長(右1)共同為專案辦公室
的成立揭牌

專題報導

Unveiling Ceremony of High-Tech Equipment Future Technology Project Office

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專案辦公室

正式揭牌啟動
為推動「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於98年5月1日於本局行政大樓7樓成立專案計畫辦公室，特舉
行揭牌典禮；邀請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本局楊文科局長、國科會黃文雄前副主委及暨南大學許和鈞校
長及中部地區產官學各界貴賓共同見證此重要的里程碑。
To promote “High-Tech Equipment Future Technology Project “,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set up an
office at the CTSP Administration. On May 1, 2009 the unveiling ceremony of project office was held
with attendants from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in central Taiwan, including Lih. J. Chen,
deputy minister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Wen-Ke Yang, director general of CTSP Administration,
Wen- Syong Huang,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NSC, and Her-Jiun Sheu,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Daphne Hsiao)
文 / 投資組 盧素璧‧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為鼓勵全國廠商積極投入高科技設備前瞻

實，以完成中科肩負的重大使命。」陳副主委

技術研發，行政院預計以4年編列新台幣10億

則表示：「加強實務技術、促進產業轉型與技

元經費來推動「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

術升級，提昇設備價值，同時落實產業人力紮

畫」。為使該計畫順利推動，本局委託國立暨

根策略，積極鼓勵廠商投入技術研發，藉以提

南國際大學辦理並成立專案計畫辦公室，並於

高設備技術的水平與自製率，這會是國內企業

98年5月1日舉行「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

可以自主自立的關鍵。」

畫專案辦公室」揭牌典禮，活動當日由國科會

今日專案計畫辦公室完成揭牌典禮與啟用

陳力俊副主委、本局楊文科局長、暨南大學許

之後，將能輔導廠商與學校儘速共同合作提出

和鈞校長及許多產官學代表一同見證推動發展

申請計畫，相關申請書與申請作業細節已分別

的新契機。

公告於本局與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專

本局楊局長於典禮中致詞表示：「雖逢金

案計畫辦公室網站（ http:// www.hted.ncnu.

融風暴，但中科表現異軍突起，去年營業額仍

edu.tw/ ），並將於5、6月在北、中、南、東

逆勢成長8％。如今中科將發揮臨門一腳的功

各區分別舉辦詳細的計畫申請作業宣導說明

力，協助廠商提昇高科技設備製造能力的落

會，歡迎有意願申請的廠商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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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P Job Fair and Seminars

非您莫屬2009牛轉新機—

「中科產學訓就業博覽會」
文 / 投資組 林逸華、環安組 蔡博涼‧圖 / 環安組 蔡博涼、投資組 方琬淳

「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與本局

及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亦致詞預祝大會辦理成

為促進中部產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結合中

功。並由蕭理事長、楊副理事長、陳副主委、

部產學、研究及政府單位，共同推動產學訓合

彰化縣張瑞濱副縣長、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

作，於5月25～26日早上10時～下午5時在本局

黃孟儒主任及聯華電子宣明智榮譽副董事長共

行政大樓舉辦，配合「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

同為活動啟動開幕球儀式。

心」之就業媒合廠商活動，就業媒合活動安排

旋即由宣副董事長以「給年輕朋友們就業

於5月25日9時30分至12時30分舉行。活動內容

的建議」為題展開論壇演講。宣副董以「成

分為：就業徵才、產業論壇、就業講座及研發

功的秘訣在哪裡?」為始，提供給到場聆聽的

成果說明會等四大主軸。

觀眾六大步驟，包含「要先選擇好的行業、好

開幕式由中科產學訓協會蕭介夫理事長致

的公司；選擇有興趣、能發揮潛力的工作；如

歡迎詞開始，本局楊文科局長(協會副理事長)

何在大公司內脫穎而出；繼續往上成為公司高
層；如晉升至高層機會不大」六大步驟，教導

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左
圖)、產學訓協會蕭介夫
理事長(右圖)、及本局
楊文科局長(協會副理事
長)(中圖)共同為活動開
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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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學子如何探索興趣及培養自己能力，讓與
會來賓獲益良多。
第二場產業論壇，特別邀請明基友達集團
李焜耀董事長，以「面對金融海嘯科學工業園
區的產業聚落發展策略」為題，為科學工業園

聯華電子宣明智榮譽副董事長以自身經歷來勉勵青年學子

區的發展把脈，提出包含「全球化經營的調
整、面對亞洲新興科技強權、製造業導向走入
營運中心導向、結合在地產業優勢、發揮生活
圈的優勢及創造科學園區的差異化」等主題，
為中部地區之產業發展提供相當多建言，以利
園區未來建設提供藍圖。
第三場則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陳清泉科
長，針對「智慧財產重要性與智慧局培訓獎勵

友達光電李焜耀董事長使用幽默的口吻來為議題發表演說

措施」，讓聽眾了解智慧財產的重要及與企業
競爭力的關聯性。
會場內精采的經驗分享，會場外也是沸沸揚
揚。包括中科園區友達光電等11家廠商，園區外
大立光電等21家廠商，總計提供1,070個職缺，
主要職缺為工程師（約佔31％）、技術員（約佔
28％）、作業員（約佔21％），另有國軍中區人

當日長官巡視產學訓就業博覽會會場實況

才招募中心提供11,773個志願役職缺。讓近4,000
名求職者同時湧入本局1樓活動場地，將通道擠
得水洩不通。而求職者皆能聽從工作人員的指
示，依序填寫履歷表、排隊參加筆試、面談，才
得讓當天徵才活動能順利進行。
而在研發成果說明會部份，特別邀請園區
11家廠商及5所大學院校，提出產學研發說明

求職者排隊參加面談

並設攤展覽，提供研究發展之發表機會及媒合
平台，以利產學合作。
受到金融海嘯、景氣低迷不振衝擊，失業
率也居高不下，本次博覽會四大主軸，正可為
企業及求職民眾注入一劑強心針。相信本次博
覽會，對於中部地區產學研之整合及企業求
職、求才所需，應有相當助益。
活動會場大爆滿，求職者直接以牆當桌填寫履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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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of Control Yuan Inspected CTSP

監察委員視察中科
文 / 投資組 蔡禕倫‧圖 / 投資組 蔡禕倫、方琬淳

周陽山(右5)、馬以工(右3)、馬秀如(左4)三位監察委員視察中科管理局，由本局楊文科局長(右4)率領本局一級主管共同接待

5月1日監察院馬以工、周陽山、馬秀如三

廠區狀況及公司發展現況；在參觀的過程中，

位監察委員，風塵僕僕來到中科視察，由本局

三位監委發言踴躍，對於廠商的發展狀況及運

楊文科局長親自接待三位監察委員並陪同視察

作情形相當關切，而廠商對於監察委員的各項

行程。監察委員此次中科視察行程在行前即表

問題亦有問必答。

示，對於光電面板廠商具有高度興趣，是以，

在結束視察廠商的行程後，監察委員來到

當天監察委員視察台灣康寧公司、友達公司及

了中科管理局，三位監委對於中部科學園區能

中科管理局。

在此波不景氣的巨浪中，破浪向前，仍以穩定

康寧公司由黃誠勳副總經理親自為三位監

成長的腳步持續前進，皆表達高度肯定與支

委作簡報，並實地至工廠參觀生產線；友達公

持，本局亦表示，能夠獲得監察委員的肯定，

司由鄭煒順副總經理負責接待，實地參觀解說

是中科持續進步的最大動力。

三位監委視察友達公司實況

三位監委視察康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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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A Report on Chung Hsing Village Transforming to High-Level Research Park Public
Hearing

中興新村轉型為高等研究園區
公聽會報導

文 / 建管組 陳妍君

為在行政院「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定

積極推動之「愛台12建設」施政願景，本局自

案前聽取地方心聲，4月24日吳敦義立委、林

當型塑中彰投產業創新走廊之火車頭，帶領中

明溱立委及張顯耀立委共同於台灣省政府召開

部產業轉型升級而努力，未來除了賡續辦理台

公聽會，包括行政院經建會黃萬翔副主委、本

中、后里、虎尾園區之建設，亦同步開發二林

局陳銘煌副局長、營建署葉世文署長、南投縣

園區及辦理中興新村轉型為高等研究園區，落

李朝卿縣長、陳志清副縣長、陳啟吉省諮議

實馬總統打造台灣成為「全球創新中心」的目

員、洪國浩省諮議員、南投市許淑華市長，及

標。

多位市民代表、里長都出席聽取經建會簡報。
公聽會中先由經建會黃萬翔副主委說明
「中興新村發展為高等研究園區先期規劃草
案」後，地方代表紛紛踴躍提出對中興新村發
展方向之建言，黃副主委與本局陳副局長也於
會中回應與說明。本次公聽會達成共識為：
「先進後出、先建後遷、先公後私、相容共
生、加速行動」（即廠商先進駐、新建廳舍先
完成再遷移機關、公家單位先進駐後廠商再進
駐，先開發公有地再開發私有地，以相容共生
為規劃原則、加速行動落實規劃案）。
本局會將本次公聽會地方之意見納入籌設
計畫參考，由於本項任務係配合馬總統上任後

公聽會當天現況

吳敦義立法委員（左2）、林明溱立法委員（左1）與南投縣李朝卿縣長（右2）共同召開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公聽會，由經建
會黃萬翔副主委（右3）說明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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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4th Asian Science Park Association (ASPA) Leaders Meeting

參加亞洲科學園區協會第4屆領袖
會議記實

文、圖 / 投資組 游志祥

竹科管理局董良生副局長(左2)、ASPA李鍾炫主席(右5)、越南和樂園區VAN LANG主席(右4)及本局游志祥技正(左1)出席ASPA會
議，一同合影

中科自開發以來，不論促進中部地區發
展及對台灣經濟貢獻，成果是有目共睹；然而

南當地代表，藉此機會與該協會成員交換園區
開發經驗，增加國際合作機會。

在經過這一段跳躍式發展及金融海嘯後，如何

會中，越南科技部Tran Quoc Thang部長

汲取世界各科學園區開發及管理經驗、維持園

親自蒞臨致歡迎詞，表達越南政府對高科技發

區永續發展，便成為重要業務之ㄧ；為此，本

展的決心，ASPA現任主席李鍾炫博士發表一篇

局在今年度又再度派員參加亞洲科學園區協會

「Where ASPA will go?」，精彩有深度的內容，

(簡稱ASPA)於5月20日至21日由越南和樂高科

讓人耳目一新；竹科管理局董良生副局長也以

技園區於河內舉辦之第4屆領袖會議，參加者

台灣如何渡過金融海嘯為主題，說明政府目前

包括印度、馬來西亞、韓國、日本、約旦及越

推動各項政策及初步成效，獲得會場內極大迴
響；隨後，安排至和樂高科技園區參觀，該園
區開發迄今近10年，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基礎
建設，現正為後續辦理招商所需，積極與竹科
及本局洽談國際合作事宜。
在越南短短幾天裡，雖然到處還在開發
中，但其中，越南高科技園區在政府大力支持
推動下，相關科學工業、產業聚落發展以及創
新研發上，後勢看好；所以，希望未來能積極
爭取舉辦類似的國際會議，與世界各國科學園
區交換發展及管理經驗，為中科持續發展提供

會後參觀和樂高科技園區

更多元方向。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Newsletter



園區要聞

Labor Day Activities - Singing Contest

活力幸福職場‧五一星光啟航
文 / 環安組 許金滿‧圖 / 投資組 方琬淳、環安組 陳武煜

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左前4）、本局楊文科局長（左前5）頒獎表揚園區模範勞工並合影留念

本局為打造園區職工幸福職場，今年規劃一

的人力，故管理局對於勞工朋友職場安全與權

連串的活動並特別選在五一勞動節，由「中科星

益的維護更加重視，如經常辦理講習活動、不

光夢-模範勞工表揚及歌唱比賽」精采啟航。

定期督導雇主遵行勞基法、性平法規定等，這

首先由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與本局楊文科

就是政府的責任。楊局長致詞時強調，為建構

局長共同頒獎表揚園區98年18位模範勞工，更

中科幸福職場，今年規劃的活動更為豐富，除

具意義的是，來自華邦電子公司的張文彬先

援例辦理免費電影欣賞、五一慶祝活動外，將

生，經本局薦送，在全台179位模範勞工中脫

再辦理名人講座、球類競賽、員工教育訓練、

穎而出，獲選為全國模範勞工，這是中科勞工

跳繩及拔河大賽、親子風箏節、漆彈大賽等

朋友難得的榮耀與驕傲。

「中科Our運會」。這種種規劃，目的只有一

陳副主委致詞時，讚許中科是一個充滿年
輕活力與創意的園區，並肯定楊局長對於各項

個，就是想讓中科人「工作在中科、快樂又幸
福」。

任務與挑戰的卓越表現；副主委進一步表示，

活動緊接著進行歌唱比賽，今年報名盛況

去年全球及國內景氣遭受金融海嘯衝擊，經濟

空前，來自13家園區事業單位近70位中外好

呈現衰退情況下，中科仍可迅速發展，維持相

手，使出渾身解數角逐高額獎金，比賽過程緊

當程度的成長，主因之一就是園區擁有優質

湊且趣味橫生。整座圓形廣場充滿著高手過
招、戰況激烈的火藥味。成績揭曉，第一名由
主新德科技公司田琳智小姐勝出，第二～四名
則由友達光電公司亞拉歐、彭義雲、馬榮等3
人奪得。此外還邀請到星光三班歌手林芯儀及
COLOR 樂團共同演出，林芯儀除擔任比賽評
審外，她的壓軸演唱，魅力無法擋，令全場

星光夢歌唱比賽圓夢的喜悅！第一名田琳智（右1）、第
二名亞拉歐（右2）、第三名彭義雲（左2）、第四名馬榮
（左1），中間為頒獎者本局環安組張秀美組長

HIGH 翻天，也讓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畫下歡
樂句點。



中科簡訊 2009.6

園區要聞

Evaluation of Talents Cultivation Subsidy Plan 2009

98學年度人才培育補助計畫評選
文、圖 / 投資組 林逸華

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為產業人

會、增加適合科技人才供給，為園區廠商所需

才紮根套案之一，主要目的在因應產業需求、

人才建立一儲訓管道與機制。經過三年的實施

推動企業實習、加強專業技能、提高就業機

後，其執行目標、規範及流程已建立一個完整
的架構，全國大專校院已有84所學校、110個
模組課程及企業實習生專案課程，8,143人次
的學生藉由本計畫的執行而實際與業界有所交
流並習得相關實務技能，更衍生出進一步的產
學合作契機，如此豐碩的成果可以說已完成了
本計畫預期產學合作目標。
98年度計畫在國科會輔導及三個園區編列
預算及行政作業配合下，提案件數共有94件，
其中包含積體電路、光電、通訊、精密機械、
生技、電腦及週邊、數位內容及其他等八大領
域。三個園區提案之比例分別為竹科40％、中
科25％、南科35％。經過初審、複審等作業程
序後，已於4月22日經評選委員複選決定98學
年度補助案件。
本學年度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評選會於國科會2樓會議室舉行，由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
(上圖)、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下圖)共同主持

共核淮學校50個模組課程，其中中部地區共通
過核准補助東海大學、大葉大學等13所學校16
個模組課程，補助經費約1,030萬元。

評選會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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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學校名
東海大學

領域別

模組課程名稱

其他(環安)

高科技廠之資源管理與污染防制模組課程

精密機械

精密機械設計與檢驗

通訊

通訊產學模組

精密機械

產業機器人於太陽能/顯示元件/半導體製程設備之實務

精密機械

精密加工實務

數位內容

數位內容人才培育模組課程

其他(環安)

高科技產業水資源處理、環安管理暨節能實務

生物科技

植物藥活性成分之篩選與評估技術及專題實作

朝陽科技大學

積體電路

積體電路(IC)測試人才培育

中州技術學院

精密機械

主軸精度與工具機精進及加工驗證模組課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積體電路

半導體─微機電整合製程技術

慈濟技術學院

數位內容

3D互動多媒體技術

明道大學

光電

奈米光電與真空技術實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

太陽能電池模組課程

靜宜大學

電腦及周邊

企業資源規劃人才培育模組

南開科技大學

電腦及周邊

網路及自由軟體應用

中區13校

16件

總經費約1,030萬元

北區13校

16件

總經費約946.3萬元

南區12校

18件

總經費約1,000萬元

大葉大學

修平技術學院
僑光技術學院
弘光科技大學



園區要聞

The Park Enterprises Visiting Team Continued to Enhance Park Service Quality

本局廠商訪視小組持續提昇園區之
服務品質
文 / 工商組 陳志達

本局為持續提升服務品質，本年度廠商

公司之訪視，所提出之建議包含西區自來水供

訪視計畫工作小組分由本局楊文科局長、陳銘

水設施期程、園區交通動線改善、園區導覽圖

煌副局長、郭坤明副局長及王莉娟主任秘書率

設置、加強園區生活機能建置、勞安作業輔

隊，逐一參訪已入區之各廠商以求務實的深入

導、山坡地水土保持、廢棄物處理計畫、針對

了解廠商的需求，並提出解決方案。

園區學校、醫療、景觀、生活機能、公共工程

至四月底止，本局已完成友達、全微、祐
祥、福彥、懷寧、威山、台金、程泰、亞崴、
高鋒、和大、台灣應材、台灣康寧、主新德等

等基礎建設、研發及人才培育補助等議題，本
局均將研擬後續處理方案逐一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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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Green Energy Industry Seminar

叫好又叫座

節能減碳綠色能源產業研討會

文、圖 / 園區公會 游鈞華

園區公會謝其嘉理事長為配合馬政府推動

說，無疑是繼半導體、光電之後另一項艱鉅的

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帶動兆元新能源產

挑戰，也由於相關太陽光電及LED照明重點廠

業，計劃在北、中、南三個科學園區分別舉辦

商，大都集中在科學園區，故如何集結廠商力

「綠色能源產業旭升研討會」。此一研討會已

量，配合政府獎勵政策，再創我國經濟高峰，

由中區辦事處率先在5月18日舉行，會中吸引

將會是科學園區未來發展重點方向。

了中科廠商與中部大專院校師生共40餘人前來
聽講。會中特邀請聯勝光電劉斌暉經理、玉晶
光電張榮興經理及聯相光電韓宗立資深副總發
表相關議題演說，希望能夠吸引更多關心「節
能減碳、綠色產業」的企業和公部門來共襄盛
舉。
而這項新興產業的推動，對科學園區來

上課學員聽講神情

產業脈動

CTSP Sale in Mar.-Apr. Reaches NT$29.5 Billion/ US$905 Million, with 55% Growth
Comparing to That in Jan.-Feb.

98年3-4月中科營業額達新台幣295億元，較1-2月成長達55%
文、圖 / 投資組 鍾文博

自97年9月全球金融海嘯以來，國內外高

19.26％；24家精密機械產業營業額約為新台

科技產業受到衝擊，營業額逐漸下降，至97

幣7.27億元，比重約佔2.46％，其餘6家生物

年12月出現營業額谷底現象，分析中科98年

科技、3家電腦週邊及6家其他產業營業額約為

1、2、3及4月營業額已較97年12月分別成長為

新台幣2.07億元，合佔比重約0.7％，詳細資

1％、21％、55％及90％，98年3─4月營業額

料請參考附表。

亦較前期1-2月營業額成長達55％，明確顯示
終止97年第4季以來的下降趨勢，營業額確定
觸底反彈開始往上成長，展望98年度後續月份
受到景氣持續復甦影響，營業額應可再進一
步提升，98年度營業額預估可望達成新台幣
2,500億元以上目標。
統計中科98年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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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97
億元，佔最高比重77.58％；5家積體電路產
業次之，約為新台幣56.84億元，比重約佔

98年3至4月中科營業額統計資料表

產業別

營業額

百分比

光電

22,896,866,794

77.58%

積體電路

5,684,427,785

19.26%

精密機械

726,999,840

2.46%

電腦週邊

34,152,487

0.12%

生物科技

33,843,669

0.11%

其他

139,274,591

0.47%

合計

29,515,565,16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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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脈動

CTSP New Partner— L. K. Machinery Corp.

中科新夥伴─

力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文、圖 / 投資組 鄭紹君

力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臥式綜合

才培育及國家整體效益亦有幫助； CNC 工具

加工機、航太零組件、立式鑽孔攻牙機及鋁鎂

機採用雙螺桿設計，可增加伺服剛性有利於高

合金、筆記型電腦外殼、手機外殼的加工及

速加工，立柱及底座採用一體設計，有利於穩

汽、機車零件、模具和3C產品之開發設計、

定性提昇。

加工與應用。力勁集團於1985年成立於香港，
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2.11億元，並於2006年於
香港掛牌上市，同年將臺灣子公司遷址並設廠
於台中(原力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於2002年設
立於高雄)，主要從事工具機設計、製造及銷
售，並兼具集團工具機之研發中心。
力勁公司之開發產品，均屬於基礎精密產
業，對於國防工業提供相當之助益，且對於人

該公司產品：鑽孔攻牙機

文、圖

科技小語彙

/ 投資組 鍾文博

藍光光碟( BD )是

業務，持續多年的次世代光碟格式之爭正式

由SONY及PANASONIC

由藍光光碟為主要市場規格。我國則於2005

等企業組成的「藍光

年由工研院率先研發提出台灣首顆藍光光碟

光碟聯盟」規劃繼

機光學頭及光機模組，目前中科相關產品廠

DVD 之後的次世代光

商則有福彥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為生產

碟主要產品，產品命名主要是因為採用波

藍光光碟機，並研發改善藍光光碟機機芯平

長405奈米的藍色鐳射光束來進行讀寫操

衡基座及傳動機構，降低噪音及磨耗，增加

作而定（ DVD 採用波長650奈米的紅光讀寫

使用壽命，初步並已掌握部分核心技術，然

器），藍光光碟可以用來儲存高品質及高容

而因國內相關業者早期並未加入 SONY 的技

量的影音訊號及數位資料，單層的藍光光碟

術研發團隊，研發進度實際上有落後其他國

容量可達25GB以上，足夠錄製一個長達4小

家的現象，為創造我國藍光光

時的高解析度影片，是 DVD 容量的5.3倍，

碟相關產業的發展，國內應

雙層的藍光光碟容量更可達到46或54GB，容

儘速整合系統廠商，鼓勵研

量非常可觀。2008年初，隨著競爭對手 HD

發及降低成本，以掌握該產

DVD 領導者東芝宣佈在3月底結束所有相關

業經濟契機。

藍光
光碟
Blu-ray Disc,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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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交流

文 / 投資組 蕭怡欣‧圖 / 投資組 蕭怡欣 蔡禕倫、方琬淳

5月18日楊云華輔導員(右1)帶領
台中啟聰學校50名學生參觀中
科，並於大廳一同合照。

5月14日彰化區漁會陳諸讚總幹
事(右4)、張平順理事長(右3)率
漁會成員拜訪中科，在本局郭坤
明副局長(右2)陪同下參觀中科
污水廠。

5月13日，勞委會中部辦公室同
仁一行60人由林宏德專門委員
(前3排右5)帶領下蒞臨參訪中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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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林尚平院長(前左3)率師生38人
蒞臨中科參訪並聽取高僑自動化
公司簡介。

5月6日，國立暨南大學國際企業
學系師生一行108人蒞臨中科參
訪，由本局郭坤明副局長(站立
者)接待。

4月30日，彰化縣社會領域國中
教師在溪陽國中吳柏林校長(前
右4)帶領下蒞臨中科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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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講習

Fundamental Ability Practice— The Lecture of Official Documents Writing

練好基本功─

公文寫作講座
文 / 人事室 陳芙萱‧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為提升同仁公文

「布」與「佈」等，問題雖不大，但卻會影響

寫作技巧，本局於4月

公文品質，因此特別請張主任幫忙釐清。而張

29日邀請林務局人事

主任也從公文的介紹開始，分別講解對上級單

室張甫任主任蒞局講

位、下級單位及平行單位的會簽、函文等公文

解「公文寫作」。本

撰寫的方式，將公文的製作要領、製作規範做

場次由本局王莉娟主

有系統的分析介紹，令在場同仁獲益良多。

任秘書開場引言，並

此次演講十分精彩生動及實用，也破除了

舉同仁於日常公文寫

許多我們過去錯誤的習慣，張主任並熱心提供

作上容易遇到的一些

他的聯絡方式，歡迎有需要者洽人事室索取。

問題，如「作」與「做」、「畫」與「劃」、
訓練講習

Machinery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 and Transformation Forum

創新發達通─

機械產業發展趨勢與升級轉型研討會
文 / 投資組 林逸華‧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為因應國外環境惡劣，協助國內機器產業

產品平價化及機械產業升級轉型」等議題，安

共度難關，經濟部擴大推動工研院技術專利及

排工研院相關主管與所有產業先進共同探討，

研發成果，協助業者建立關鍵技術之開發能量

相信對中部地區機械產業有相當大的助益。

及技術產業化，進而提昇業者國際競爭力及技

中科目前已引進均豪、程泰、亞崴、和

術層級，特由工研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於4月

大、高僑等32家精密機械相關產業進駐，未來

29日，假本局401會議室舉辦「創新發達通-機

「高等研究園區」包括工研院中部分院、資策

械產業發展趨勢與升級轉型」研討會。本局楊

會等多個研究單位都

局長當日特別蒞臨歡迎所有產業先進一起為中

準備進駐，相信更能

部機械產業的未來發展努力，並表示研討會之

推動中部地區機械產

相關議題將作為中部地區發展為精密機械產業

業的發展，持續研發

重鎮的藍圖，也同時為中科未來推動多元發展

技術及培育產業人

的依據。

才，帶動產業升級，

活動針對機械「產業服務能量、政府資源
應用、產品加值、機械產業在能源領域應用、

為開創中部地區產業
發展而努力。

本局楊文科局長特別蒞臨歡
迎產業先進共同關心中部地
區機械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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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講習

Design “Heart” Life, Happiness Knocks the Door

設計『心』人生‧幸福來敲門
文 / 環安組 許金滿‧圖 / 環安組 陳武煜

鑑於去年全球金融風暴影響，經濟景氣跌

物質充實，心靈空虛的「豐富貧窮」卻難以滿

到谷底，「無薪假」的實施，使園區勞工朋友

足。所以每個人要學習把握當下、珍惜並滿足

面臨巨大且多層面壓力，本局特邀請中台禪寺

現在所擁有的、保持快樂，從心出發，就能開

副住持釋見達法師，於5月6日為園區從業人員

創新人生，更期

演講「設計心人生」，協助大家尋求紓壓妙

許大家要做自己

方、走向幸福快樂之門。

人生的 master ，

釋見達法師首先拋出問題，「產品為何要
設計？」「人生為何要設計？」讓大家思考。

不是淪為人生的
waiter。

大師說明，人生若不設計，便會「報廢」，所

法師深入淺

以應力踐「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因

出的演講，悄悄喚

為過去不足、對現在不滿意、未來期待更好，

醒聆聽者沉睡的心

使人生陷入困境，衍生一連串問題；而人生瑕

靈，也啟迪了新的

疵在於害怕失去，「匱乏貧窮」容易滿足，但

人生思考。

名人講座第一場次，由中台禪寺
副住持釋見達法師主講「設計心
人生」

訓練講習

Security Management Practice Forum and Plan Announcement on High Risk
Operation

高風險作業安全管理實務研討會
暨計畫說明會

文 / 環安組 陳冠宏

本局為協助園區事業單位建立高風險作業

有限公司工安環保部李建坤副理分享該公司高

承攬管理制度，並強化相關承攬商、營造工程

風險作業與承攬安全管理實務；另由本局環安

之安全衛生管理能力，今年特委託弘光科技大

組劉時穎科長講授「局限空間作業安全及案例

學辦理「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高風險作業輔導暨

說明」，讓與會來賓瞭解法規對於局限空間作

評核計畫」，計畫期間自即日起至98年11月30

業的相關規定，以及原事業單位所應採取的承

日止，由該校環安系賈台寶教授執行，並邀請

攬管理措施等。期藉本計畫之執行，協助園區

相關專家學者臨廠進行輔導暨評核業務。

事業單位建立高風險作業承攬管理制度，並強

為讓園區事業單位瞭解該專案計畫執行內

化相關承攬商（營造工程、高風險作業）安全

容，本局訂於98年4月24日辦理「高風險作業安

衛生之管理，提昇相關作業勞工之安全衛生知

全管理實務研討會暨計畫說明會」，會中除說

識及技術能力。

明計畫內容外，並邀請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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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講習

How the Public Organization Responds to “Mediation First, Arbitration Later” Policy

「先調後仲」制度應如何因應
文、圖 / 工商組 林亮宇

為增進本局同仁對於「先調後仲」制度應

訟外紛爭解決機制（ADR）也做了深入探討。

如何因應，提昇本局法制作業品質，本局特於

講演內容相當精采豐富，聽講的同仁亦把握中

4月29日邀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規劃有關「機

場休息及會後機會，紛紛向李律師請教與工作

關對於『先調後仲』制度應如何因應」之研討

有關的許多問題，李律師也提供思考的方向，

會。特邀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工程仲裁委員會

解決同仁心中的疑惑，本次演講即在李律師與

主任委員李家慶律師擔任主講人，本局陳銘煌

同仁熱絡的互動中，圓滿結束。

副局長主持會議時表示，歡迎各機關同仁至中
科共襄盛舉外，亦勉勵同仁應把握機會學習，
正確地適用法律，為促進社會進步與公義一同
努力。
李律師直接由工程民事案例切入，分析工
程法律裡的基本概念，剖析工程爭議型態，與
分類方法及常見之工程履約爭議類型。接著說
明如何提升「先調後仲」之仲裁品質，針對訴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工程仲裁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家慶律師
（前排左4）、王志興秘書長（前排右3）及聽講同仁一同
合照

訓練講習

A Record on “Park Disaster United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Educational Training 2009”

98年度「園區災害聯防應變教育訓
練」記實

文、圖 / 工商組 陳志達

本局98年度「園區災害聯防應變教育訓

區緊急通報機制之效能」之議題廣泛討論，並

練」於5月6日上午舉辦，邀請國立雲林科技大

釐清以園區廠商之建築結構及配置特性，設置

學環安系郭昭吟副教授，以「災害緊急應變計

疏散避難廣播系統並無實益，而應以簡訊、電

畫之建立與運作實務」為主題，並提供災害緊

話、專家系統或無線電系統搭配，達到即時通

急應變計畫之實例供參訓廠商參考，本次訓練

報及溝通之效能。

園區廠商共39人參加。
郭副教授透過其擔任中部環境毒災應變隊
計畫主持人之實務經驗，指導園區廠商針對各
種天然及人為之災害進行潛勢評估，並解說建
立緊急應變計畫之項目及要領。其後由本局工
商組劉明慰組長主持座談，針對「如何增進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安系郭昭吟副教授講授「災害緊急應
變計畫之建立與運作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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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胡志強市長及盧秀燕立委

98年4月28日，本局與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拜會台中市胡志強市長、盧秀燕立法委員，中央與地方攜手共同為中科的發展而努力。{同
業公會謝其嘉理事長(前排左3)、胡志強市長(前排右3)、本局楊文科局長(前排左2)、同業公會童兆勤監事長(前排右2)、盧秀燕立法委
員(前排右1)、同業公會沈國榮副理事長(前排左1)}

中科巡巴通車典禮

98年5月1日，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右3)、本局楊文科局長(左3)、大雅鄉公所李政峯主任秘書(左2)、本局郭坤明副局長(右2)、元盟交
通公司張石連董事長(左1)及園區公會游鈞華處長(右1)一同為巡迴巴士通車典禮剪綵

「中科產學訓就業博覽會」記者會

98年5月21日產學訓就業博覽會記者招待會，產學訓協會蕭介夫理事長(中)、楊文科副理事長(右2)、同業公會游鈞華處長(左2)、產學
訓協會黃永勝秘書長(右1)及黃德成財務長(左1)共同期許5月25~26日之產學訓就業博覽會能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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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

CTSP’s Prevention Measures on H1N1 Virus

H1N1新型流感中科之防疫措施
文、圖 / 員工診所 劉亮吟、秘書室 陳萬教、工商組 陳志達

cdc.gov.tw，觀看即時訊息。
因應H1N1新型流感疫情，本局已於98年5
月1日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並啟動防疫措施，除
以網頁及電子公告方式通報園區各事業單位加
強防疫措施，妥善清潔、消毒工作外，並宣導
如有自 H1N1 新型流感流行地區返國之員工或
來訪者，應早晚量測體溫，監測並自我健康
狀況7天；如有流感的症狀，應立即戴口罩就
醫，並主動告知醫師症狀、旅遊史及是否曾與
H1N1疑似或確定病例近距離接觸等資訊。
為配合防疫政策，中科員工診所、園區同
本局一樓大廳所置放的自動手指消毒機

業公會及管理局分別於98年4月30日、5月5日及

國內 H1N1 新型流感之疫情等級，已於98

5月21日辦理三場防疫宣導會。4月30日特聘請

年5月20日提升至第二級(黃燈)，並於5月21

員診何致德醫師來介紹A型新型H1N1的防護，

日晚上確認第三例境外移入 H1N1 新型流感病

並於工商大樓一樓公佈欄設立A型新型H1N1流

例，本局呼籲園區各事業單位加強防疫措施，

感的專區，每日將最新資料提供給民眾瞭解；

如有自流行地區返國者，應自主健康管理7

為了讓宣導訊息更有效益於員診網頁超連結中

天，或可撥打專線1922諮詢；如在未來2─7天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之A型新型H1N1防疫區。

出現發燒、咳嗽等類流感不適症狀者，應配合

隨著全球疫情的不斷蔓延，本局環安組警

疾管局之防疫措施，先通知衛生單位，不可逕

覺防疫之嚴重性與迫切性，故協同園區公會於

至醫療院所。若想暸解最新的流感疫情訊息，

5月5日擴大邀請所有廠商參與A型新型H1N1的

可上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頁http://www.

防疫座談會，特邀行政院衛生署中區感染防疫

中區感染防疫指揮官的王任賢主任親臨授課解惑

虎尾園區JSR公司H1N1新流感防疫說明會，邀請園區同仁及
鄰近居民共同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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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的王任賢主任親臨授課解惑，充分講解

口罩等防疫物質供同仁執行防疫使用。對於來

H1N1 新型流感病毒之傳染機制及防疫措施，

訪外賓及同仁實施自主管理，於一樓入口處置

並預估以此病毒喜生於冬天之特性，年底秋末

備自動手指消毒機，力行「勤洗手」措施，避

冬初之際可能為傳染高峰期。而虎尾園區的捷

免傳播病毒。

時雅邁科公司也於5月19、20、21日舉辦三場

勤洗手，養成良好衛生習慣，並注意呼吸

H1N1新流感防疫宣導說明會，邀請同仁、園區

道衛生及咳嗽禮節，為流感防疫之最佳措施。

廠商及附近村里民一同為疫情把關。

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有咳嗽

此外，本局秘書室針對新型流感防疫積

等呼吸道症狀時應戴口罩，與他人交談時，

極準備，管理局行政大樓及工商大樓已全面加

儘可能保持2公尺以上距離；生病時應在家休

強清潔及消毒措施，並已備置紅外線熱線測溫

息，除就醫外，儘量避免外出，期能透過全體

儀、紅外線額溫槍、酒精、漂白水等消毒劑及

國民之好的衛生管理，避免流感之散播。

園區活動

Honor of Receiving an Excellent Evaluation Person Award

得獎感言─

榮獲全國績優研考人員獎
文、圖 / 工商組 李榮藝

5月12日上午，帶著喜悅的心情前往新竹科

需齊頭並進快速推展，務期以最高的效率、最

學園區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國際會議廳，接受

佳的品質來提升廠商的滿意度，因此如何將機

98年度全國績優研考人員之頒獎表揚。從行政

關各階段的任務及目標與策略，化為施政計

院研考會江宜樺主任委員手中接下此項象徵研

畫，提高管考的強度，有賴良善制度的建立與

考人員最高榮譽之獎狀，內心有著說不完的感

落實的執行。值得慶幸的是，來自竹科經驗豐

謝。幸能獲得此項殊榮，實應歸功於各級長官

富的長官，帶領著年輕有活力素質高的堅強團

之指導以及一群優秀的幕後英雄─工商組全體

隊，為園區的建設注入了許多新的思維與彈性

同仁平日默默的奉獻與付出，能與大家一起成

應變的方法，邁向最有競爭力的園區指日可

長學習是我工作經驗中燦爛的一段時光。

待。

研考工作在機關中，特別是中科，扮演著
關鍵性的靈魂角色。在首長之督導與重視下，
負責機關願景擘劃、施政管考統合協調的橋樑
功能。本局由於掌理事項龐雜，業務性質的多
樣化及涵蓋的範圍有如一個小的行政院及地方
政府，工作特性使然，研考的內涵已遠遠超越
一般行政機關。年輕的中科，因既有園區營運
暢旺、營收急速成長，且新開發之園區陸續同
步建置中，來自各方的挑戰不斷，各項業務均

本局工商組李榮藝副組長(右)接受行政院研考會江宜樺主委
(左)頒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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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

The World Earth Day Series Activities—Clean Environment with Hands

世界地球日系列活動

動手做環保
文、圖 / 台灣康寧公司 簡裕明

4月25日，晴，原本的氣象預報看來是不
準了。

周邊的雜草堆裡有著滿滿的垃圾雜物，也凸顯
出民眾的公德心，的確需要再教育。我們撿出

今年，台灣康寧台中廠仍然持續舉辦

了很多整包垃圾，看來就是民眾隨手一丟的結

動手做環保活動，目的就是為了響應2009

果。過程中，最受感動的是，有一輛行經的轎

─2010世界地球日的主題「綠色世代 Green

車駕駛，特別豎起大拇指向我們致意。有了其

Generation」，透過同仁與眷屬的共同參與，

他人的鼓勵，在大太陽下的辛苦是值得的。

對於週遭生活環境的共同關心、改善，進而推

接下來到了慈濟東大園區，你會發現，這

廣到個人所居住的環境週遭，盡到企業公民的

個社會上有著更多人在為了地球默默耕耘著。

社會責任。

我們平日所做的分類，在他們的解說下，發現

去年的活動中，台中廠廠長（現任總廠

還有更多可以回收的物品，而我們如果更用心

長）陳嘉禧提到：「這個活動要持續讓不同的

的分類，真正屬垃圾需要丟棄或焚燒的部份少

人來參與才會更有意義」。今年，在新任蔡

之又少。而且，因為不回收所造成的環境污染

忠恕廠長的帶領下，除了到慈濟參與資源回收

將是我們的後代子孫所需承擔的。例如：一顆

分類之外，也首次將台中廠周邊道路清潔認養

電池埋入土壤，將會使得一平方公尺的土地永

工作加入這次活動當中。從西南哨外到國安二

遠污染失去利用價值。

路這短短500公尺的產業道路上，是台中廠大

在活動當天，帶著我的兒子一同參與，過

部份員工每天進出的主要通道，但這條道路卻

程中他很認真的幫我拉著垃圾袋，當然也難免

是台中市的邊陲產業道路，平常鮮少人在清掃

調皮，但他卻告訴我：「爸爸，下次我還要再

維護，但是台中廠在以往就主動承擔起定期整

去撿垃圾」。他只有四歲，並不懂的地球與環

理道路兩旁野草的工作，並且透過改善精神，

境惡化對他的將來會有什麼影響，因為我只告

請里長向區公所爭取增設其中的水溝不鏽鋼欄

訴他，「我們不要隨便亂丟垃圾，就是好寶

杆，避免行經此處的居民/同仁因為視線不良

寶」，這個簡單他能懂的話，而且他也點點

而有可能摔入水溝的危險。

頭。其實，動手做環保並不難，只要你有心，

今年，更透過實際的打掃行動，來維護週

即刻開始行動。期待下次的活動也能看見你

遭環境的清潔，短短的500公尺，你很難想像

/妳的參與。 Be Green Now！

台灣康寧台中廠蔡忠恕廠長帶領員工在慈濟東大園區學習資
源回收

台灣康寧台中廠員工與眷屬利用假日在場區外西平南巷清理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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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

Working in Limited Space Danger Prevention Announcement

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預防宣導會
文、圖 / 環安組 江國忠

本局於98年4月29日辦理「局限空間防護

局限空間危害辨認之重要事項包含有空間氧氣

與個人防護具使用宣導會」，特別邀請台北市

濃度在18％以上及百分之23％以下、空間中可

工業安全衛生器材商業同業公會賴燦榮理事長

燃性氣體之濃度低於爆炸下限的30％、空間中

擔任「局限空間防護與個人防護具使用」課程

硫化氫濃度在10 ppm 以下、空間中一氧化碳

講座。本次宣導會之目的，係使園區事業單位

濃度在35 ppm 以下、空氣中其他有害物不得

充分了解局限空間作業安全防護與危害預防。

超過「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

本次局限空間防護與個人防護具使用宣導

準」之規定、空間中無感電、掩埋、切割夾

會之內容包括防護具之有效性及選擇理由，防

捲等物理性危害、局限空間中無高溫或低溫

護具之性能、特徵、限制及使用時應注意事

危害、局限空間中無鼠蛇蟲類咬傷之危害等8

項，防護具正確且迅速配戴及脫卸方法，防

項。

護具密合度檢點及測試辦法，防護具可使用時

此次講座內容精采豐富，賴理事長以深入

間之判斷辦法，密合度不佳或故障排除辦法，

淺出、活潑的說明方式，讓與會同仁及園區廠

緊急狀況之辨認及處理對策，相關法令規章。

商直呼實在是受益良多，賺到了。

局限空間防護與個人防護具使用宣導會現場情形

賴燦榮理事長(右1)講授局限空間防護與個人防護具使用課程

中科電影院6月份大Fun送

文、圖 / 環安組 許金滿

播放地點：中科管理局一樓101會議室
06/17（三）沒問題先生

卡爾艾倫(金凱瑞飾)是一個作風保
守，只能說 No 的上班族，不願出門
沒有朋友，直到他加入一項「 Yes 計
畫」，凡事都說Yes，從此展開全新的
生活，驚喜不斷。

350吋超大螢幕，
五星級電影院的視聽享受，
邀您免費共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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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ffith's Ash around CTSP Standard Factory

中科標準廠房的

光臘樹

文 / 營建組 蔡紹斌‧
圖 / 營建組 蔡紹斌、投資組 方琬淳

正當我在中科遍尋不著五月的樹
時，心想著，莫非五月花要開天窗了！？
走出台灣應材公司所在的標2廠房，正苦思著樹在那裡
時，映入眼前的是掛在樹梢搖曳團團的黃白花，啊，是光臘
樹！一種土生土長在台灣低海拔闊葉林中的造林樹種，近年
來因其樹形優美，而被栽培作為庭園樹、行道樹。
五、六月間，若不近看，光蠟樹梢黃白色的、讓人分
不清到底是花是果？黃白色、圓錐花序的小花開在樹梢，
花後、長2～3公分的長線形翅果，結成圓錐狀，偶而隨風
昂首仰起，多半時間因為重量的關係，拉著在枝頭下垂，
而模糊了光蠟的樹形；雖說他的葉有著奇數羽狀複葉、小
葉全緣、兩端尖銳的諸多特色，但我知道在許多人眼中，
不過就是葉子一片！隨著歲月的增長，他的樹幹會有拼圖
般的小薄片狀剝落，在樹幹上形成雲朵狀的紋路，但這些
特色都不及他是獨角仙所嗜食的樹種那麼廣為人知，相信
有許多人是因為獨角仙而認識光蠟樹的。
時下年輕人對日本的流行文化著迷甚深，但日本卻愛
上了台灣土產的光臘樹，在引進之後的栽植情形比在台灣
(上圖)光蠟樹的圓錐花序
(下圖)光蠟樹樹幹上開始產生拼圖般剝落的紋路
(右上圖)光蠟樹的翅果

更為普遍；曾經在標2廠房待過的朋友，抽個空回去探望一
下已經比剛種時長高一倍的光蠟樹老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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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P Bikers Racing at Chi-chi Township

紅腳丫之集集飆車行
文 / 投資組 方琬淳‧圖 / 投資組 方琬淳、建管組 陳妍君

在ㄧ個晴空萬里，烈日高照的周末假期，

後，在實力水準相當懸殊之下，終究是敗陣下

紅腳丫車隊來到了南投-龍泉車站旁的兵整中

場。而第二組成員則是走親子路線，少了現實

心，一行人大搖大擺地踏入雲豹裝甲車基地，

殘酷的競賽，取而代之的是溫馨和樂，還有人

參觀國軍各式的戰、甲、砲車等裝備。而活動

一出場就先與旁邊護欄來個親蜜之吻，但可別

重頭戲則是由兵整中心安排的裝甲車性能展

小看這組的婆婆媽媽，等幾趟熱身賽過後，黑

示，坡面、石礫路、及水道等的綜合操練，最

馬便挺身而出，不停超車甩尾，技術堪稱ㄧ

後在施放閃光煙霧彈的轟隆炮聲下，整個操演

絕。

圓滿結束。看完演練，已逼近中午時分，大夥

之後轉往集集小鎮，大家沿路嘻嘻鬧鬧、

兒各個是飢腸轆轆，便任由著老饕帶領大家前

走走停停，時間也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流逝，轉

往當地頗負盛名的一家牛肉麵店，也不知道是

眼間大紅太陽西邊掛，也到了啟程回家的時

不是真的肚子餓了，大家狼吞虎嚥地橫掃桌面

刻，而在歸程中還欣賞了一場「吉普阿諾」

上所有菜餚，至於味道嘛?只能說肚子餓什麼

的特技表演，看著吉普車在平衡木上搖搖晃晃

都好吃!

地保持平衡，每個人可都是捏了一把冷汗，因

祭完了五臟廟，養足精神，終於要開始活

為我們同仁就自告奮勇地坐在車子裡呀!所幸

絡筋骨、運動運動ㄧ番，只是這次我們不飆

阿諾的工夫實在了得，雖然驚險無比，但還是

小折兩輪車，改走四輪傳動路線的 go-kart 競

安然無恙，對同仁來說也算是一個很特別的經

技。首先將成員分成兩小組，而小女子我剛

驗。而今日的紅腳丫之行，就在裝甲車、小賽

好有此榮幸分發至競速組，在321的倒數聲令

車與吉普車中劃下了完美句點，每個人就帶著

下，同組對手是殺紅眼地往前狂飆，不管我如

曬紅的雙頰與酸痛的兩臂，踏上歸途。

何努力甩尾加速追趕，仍將我遠遠地拋諸腦

本局郭坤明副局長(後排右2)帶領紅腳丫車隊感受競速的快感

來到了集集小鎮，買碗冰犒賞辛苦的車隊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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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iderate Bus Service of CTSP Makes You Take Bus Happily

中科的貼心‧讓您搭的開心
文、圖 / 秘書室 蔡方琪

4月13日中科巡迴巴士正式上路了，同仁

知，原來他們是居住於西屯路周邊的家庭主

們迫不及待趕搭第一波試乘，相約於午餐時間

婦，因為中科提供了一條西屯生活圈的接駁巴

搭乘綠線外出至西屯商圈用餐，不但午餐多

士，讓他們每日前往水堀頭黃昏市場採買更方

了新選擇，還省去外出找尋停車位的困擾。

便。而另一條橘線─高鐵線，除縮短至園區洽

日前，剛好家中有小孩生病住進澄清醫院，欲

公民眾往返高鐵-中科園區所花費的時間外，

前往探視，卻又想到醫院附近停車不方便，當

也為居住高鐵烏日站附近的同仁，提供了一項

下靈機一轉，何不多利用自家的巡迴巴士前往

省時又便利的交通工具。園區巡迴巴士不只是

呢？既省錢更省去找停車位的時間。搭乘的同

提供往返的服務，更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搭

時，車上有幾位看似非洽公民眾，交談下得

乘，親身體驗一下中科的美麗！

行駛在中科園區的小綠巡迴巴士

本文作者準備搭乘綠線的巡迴巴士

門診訊息

CTSP Employment Clinic Schedule in June

九十八年六月份門診表
診間
家庭/
職業醫學科

星期一
早診
夜診

101 何致德
102 洪東榮

星期二
早診
夜診

103

紓壓門診

103

復健理療

103 林秀謠 林秀謠 林秀謠
105 陳香霓

星期四
早診
夜診

星期五
早診

賴彥妙 劉秋松 何致德 何致德 何致德 何致德 林獻鋒 施旭姿

復健科

中醫
內(針灸)科
醫學美容中心

星期三
早診
夜診

張峻菁

張峻菁

廖建智

王玟玲

王玟玲

(6/22約診)

(約診)

(約診)

林秀謠 林秀謠 林秀謠 林秀謠 林秀謠

黃正豪 王玟玲

◎服務時間：
1、看診時間：上午8:30～12:00；夜間5:30～8:30
2、復健治療時間：上午8:30～12:00；夜間5:30～8:30
3、健康檢查者請於上午8:30～11:30報到掛號
4、看診須知：
a.看診請帶身分證及健保IC卡。
b.掛號費100元，部分負擔50元。

王玟玲

早上10:00至夜間7:00
c.年滿七十歲以上之老人及福保病患出示證件，免收掛號費。
◎電話：
掛號專線：04-25606712
24小時救護車專線電話：0800-295119
美麗專線: 04-25606712轉醫學美容中心 或0920177892
◎地址:台中縣大雅鄉橫山村中科路6號之6(管理局一樓)
◎網址：www.cmuh.org.tw/health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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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陳李賜楠

原服務單位：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臺中分處
服務單位：投資組
職稱：管理師
報到日期：98年05月08日

很高興和大家一起共事，
請各位多多指教。
黃玲蘭

原服務單位：嘉義縣政府
服務單位：建管組
職稱：辦事員
報到日期：98年05月18日

與大家一起努力，
達成我們共同的目標。

潘虹吟

原服務單位：工商組
職稱：科員
新服務單位：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離職日期：98年4月28日

周彥亨

原服務單位：工商組
職稱：副研究員
新服務單位：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離職日期：98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