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科學園區開發計畫
107 年度 7 至 12 月份大事紀
日

期

6/30-7/8

7/2
7/3

7/5
7/5

7/6
7/9-15

7/10

7/11

重

要

事

件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隊與逢甲大學、中興大學
共組招商代表團赴德國簽署四方（本局、逢
甲大學、佛勞恩霍夫積體電路研究所與愛爾
朗根－紐倫堡大學）合作備忘錄，並藉此行
程強化二林園區與中興園區招商，及積極鏈
結中科 AI 機器人自造基地與國際合作機會。
彰化縣水五金產業發展協會參訪中科，由本
局林梅綉主任秘書接待。
召開中科工安促進會(第二季)定期會議暨辦
理「足部人因性危害預防&有效運用作業環境
監測數據」專題演講。
農委會陳吉仲副主委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
蔡玲琳一等科技秘書接待。
辦理「科學工業園區貿易業務管理辦法」修
正草案研商會議；並於 7 月 25 日完成該辦法
預告及刊登行政院公報等事宜。
辦理「管理會計創新：作業價值管理（AVM）
研討會」
。
本局陳銘煌局長前往印度進行經貿參訪，並
與印度卡納塔克邦創新科技協會及竹科管理
局共同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建立台灣及印
度科技交流平台，落實台灣科學園區與新南
向國家之鏈結。
召開第 41 次工商服務大樓審查小組會議，通
過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正瀚生技(風味小組)
進駐申請。
四川省成都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黃興國副院長
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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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7/16

7/17-18
7/19-22

7/20-22

辦理「二林園區實地現勘活動」
，由本局許茂
新副局長主持領隊。計約有 30 餘家廠商，近
80 人參與，洪宗熠立法委員亦到場關心。
彰化縣政府通過「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二林
園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第二次變更案」
審查。
科技部陳良基部長陪同國會團視察中科園
區。
本局與園區生技廠商於台北南港展覽館
「2018 台灣生物科技大展」科技部科學園區
主題館中展出，中科廠商（中興園區）-正瀚
生技（股）有限公司榮獲「傑出生技產業金
質獎」。
科技部主辦「2018科技山手線．連結你我的A
I基地」暑期科技展，於中科自造基地盛大展
出。本展由科技部陳良基部長、科國司黃心
雅司長、臺中市政府林依瑩副市長、AIT環科
衛生官Anna Wang、高瞻計畫李德財召集人、
GLOBE亞太區主席Dr. Desh Bandhu、GLOBE計
畫 林 沛 練 召 集 人 、 泰 國 IPST Dr.
NisakornSaengprachum及本局陳銘煌局長等

7/25

貴賓共同啟動開幕儀式。
「科學園區政策評估說明書」通過環保署徵
詢會審議，後續將依委員意見彙整三園區修
訂資料後送行政院核定。
科技部陳良基部長與本局陳銘煌局長訪視中
興園區廠商正瀚生技（股）公司。
辦理靚德生醫(股)公司業務廠商訪視。

7/26

辦理「107 年度優良環保專責人員評選會」
。

7/20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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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7/30
7/30
7/30
8/1
8/1-2
8/1
8/1

8/3

8/3

8/3
8/4

局舉辦「中科 15 慶週年 AI 領航齊飛揚」週
年慶活動，與會貴賓有園區同業公會沈國榮
理事長、立法委員張廖萬堅委員、各大學校
長及廠商代表等。
辦理「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噪音陳情
案」專家學者（陳秋蓉院長）現場輔導會議。
台中園區污水廠取得環保署環教設施場所認
證。
辦理本局「2017 永續 CSR 報告書」初稿討論
會。
科技部辦理「107 年度第 2 次防範惡意電子郵
件社交工程演練」。
出席「107 年亞太地區戰略性貿易管控圓桌會
議」。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赴后里園區進行環評監
督現地查核。
於台北「台北國際自動化大展」本局陳銘煌
局長、工研院機械所胡竹生所長、三菱電機
海外事業部清水則之部長及原見精機蘇瑞堯
董事長共同見證，由本局補（捐）助衛星基
地計畫執行廠商原見精機與三菱電機共同研
發客製化人機協同設備 Finger Teach 首創新
品發表會。
美國西維吉尼亞州參議會財政委員會主席
Hon. Craig Blair 率美國中大西洋洲議會領
袖訪問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辦理虎尾園區「富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
分公司」及「台灣小原光學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兩家廠商之「廢棄物減量專家學者入廠
輔導」事宜。
簽准函送教育部有關「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
學雙語部設置計畫書」，並陳行政院核備。
舉辦「2018 年中科園區廠商聯合徵才活動」
，
計逾 2,000 名民眾參與，廠商履歷收件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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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1

8/8-10
8/8
8/12
8/14

8/15

8/15

8/16

8/16

8/17-19

1,521 件，媒合率約 48%。
由本局與臺中市政府、逢甲大學、高雄科技
大學、工研院、中科產學訓協會、台灣機器
人學會及程泰公司於逢甲大學體育館共同舉
辦「2018 FIRA 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
賽」
。8 月 7 日由科技部陳良基部長、本局陳
銘煌局長、臺中市林佳龍市長、FIRA 總部
Jacky Baltes 主席及官學界貴賓共同揭開開
幕儀式。本屆共有 12 個國家、277 組隊伍、
計 1,208 人次參賽，創該賽事歷史新高紀錄。
辦理本局「107 年第二次資安教育訓練課
程」，兩日共計三場次。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參訪中科，由本局
陳銘煌局長接待。
辦理「科學園區通關系統同地備援演練」課
程。
辦理台中園區「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H1
廠)」之「廢棄物減量專家學者入廠輔導」事
宜。
四川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交易三部
陳進部長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施文芳副局
長接待。
四川重慶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綜合調
研處處長陳子敏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林梅
绣主任秘書接待。
科技部駐德國科技參事戴龔、科技部駐俄羅
斯科技參事黃崧任、科技部駐歐盟暨比利時
科技祕書鍾幸如參訪中科，由本局施文芳副
局長接待。
辦理台中園區「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之「廢棄物減量專家學者入廠輔導」
事宜。
科技部「107 年度第二梯次創新創業激勵計
畫」系列活動--「創新宏圖營」
，共有 4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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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8/21
8/22、29

8/25-26

8/27

8/28

8/29-31
8/30

8/30
8/30
8/30

團隊參與，計 13 個團隊選擇由本局輔導。
辦理「廢棄物績優企業獎選拔活動」
，計選出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美光記
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環保署同意備查「台中擴建案(第 2 次)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
辦理「中科 Fun 電影」-二林、中興園區場次，
現場安排勞工法令有獎徵答活動，參加人數
共計 330 人。
於中科實中體育館舉辦「中科 2018 FRC 季後
賽」
，共 20 支全國高中職校師生隊伍參賽，
並簽署「台灣 2020 年 FRC 國際區域賽」參賽
意願書。
環保署同意委託本局辦理二林園區「水污染
防治措施計畫申請之審查、核發、變更及展
延事項」業務。
本局與彰化縣政府共同舉辦「中科二林園區
投資招商說明會」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彰化
縣魏明谷縣長主持，與會貴賓有彰化縣陳善
報副縣長、洪宗熠立委、黃秀芳立委、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林淑媛副分署長
等，參與之廠商代表約 180 人，會後洽詢入
區申請者踴躍。
本局於南港展覽館「台北國際光電展」設中
科園區館，邀請園區光電廠商共同聯展行銷。
完成「中美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長聖
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廠商登記遷入園
區案。
召開「高解析度影像建置勞務採購案」正射
影像成果(校正後)審查會議。
報行政院備查「二林園區開發及財務計畫(修
正本)」
。
科技部召開「科技部園區 107 年上半年營運
記者會」暨「三園區聯合赴美國及日本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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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8/31

9/2
9/3

9/3-5
9/6-17

9/6

9/7
9/7

及園區行銷授旗儀式活動」
，本局由陳銘煌局
長參加。
環保署准予備查「中部科學園區第四期(二林
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二階環
評，定稿本)。
函送環保署「中部科學園區后里園區（后里
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
興大附農校長暨校友會理事長等參訪中科，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辦理「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協商會議」
；並送行政院公報編
印中心預告。
舉行「2018 Pickathon 競賽分享會暨培訓工
作坊」，提供參賽團隊賽前觀摩與交流機會。
科技部許有進次長率竹科管理局王永壯局
長、本局施文芳副局長及南科管理局林威呈
局長等人，赴美國舊金山矽谷及波士頓辦理
「台灣科學園區招商及行銷說明會」
，除拜訪
當地半導體、AI 人工智慧、生技醫藥及新創
平台等企業外，另與矽谷創投、北美工程師
協會及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等辦理座談。
假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行「中科管理
局與 FIRST 合作意向書簽署儀式暨分享會」
，
在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及玉山機器人協會成員
見證下，由陳銘煌局長代表本局與美國 FIRST
總裁 Mr. Donald E Bossi 簽署合作意向書
外，另安排 FIRST 總裁進行專題演講。
昆山市委研究室主任左寶昌率團參訪中科，
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接待。
本局陳銘煌局長及林梅綉主任秘書陪同行政
院吳政忠政務委員、何明彥審查委員、科技
會報辦公室連錦漳參事、科技部陳宗權主任
秘書等共同視察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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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9/7
9/8-9

9/10

9/11

9/11
9/12
9/12
9/12
9/17

辦理「107 年第 3 次科技部環境影響評估追蹤
小組會議」。
科技部函轉環保署同意備查本局「二林園區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定稿本)」。
由本局指導，暨南大學與暨大附中與及玉山
機器人協會共同主辦的「2018 年 WRO 國際奧
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暨南投縣科學創意
嘉年華」於國立暨南大學舉行，與會貴賓有
本局陳銘煌局長、暨南大學江大樹副校長、
暨大附中張正彥校長、中興大學蔡清池教授
及玉山機器人協會鄭瑞瑩秘書長等。計有全
國各地 198 支隊伍、逾千名師生參賽。
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辦「2018 機動
未來--AI 視覺創新運用競賽」原型實作決
賽，計有 10 組機器人創意團隊參賽。與會貴
賓有陳銘煌局長及雲林科技大學張傳育研發
長。
德國明斯特大學校長 Dr. Johannes Peter
Wessels 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
接待。
本局與科園園區公會共同辦理「中部科學園
區中秋特賣」活動。
上海市北高新集團有限公司總會計師吳浩率
團參訪中科，由本局林梅绣主任秘書接待。
辦理科「學園區通關系統 107 年度第三季教
育業務宣導」說明會。
水利署函覆同意「中興園區用水計畫」差異
分析案。
舉辦「二林園區開發工程與進駐廠商聯合動
土典禮」
，由行政院賴清德院長主典，本局陳
銘煌局長、彰化縣魏明谷縣長、園區同業公
會張致遠祕書長及進駐廠商代表等貴賓陪
典。會後為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會員
廠商進行「二林園區招商說明會」
，參加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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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9/17
9/18

9/19
9/19
9/19
9/19
9/20

9/20
9/20
9/21
9/21
9/21
9/21

約 80 人。
環保署召開「后里園區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小
組(第 47 次)會議」。
教育部函復核准設置中科實中雙語部，並報
院核備中。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政中心假本局辦理「科學
園區創新合作個案分享研討會」
，邀請中強光
電、亦思科技與旭東機械分享產學合作計畫
執行經驗，期能促進園區深化產學研合作及
交流。
台電公司函復同意「中興園區變更用電計
畫」
。
辦理「資訊安全通報演練」
。
召開
「后里園區 107 年環保監督小組(第 3 次)
會議」。
參加「科技部三園區實中增班規劃報告(第 3
次)會議」
。
「2017 年及 2018 年中部科學園區永續發展
社會責任報告書」通過外部查證會議 S2(第二
階段)。
辦理勞動部 107 年度「勞資會議勞方代表培
訓活動」
。
辦理「園區通關及保稅業務法規」講習課程。
廣西欽洲市副市長徐立京率團參訪中科，由
本局許茂新副局長接待。
美國波士頓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曾宓前會
長參訪中科，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接待。
召開「台中園區 107 年環保監督小組(第 3 次)
會議」。
理「107 年度中科工安環保健康月--工安研討
會暨安全衛生主題展」
，另邀請中科實中及附
近學生參與危害預防體驗活動，總計約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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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9/25
9/25

9/25
9/26
9/26
9/26

9/27

9/27
9/27

9/27-28
9/29

人次參加。
辦理「智慧機械與航太產業創新創業論壇」
。
本局與台灣經濟研究院合辦「人工智慧與機
械人發展趨勢」專家座談會。
召開「研商國發會中興新村廳舍調配、宿舍
運用及公設維運(第 3 次)協調會」之續處局
內會議。
本局陳銘煌局長出席臺中市政府舉辦之「中
科南向三合一聯外道路通車祈福典禮」。
江蘇省淮安市行政審批局副局長尤勁松率團
參訪中科，由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接待。
辦理「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新規之衝擊與影響」
宣導說明會。
本局假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與園區廠商台灣
骨王公司合辦「台灣骨王生技產品發表會」
，
本局陳銘煌局長現場實際體驗台灣骨王智慧
醫療眼鏡。
Dhruv Lal, Project Leader of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
銘煌局長接待。
辦理「107 年度環保研討會」。
本局與衛星基地「三易電子科技」鏈結推動
水下智慧機械產業在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全
台首發 AI 3D 水下地形地貌機器人，由本局
林梅綉主任秘書代表出席。
至二林園區、虎尾園區、中興園區辦理本局
「工商服務平台推廣」說明會。
本局與大同大學於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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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局陳銘煌局長代表出席。
9

辦理中興園區都市計畫變更案公開展覽，並
於 10 月 12 日南投市公所舉辦公開說明會。
遠見雜誌記者楊瑪利總編輯及黃漢華記者參
10/2
訪中科，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接待。
科技部假本局 101 會議室舉辦「從臨床需求，
10/3
看微創手術及智慧輔具相關產業未來發展」
論壇，由科技部謝達斌次長及本局陳銘煌局
長致詞，吸引 120 位相關專業人士與會。
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率投資組同仁及中科智
10/4
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計畫辦公室同仁，赴南部
科學園區管理局瞭解推動 AI Robot 自造基
地成果並進行觀摩與交流。
辦理「107 年度通關及保稅業務法規講習暨參
10/4
訪」
。
緬甸國會 Tin Maung Win 議員率緬甸國會議
10/8
員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信息衛報」(Mail & Guardian) Mr. Simon
10/9
ALLISON 編輯率外交部國慶記者團參訪中
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辦理本園區 107 年度「推動職場工作平權」
10/9
優良事業單位評選活動。
10/9、10/11-12 辦理本局「107 年度毒化災緊急應變操作級人
員訓練」
。
辦理「跨平台資安防範全面啟動研討會」
。
10/11
10/1-30

10/11
10/13
10/15
10/16
10/16

辦理「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因應台灣美光擴
建需求需提升處理量討論會」。
公平會訪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
待。
辦理「差勤系統委外建置案啟動會議」。
日本京都、北九州、韓國、泰國，印尼姊妹
園區貴賓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本局假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辦「2018
10

10/17

10/17、19

AI 智慧機器人國際論壇」
，會中除邀請科技部
許有進次長、本局陳銘煌局長、逢甲大學李
秉乾校長致詞外，另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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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京都、北九州、韓國、泰國，印尼姊妹
園區貴賓致中科參加 2018 AI 機器人國際論
壇，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辦理資安教育訓練。

10/17

辦理台中園區污水廠環教設施場所揭牌典
禮。

10/18

召開后里園區第二次環差審查通過。(第二次

10/18
10/19
10/19

10/22
10/23
10/24
10/26

10/29

專案小組)
出席科技部舉辦 106 年度科技行政研究成果
頒獎。
國發會來訪討論中興污水廠移交後履約事
項。
與台中市勞動檢查處合辦 2 場次「107 年度營
造作業危害預防職場安衛交流體驗」
，參與人
數約 150 人次。
朝陽科技大學楊文欣董事率朝陽科大外蒙訪
團參訪中科，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接待。
與園區公會討論園區水肥處理收費及管理事
宜。
召開「辦理研商中部科學園區中興新村高等
研究園區保稅範圍暨名稱修正事宜」會議。
台灣美光記憶體公司舉辦「美光 40 週年慶暨
後段廠開幕典禮」
，臺中市林佳龍市長、科技
部許有進次長、經濟部龔明鑫次長及本局陳
銘煌局長等貴賓到場祝賀。
印尼美那多市區域研究發展計劃委員會住宅
及運輸科 Mr. Brury Bangun 科長率逢甲大學
綠能中心、印尼北蘇拉維西省暨美納多市政
11

10/30

11/1

11/1

11/2
11/2
11/6
11/6

11/7
11/9
11/9
11/9

11/9

府代表參訪中科，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接待。
假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辦「無人機具
創新論壇」
，針對無人機（載）具投入智慧農
業及智慧防災的技術、智慧運輸的挑戰及地
理探勘及監測等應用進行經驗分享。
舉辦「107 年度節水與節能講座、教育訓練」
與「節水績優廠商技術與經驗分享」活動，
除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外，並請 106
年度評選績優之節水廠商進行經驗分享。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辦理
「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高階主管聯誼會暨
政令宣導活動」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率隊與
會。
舉辦「107 年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座談會」
。
環保署督察總隊執行后里園區環評監督現地
查核。
環保署認可七星園區二階環評報告書。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簡又新董事長至局
拜訪，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並參訪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
環球科技大學許文志創辦人率環球科技大學
貴賓訪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科技部核發七星園區開發許可。
舉辦「107 年中部園區進出口保稅作業」座談
會。
本局假裕元花園酒店與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
會及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共同舉辦「智
慧製造產業國際智財佈局與經營管理論壇」
。
本局與中華民國台灣印度經貿協會舉辦「放
眼印度∼中部科學園區廠商投資引才說明
會」
，邀請專家學者與企業人士分享投資印度
的實務經驗，吸引多家對印度市場有興趣的
12

11/12

11/14

11/15-17

11/15
11/15
11/16

11/16

11/19

11/19

11/19

中科園區及台中精密機械園區廠商參與。
科技部函送環保署「中興園區開發計畫（原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暨變更
審查結論」
。
「荷蘭日報」(Nederlands Dagblad)資深政
論主筆 Mr. Jan van Benthem 率外交部政經
記者團 II 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本局假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行首屆以
機器手臂搭配 AI 人工智慧之 Pickathon 智慧
撿選競賽活動，共有 10 支大學隊伍同場競
技，角逐高達 115 萬元的總獎金，最後由國
立台灣科技大學「台科偵測隊」脫穎而出，
奪得「機器人技術闖關組」冠軍。
舉辦「2018 年公司法修正與企業因應作為」
講習會。
辦理「資訊安全防護計畫」暨「資訊安全通
報計畫」案。
臺中市國立興大附農蔡孟峰校長率全國高級
中等學校教師生涯輔導知能研習參訪中科，
由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接待。
辦理 107 年度「提昇本局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教育訓練工程實地觀摩」活動，安排參訪經
濟部中區水資源局湖山水庫，由本局施文芳
副局長領隊。
泰國國家發展管理學院公共行政研究所副教
務院長 Dr. Danuvas Sagarik 率泰國國家發
展管理學院公共行政研究所參訪中科，由本
局許茂新副局長接待。
銘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虎尾園區舉行新建
辦公大樓上梁典禮，本局陳銘煌局長受邀出
席到場祝賀。
辦理「2017 年及 2018 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永
續發展社會責任報告書」定稿確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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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辦理第四季「通關系統教育宣導」說明會。

11/20

本局許茂新副局長代表出席參加財政部關務
署臺中關第三貨櫃儀檢站揭牌儀式。
召開二林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小組 107 年度第
2 次會議。
本局陳銘煌局長視察二林園區工程開發進
度。
召開后里污水廠一期效能提升暨二期工程興
建規劃內容研商會議。
德州聯邦眾議員岡薩雷茲之立法主任 Ms.
Louise Bentsen 率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13
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科技部海峽兩岸科學技術交流中心吳程副主
任率海峽兩岸科學技術交流中心參訪團參訪
中科，由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接待。
法國科技 Ms. Caroline Munier 參訪中科，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旭硝子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金原正和先生
率日商參訪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
接待。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學系賴美蓉老師率逢甲大
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參訪中科，由本
局施文芳副局長接待。
辦理「107 年度資安推動委員會」會議。

11/20
11/21
11/21
11/22

11/22

11/23
11/23

11/26

11/27
11/28

11/28
11/28
12/4-5

馬來西亞國民大學 Dr. Abdul Hadi Abd
Rahman 率馬來西亞國民大學(UKM)代表團參
訪中科，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接待。
辦理「園區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循環績優廠商
表揚與技術分享會」
。
彰化縣政府核定中科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第 2
次變更案。
於本局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辦「2018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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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12/6

12/7
12/7
12/7

12/10
12/11
12/11

12/12

12/12

衛星基地聯合成果展」，共有來自全台 50 家
以上各產業機構代表先進大秀 AI 技術及成
果，與會嘉賓計有科技部許有進次長、本局
陳銘煌局長及臺中市政府江振瑋專委等共同
參與解說。
舉辦「虎尾園區敦親睦鄰交流參訪活動及座
談會」。
與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現勘二期標準廠房，就
台灣骨王與台灣彩光分別設立工廠登記可行
案進行評估。
中興園區變更保稅範圍，經行政院核定公告。
舉辦「二林園區敦親睦鄰交流參訪活動及座
談會」。
內政部召開部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審查「變
更中興新村（含南內轆地區）都市計畫（配
合中興園區計畫）案」依委員意見修正後，
預計 108 年 1 月提報都委會大會。
出席環保署「后里園區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小
組」第 48 次會議。
舉辦「台商返台投資相關稅務法令更新與所
得稅制優化」說明暨座談會。
園區廠商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生物
新藥商業化量產暨新建針劑廠」啟用典禮，
慶祝台灣首家生物新藥歐盟 EMA GMP 廠啟
用，產官學貴賓齊聚，本局陳銘煌局長致詞
祝賀。
逢甲大學李秉乾校長暨馬來西亞國民大學
Prof. Mustafa 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
局長接待。
本局舉辦「科學園區 AI 新創工具媒合會」
，
配合科技部挹注大量資源，建構我國 AI 生態
鏈，並扶植新創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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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12/13
12/14

12/17

12/17
12/18
12/18
12/19
12/19

12/20
12/22

12/24

12/25

召開后里園區 107 年第 4 次環保監督小組會
議。
辦理二林園區「公共工程及營造作業安全衛
生」宣導會 。
全美婦女議員基金會候任主席狄瑪索率全美
地方政府組織主管訪問團參訪中科，由本局
陳銘煌局長接待。
加拿大亞伯達省創新研究院林業執行總監陳
立衡率加拿大亞伯達省駐台辦事處參訪中
科，由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接待。
召開「后里園區(后里及七星農場)環境保護
監督小組」預備會議。
「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公告發布。
參加經濟部國貿局「美國制裁與出口管制法
令研討會」
。
辦理 107 年度第四季網頁會議。
辦理本局「107 年度職工福利業務宣導會」
，
以增進職工福利業務及稅務法令之瞭解，並
推廣在地食材，約 60 人參加。
舉辦本局與中區國稅局「台商返台稅務諮詢
聯合服務」儀式。
舉辦中興園區歡送及座談會，會中邀請中興
園區光華里、光榮里、光明里及內興里里長
出席，其均肯定本局作為並希將經驗分享予
國發會。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投資組同仁參訪秀傳醫院
亞洲遠距微創手術中心（IRCAD Taiwan）
，此
為秀傳醫療體系與法國微創訓練中心 IRCAD
合作，係亞洲最大的微創手術訓練中心。
召開「二林園區文化資產考古試掘工作計畫
成果報告」會議，並於12月28日送彰化縣政
府文化局及彰化縣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6

進行審查。
12/27

本局與臺中市政府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地辦理「AI跨域小聚」
，邀請在地企業「銳泰
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與新創團隊「酷手
科技」、「立達軟體科技」分享成功經驗與創

12/27
12/28
12/28

業心路歷程，約有30家廠商代表參加。
台中園區污水廠與台積電、友達等環教場域
合作討論會。
召開「108-110 年后里園區流行病學調查」工
作計畫書審查會。
召開「后里園區健康照護工作」契約執行研
商會。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