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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劉志虔、圖／投資組  林學侃

為
凝聚中台灣育成加速能量，

健全創新創業生態系，傾注

發展智慧機械、智慧醫療等人工智

慧領域，本局10月22日於中科智

慧機器人自造基地邀請11家國內新

創加速器及頂尖創業育成中心舉辦

「中台灣加速器聯盟」成立大會，

以扶植新創產業及培育產業人才為

宗旨。

創新  翻轉  開啟人工智慧時代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致詞表示，人工

智慧的運用正在翻轉各行各業營

運模式及技術創新，進而有創新想

法出現，各國政府都注意到此一趨

勢，科技部已在2年前推動AI五大

戰略，且在台北成立TTA（Taiwan 

Tech Arena），引進國內外4家加速

器，也在中科及南科建置智慧機器

人自造基地，希望讓新創團隊的想

法與產業需求對接。此外，本局局

長許茂新也指出，人工智慧與產業

發展息息相關，今天中台灣加速器

聯盟成立，期望成

為中台灣產業界的

堅強後盾，並協助

園區產業鏈結人工

智慧領域、發展工

業4.0等，亦將協助

新創公司募集資金

一億元以上，積極

投入業界資源發展智慧機械、智慧

醫療等人工智慧領域。

協助新創企業簽署合作備忘錄 
對接國際資源

此外，在本局的促成下，也協助進

駐的新創企業—格斯科技公司與越

南峴港孵化器（DNES）簽署合作

備忘錄，對接國際合作資源，強化

國內業者前進國際市場之競爭力，

雙方代表都認為這次的合作是促進

兩國新創團隊發展的開始。峴港孵

化器總監Nhi Nguyen提到中科有豐

厚的智慧機械產業資源，加上台灣

團隊具有優秀的技術力，目前正值

越南經濟起飛的黃金期，期盼越南

與台灣能密切合作，創造雙贏之局

面。格斯科技公司營運長葉國偉感

謝科技部及本局的協助，讓新創公

司在草創初期就能進入國際市場，

爭取商機；台灣團隊有優異的技

術，但需要市場驗證，中台灣加速

器聯盟的成立，為台灣的新創團隊

引進國際資源，帶來更多的市場發

展機會。

「中台灣加速器聯盟」成員包含：

一諾新創（iiiNNO）、工業技術研

究院、工研院新創協會台中分會、

中華創業育成協會、中軟智慧創新

應用加速器、台中市創新創業協

會、台灣創新育成聯盟、台灣孵化

器、光明頂創育公司、修平科技大

學育成中心、福爾摩沙雲創基地，

都是台灣首屈一指的加速器。而聯

盟之成立也將會是中部地區AI智慧

產業領域能量最充沛的創育平台，

期許在整合中部地區創育機構資源

後，健全產業生態系，共同推動國

內外創新創業育成暨人才培育、AI

人工智慧相關領域國際鏈結、技術

升級以及智慧財產權轉介等相關議

題之合作，加速產業升級及永續發

展。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右一）及本局局長許茂新（左一）共同見證

格斯科技營運長葉國偉（左二）及越南峴港孵化器總監Nhi Nguyen
（右二）簽署合作備忘錄。

與會貴賓大合影

中台灣加速器聯盟成軍

攜手驅動新創能量
Central Taiwan Accelerators Alliance Formed to Spark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中台湾シードアクセラレーター同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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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印尼臺灣形象展暨參訪交流
CTSP Delegation Visits Indonesia to Join Taiwan Expo 2019 & Explore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2019 TAIWAN EXPOはインドネシアに開催

文、圖／ 投資組  張晏嘉 

為
行銷園區形象及提升國際能

見度，本局參加由外貿協會

於印尼泗水舉辦之「2019臺灣形象

展」，並設置中科館攤位宣傳中科

園區及AI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等資

訊，以增加國際曝光度。另配合政

府新南向政策，亦安排至印尼當地

園區、廠商及加速器拜訪及交流，

以瞭解更多東南亞國家園區、產業

及新創加速器現況，作為相關業務

推動之參考。

共享醫療通路資源　

發展雙贏模式

第一天上午與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及台灣醫療廠商（包括園區廠

商承鋆生醫股份有限公司）拜訪印

尼泗水東爪哇省衛生局，該衛生局

統管東爪哇省 380多間公私立醫

院，並約有上億的人口市場，此次

拜訪有助於瞭解印尼東爪哇省整體

醫療市場及狀況，近年來台灣醫療

院所及生醫廠商已致力將 AI技術

導入醫院及醫療設備，透過本次經

驗交流及宣傳台灣醫療資源後，期

望透過台灣醫療技術導入印尼泗水

後，除可提升當地醫療水準，並有

助台灣醫療團隊拓展印尼市場。下

午行程則持續拜訪當地醫療通路商

（One Med HEALTH CARE），園

區廠商承鋆生醫及台灣其他醫療團

隊如寶健科技、敏成公司等，也向

One Med負責人介紹台灣醫療設

備之先進技術，並共享台印之間的

醫療通路資源，雙方也把握本次難

得的機會，進行意見交流與經驗分

享，積極詢問進入印尼市場大大小

小的問題，期望能打通台印之間的

醫療通路 ，發展對雙方有利的合

作模式。

推廣中科優良形象　

開拓南向商機

第二天為本次行程重點，由外貿

協會主辦之「2019印尼臺灣形象

展」於印尼泗水會議中心盛大開

幕，活動以智慧科技、觀光文化教

育、健康醫療、清真台灣、農業科

技與台灣生活時尚等6大主軸，活

動為期3天，參加的單位計有交通

部觀光局、臺北市政府、農委會、

中國生產力中心、國家實驗研究院
1 2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陳瑞杰（前排右四）與印尼泗水東爪哇省衛生局局長（前排左四）等人

合影。

本局投資組業推科代理科長趙士玲 （左一）、技士張晏嘉 (左二）及One Med HEALTH CARE
負責人代表（左五及左六）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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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與本局等政府單位及

財團法人參與，另有多家台灣企業

參展，共同推廣台灣形象及協助業

者開拓新南向國家商機。形象展活

動中本局亦設有中科館攤位，積極

宣傳台灣科技與中科園區於國際間

之優勢及條件，並介紹AI智慧機器

人自造基地所具備的能量及加速器

進駐後能輔導新創團隊加速成長邁

向公司化與國際化之未來藍圖，將

台灣及中科優良形象向國際推廣出

去。當日下午行程參訪位於東爪

哇省的「吉沛港綜合科技工業園

區」（Java Integrated Industrial and 

Port Estate, JIIPE），該園區內設有

台灣專屬園區（暫定規劃為200公

頃），未來可供機械及電子廠等台

商進駐，並提供台商一站式單一窗

口服務，該園區已規劃良好的基礎

設施，具有獨立的發電廠、廢水處

理廠及自有港口，該園區由港口

發展園區之模式，可供本局未來

園區拓展及開發模式參考。

第三天拜訪印尼當地加速器 I D X

（Indonesia Stock Exchange)，該加

速器為印尼證券交易所於2017年

3月所成立，成立宗旨是希望能

輔導印尼當地的新創公司及團體

Go Pubic，公司提供共享辦公室空

間，供來自不同團體或產業的人

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並提供相

關產業師資課程提升新創團體進

入市場所需具備的能力，另媒合

相關產業及企業投資新創團體技

術，加速新創邁向市場化及公司

化。本局於108年推動「中科園區

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建構

創新創業生態系與加速器委託專

業服務案」，目標與印尼加速器

IDX正在推動的方向相符，而與該

公司交談中，也相互瞭解台灣及

印尼新創產業進入市場或成為上

市公司所需經歷的困難點，並實

際勘查IDX加速器場域運作情形，

收獲良多。

首次舉辦於印尼泗水　

讓世界看見台灣的美好

本次臺灣形象展為首次前往印尼

東爪哇市場門戶「泗水」舉辦，

有別於以往皆於印尼首都雅加達

宣傳的模式，將有助於台灣開拓

印尼東部市場，宣傳台灣無論是

科技、文化、生活或是醫療等

優質形象，讓世界看見台灣的美

好。此次除推展台灣形象以外，

也加入了參訪醫療單位、醫療通

路商、科技工業園區及加速器的

行程，行程相當充實，而親身體

驗是最真實的收穫，相信對於本

局未來在處理國際交流的業務

上，能夠擁有更宏觀的視野。

2019印尼臺灣形象展－中科館展示攤位

1. 吉沛港綜合科技工業園區－室內解說
園區概況

2. IDX泗水負責人Cita Mellisa（中）、光
電協進會營運總監鄒喜龍（左）及本

局技士張晏嘉（右）於IDX加速器場
域合影。

1 2

吉沛港綜合科技工業園區－現場勘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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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日本  交流 AI與生技產業現況
CTSP Delegation Visits Japan to Study Current Status of Japanese AI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日本のAIとバイオテック産業を探訪

為
結合我國推動AI產業發展，

科技部已設置機器人製造基

地，以及生技醫療產業整合創新聚

落，橋接產學合作，本局投資組專

員林雲志、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八

所、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政中心、科

技部產學司與博大股份有限公司等

共10人於10月14日至18日期間奉派

赴日本大阪、北九州等地與以下企

業與學術單位進行參訪交流。

綜合環境衛生管理的泰斗

地球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地球環境服務有限公司，為大塚集

團旗下，集團幾乎是以製造販賣為

主，而該公司同時也販賣「綜合環

境衛生管理」的高專業性技術，提

供藥廠、食品廠員工專業訓練、檢

測服務及高科技廠商潔淨室防止蚊

蟲的侵入。該公司目前已於台灣設

置阿斯環境股份有限公司，就近服

務台灣廠商，由於台灣目前在此方

面投入的廠商不多，已向廠商反映

如有意在台擴大投資，中科園區是

相當好的選擇。

1 2

3

1. 訪問團於地球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彩都總合研究
所合影

2. 大阪大學石黑教授（左三）與訪問團合影
3. Panasonic株式會社所長九津見洋（左四），部長
青島武伸（左三）與訪問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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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化生活

Panasonic株式會社 

Panasonic 自1918 年創立以來，

一直為客戶提供更進步的生

活方式，事業始終以「人」為

本，著重「人們的生活」。目

前Panasonic朝著以下兩大領域進

行研發，首先是IoT／機器人科

學領域：AI機器人家電、自動駕

駛、店家服務解決方案；第二是

能源領域：住宅能源、大樓及區

域能源、車載能源的解決方案。

目前台灣車輛與家電以日系品牌

居多，未來也將漸漸走向AI化。

有情感的人型機器人

大阪大學石黑研究室 

石黑研究室主要是進行以感測器

工學、機器人技術、人工智慧、

認知科學為基礎，促使智能系統

輔助人類社會的研究。同時，在

擁有「知覺資訊基盤」、「智慧

機器人資訊基盤」下，研發出具

有情感的人型機器人。經本次參

訪可了解台灣人型機器人應多向

日本取經學習。

實現健康長壽的社會的推手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推進機構

由於人口老齡化，出生率下降，工

作人口減少以及用於老年人護理

的醫療費用增加，日本正處於重要

的十字路口。此外，許多人患有癌

症、癡呆症、糖尿病、心髒病，腦

血管疾病和與衰老相關的功能障

礙。先進醫學研究中心正面臨這些

挑戰，並提出了實現健康長壽的社

會的方向，以此作為打開該國未來

的方向。神戶醫療將以「免疫醫學

研究區」，「衰老研究區」和「再

生醫學研究區」三個領域為重點，

為促進實現健康長壽的社會奠定基

礎的研究，並致力於開發診斷和治

療方法。

世界工業用 ROBOT的領導廠商
安川電機株式會社

安川電機株式會社（YA S K AWA 

Electric Corporation）成立於1915

年，總部位於北九州市，1977年開

發日本首台全電氣式產業用機器人

“MOTOMAN”，於2001年在台設

立子公司，另配合國內面板產業發

展，2006年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設

立分公司導入產業機器人。2015年

安川電機為慶祝創業一百週年，於

公司總部打造了一座機器人村，除

了以機器人製造機器人的全自動化

生產線工廠外，並成立可供一般民

眾參觀的「安川電機未來館」。

該公司主要產品有二部分：①運

動控制：伺服系統（Servo）、運

動控制器（Control ler）與變頻器

（Inverter）；②機器人自動化：

ARC焊接雷射加工、搬運、組立、

堆疊、液晶玻璃面板搬運、SPOT

點焊、噴塗、沖床間搬運。目前安

川公司已進駐中科園區，未來該公

司營運後主要從事園區設置展示與

系統整合的業務，希望帶動台灣產

業無人化、智慧化的供作環境。

本次參訪實地瞭解日本園區及新創

機構相關的管理方式、營運模式，

以及如何健全其區域創新系統，提

供給我國在園區管理和推動創新

創業之參考。重點聚焦AI及生技領

域，瞭解日本AI的規劃內容及各階

段之推動做法，並深入訪談日本推

動生物科技產業之整體架構與創新

策略，均可為台灣未來科技發展之

借鏡。 

參訪安川機器人村－安川電機未來館 可重組方塊之機器人 可輔助癱瘓病人走路之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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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攜手合作  打造后里產業聚落
Houli Park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Forum and Investment Seminar

産官学連携　后里の産業クラスターを構築

文／投資組  廖婉妤、圖／投資組  林學侃 

為
推動中部科學園區發展成為

高附加價值的創新創業園

區，本局於108年10月16日在靜宜

大學舉辦「中科后里園區創新創業

論壇暨投資招商說明會」，以后里

園區特色產業半導體、光電與精密

機械為主軸，結合靜宜大學、修平

科技大學、東海大學、國立勤益科

技大學、逢甲大學及亞洲大學新創

能量，擴大產官學界交流效益，加

速提升新創產業研發能量及園區產

業技術升級，最終達到中部產業競

爭力升級目標。

本局局長許茂新致詞指出，后里園

區七星基地自107年通過二階環評

後，目前已有10家大廠包括拓凱、

新鉅科、新廣業及台灣麗偉等廠商

準備進駐，投資金額創下81.8億元

新高，將有助進一步創造園區成長

力道與就業機會。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李逸

安致詞指出中科園區產業蓬勃發

展，市府積極建設園區重要聯外道

路，以有效紓解上下班車潮；並感

謝本局以獎補助經費激勵台中地

區產業機械

設備廠商進

行研發能量

投入，促使

智慧機械及

航太產業升

級。中興大

學校長薛富

盛則提到中

興大學持續

透過產學研鏈結中心及中科產學訓

協會，鼓勵將科研結果商品化、產

業化。靜宜大學校長唐傳義認為學

校應積極培育學生具備跨專長、跨

領域、跨視野的π型人才，在未來

人工智能變局中更具競爭力。

6新創團隊展現潛力　
分享研發成果 

今日活動以后里園區發展優勢之

「光電、精密機械」為主題，邀請

到6所大學6組創新創業團隊分享研

發成果：靜宜大學介紹校內人工智

慧創新應用研發中心整合IoT、Big 

Data與AI技術，進行智慧製造數據

分析之產學合作；修平科大分享透

過物聯網跨域整合應用於農業、養

殖業之技術；東海大學說明以AI佐

決策為工廠帶來數位化與智能化提

升之製造智能化案例；勤益科大藉

由差異化產品及品質優勢自行研發

ADI「不眩光」LED車燈；亞洲大

學分享當IoT遇到了AI的新契機。此

外，由本局輔導、逢甲大學培植新

創、獲科技部「FITI創新創業激勵

計畫」創業潛力獎肯定之譜曲辰農

業科技公司則發表透過遠端同時操

控數台台製無人機，並與同為本局

輔導之團隊天氣探長策略聯盟，應

用發展於科技農業，激盪創新技術

火花。產業界則由后里園區廠商台

灣麗偉與千附實業分享產業技術與

發展現況。

本次論壇圓滿順利，期能藉此引進

優質人才與創新科技，有效結合產

學研合作，協助中部地區形成高科

技產業聚落。

本局局長許茂新（第一排左五）與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第一排右四）、靜宜大學校長唐傳義

（第一排右三）、修平科大校長鄧作樑（第一排左三）及臺中市經發局副局長李逸安（第一排

左四）等貴賓合影。

參與來賓專心聆聽新創團隊分享與招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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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林凱貞、圖／投資組  林學侃　

搭橋協助醫材廠商搶灘東南亞市場
Seminar on Assisting Medical Device Companies to Expand the Market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医療材料メーカーへの橋渡しを協力　東南アジア市場に進出

為
協助台灣醫療器材廠商布局

東南亞市場，本局於10月22

日辦理「拓銷東南亞醫材市場趨勢

與人才媒合交流研討會」，協助生

醫產業了解東南亞市場現況，降低

廠商在進入市場時，所面臨的族群

文化、專業通路、行銷管道與政策

法規等藩籬。

本局局長許茂新表示為促進中部地

區生技醫療產業發展，協助產業擴

展國際市場，中科執行「加速中部

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畫」協助中部

醫材廠商朝向高階／高值醫材產品

與智慧輔具發展，積極開拓國內外

市場。藉由本計畫串聯醫材產業的

上中下游，透過產品暨系統開發補

助、市場拓銷補助、輔導與技術媒

合、整合及引導產學研醫投入醫療

器材領域，加速生醫產品商品化，

促進經濟產能提升。

齊聚各方學者專家　

分享交流拓銷經驗　

本次研討會特別邀請成大生物醫學

工程學系教授陳芃婷及來自越南

的研究員蕭阮明維著眼東南亞醫材

市場的發展趨勢，分享泰國與越南

醫療器材系統與銷售管道。理工科

技顧問有限公司經理彭湘婷提供東

協加速批准台灣醫材產品註冊上市

方法，具體指引生醫廠商註冊上市

步驟。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

業公會理事長洪盛隆以實戰經驗現

身說法，分析東協各國的人口數與

GDP，及綜覽相關醫療體制狀況，

以提供業者評估進入市場的可能

性。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

心魏琪珍博士以泰國為例，提供跨

國生醫產學人才培育交流資訊，有

助業者深耕人才育成，分別從政

策、註冊法規、通路商與人才媒

合，協助業者掌握拓銷東南亞市場

產業發展趨勢與商機。

本次研討會專家學者對東南亞醫材

市場深度探究，開出進軍市場解

方，整合多方資訊，供與會者和專

家學者共同討論激盪醫材市場的拓

銷商機，有助業者瞄準並建構開拓

東南亞醫材市場的發展藍圖。

台灣醫材公會理事長洪盛隆（左三）、成功大學教授陳芃婷（左二）、理工科技顧問公司經理彭湘婷（右二）等演講者進行綜合座談。

本局局長許茂新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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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國際光電大展  產業攜手展現新氣象
OPTO Taiwan 2019

2019国際光電展示会　出展企業は生気に満ちた光景を見せ

文、圖／投資組  趙士玲 

為
推動產業合作及創造商機，

展現中科園區廠商最先端的

光電科技與研發成果，本局攜手園

區光電廠商，共同組成「科學園區

中科主題館」參加本屆2019國際光

電大展，於10月16日至18日於台北

南港展覽館聯合展出。

台灣光電產業持續轉型中，以生產

服務、合作研發、加工服務等為發

展重點，本屆展會以光電創新應用

為主軸，包括5G光通訊、精密光

學、車用鏡頭等AIoT與自駕車所需

的感測零組件，為台灣打造創新轉

型的基地。

秉持創新精神  攜手跨領域產業

今年中科主題館由園區多家光電大

廠及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共同

展出。包括專精於車用光電相關應

用，全面提供光學、攝影機模組、

演算法與系統整合OEM或ODM等

客製化整體服務方案，擁有人工

智慧應用與影像辨識設計與生產專

業強項的合盈光電；以及全球鋰電

池產業領導者的長園科技集團，

擁有  200多項全球專利，範圍涵

蓋正極材料、

B M S及電池模

組，並提供高

品質鋰鐵電池

正極材料及優

質認證電池模

組系統；台灣

彩光科技專精

於雷射光源投

影機、雷射智

能車燈、新材

料研發、光學

元件之專業廠

商，今年9月在

德國ISAL雙年會，展出自行開發使

用TI DLP DMD之高解析度ADB頭燈

系統，及可應用於雷射車燈之單晶

螢光體SCP。

此外，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亦

於現場展示多項、多樣實作，該基

地建置多元自造空間、多樣專業創

客設備與國際級競賽場域，同時跨

域整合資源，成為運用AI機器人技

術提供解決方案的專業平台。

2019國際光電大展再次匯集園區

廠商共同參展，無論是基礎光電、

精密光學、智慧車用光電，乃至於

創新技術應用，均充分展現出中科

園區豐沛之研發能量，預期本次展

會的跨領域交流與產業合作，將開

創光電產業的新格局與新視野，本

局將秉持創新、改變之精神勇往直

前，帶領園區廠商與事業永續發

展。

本局主任秘書彭麗春（左三）至科學園區主題館為中科園區廠商合盈光電、台灣彩光科技、

長園科技與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等加油打氣。

2019國際光電大展中科園區主題館提供跨領域交流合作機會，為廠商創
造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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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廖婉妤、圖／投資組  林學侃

技職探索專車  
開進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AI Robotics Hub Career Paths Exploration Tour for Junior High Students 
from Rural Schools in Nantou

田舎学校の産業体験計画はAIロボティクス･ハブに

偏
遠地區學校產業參訪實施計

畫從南投出發！立法委員蔡

培慧推動的「技職探索專車」從

108年10月9日正式啟程。這次國

教署委託南投縣政府辦理108學年

南投縣偏遠地區學校產業參訪，第

一波辦理產業參訪有中寮國中、魚

池國中、明潭國中、旭光國中及宏

仁國中，計5校、6場次，其中4場

次選擇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導

覽及體驗，透過創客工場介紹、

ShowRoom機台展演及筆筒體驗活

動，感受科技的魅力。

致力人才培育  啟發學童興趣　　　

本局局長許茂新指出，透過講師深

入淺出的導覽教學，讓學生親自

體驗操作，不只啟發學童對於自造

機器人的興趣及能

力，提早扎根下一

代的A I人工智慧技

術，也為良好的科

技教育奠定基礎。

負責規劃的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簡稱國教署）副署長許麗娟說

明，試辦偏遠地區學校產業參訪實

施計畫提供學生完全不同於學校所

學的體驗，透過統籌規劃以強化區

域產學合作，同時也減輕教師依不

同產業撰寫企劃書的負擔，若回響

熱烈，未來可望擴大辦理，嘉惠全

台偏遠地區的莘莘學子。促成偏遠

地區學校產業參訪計畫的立法委員

蔡培慧則表示，自己也是技職體系

培養出來的孩子，深知偏鄉地區的

學生培養一技之長，對改善家計的

重要性，長遠來看，培育出創新

產業技術人才不僅有效舒緩人才

的斷層，更有助於在地經濟的傳

承與活絡。

本局將持續在基地推廣機器人領

域教育，將教育與資訊科技結

合，希望藉由基地自造能量，吸

引更多學生來自造基地參與課

程，培養未來更多AI智慧自造人

才，提升AI產業技術發展，帶動

台灣整體科技競爭力。

立法委員蔡培慧（第二排左四）、本局局長許茂新（第二排左二）及國教署副署長許麗娟（第二排左五）等貴賓與中寮國中師生合影。

中寮國中學生認真聆聽導覽，了解機械手臂如何運作。



職業安全衛生研討會暨主題展

中科「108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研討

會暨主題展示」於10月25日在本局

大樓舉行，由本局、台灣積體電路

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A廠及台灣

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共

同主辦，結合高科技發展的安全衛

生新思維及科技防災等講座與應用

展示，邀請園區廠商安全衛生、廠

務、災防應變等相關主管人員及鄰

近大學相關科系師生約300人共同

參與，活動熱烈精彩。

科技工安  卓茂創新  
環擁中科  安如泰山

本局為推展並宣導廠

商落實製程安全評

估，邀請財團法人安

全衛生技術中心處長

林瑞玉主講「製程安

全評估新紀元」；為

使園區廠商了解虛擬

實境技術於災害應變

及安全衛生管理之運用，工研院

緊急應變諮詢中心研究員彭子桓主

講「化學災害應變訓練虛擬實境應

用」並示範相關設備之操演情形。

中山醫學大學教授巖正傑講授「應

用虛擬實境加強化學品管理」等議

題，最後友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羅文保演講「高科技廠運用智

慧型機器人（協作機器人）之實務

經驗」，分享協同作業機器人的應

用及事前的風險評估與安全準備，

更於現場展示協同作業機器人的實

務運作情形，讓各事業單位的安全

衛生管理觀念在持續發展的科技時

代中與時俱進。

推動科技工安及救災是本局及園區

廠商努力的目標之一，本次研討
本局局長許茂新（右）參觀相關防災系統及安全衛生設備展示

1. 勞動部職安署署長鄒子廉（左一）、本局局長許茂新（右一）與園區推薦獲勞動部107年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台積電十五B廠經
理吳榮泰（右二）、友達光電台中廠經理李海斌（左二）共同合影。

2. 勞動部職安署署長鄒子廉（右四）、本局局長許茂新（左四）與園區107年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合影，得獎人員為友達光電台中
場經理李海斌（左一）、程泰機械職業安全衛生員劉玉琴 （左二）、台灣日東光學副理陳嘉文（左三）、友達光電台中廠工程師許漢
威（右一）、台積電十五B廠資深工程師蔡岳奇（右二）、矽品精工中科分公司副理潘仲鵬（右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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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文／環安組  王啟嵩、吳憶伶、圖／林學侃、吳憶伶

2019年工安環保健康月系列活動
2019 Exhibition on Labor Health and Safety & Conference on Pollution 
Control and Waste Recycling

2019年労働安全衛生の月―安全と健康は一番大切！



會本局亦安排相關防災系統、化學

品管理虛擬實境設備、安全衛生監

測儀器及安全防護具等展示，包括

安全衛生主題講座園區廠商及週邊相關安全衛生科系學生踴躍參與

108年環保研討會

本局於9月30日舉辦「108年環保

研討會─中科16，卓茂創新」，邀

請國內專家講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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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優良環保專責人員」獎

項。

齊聚各領域專家　

提倡環保永續理念

「污泥循環再利用的前瞻與反思」

邀請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

江康鈺（現任環保署環評委員）為

主講，講述污泥實際處理或再利用

情形，找尋問題反思應用目的，並

應發展因地制宜、最佳可行、低能

源衝擊及自給自足的能源應用技

術。

「科學園區廢棄物之產出特性與回

收再利用技術探討」邀請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教授陳志成主

講，就近年本局委託陳教授輔導

系統結果建立物質流資料庫，透過

系統鍵結及整合，建立相關聯盟協

議平台，串聯循環經濟產業，並提

供誘因鼓勵創新研發。

本次研討會提供資源永續之前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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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廠商

廢棄物減

量與再利

用，提出

專業見解

及解決方

向。

「因應空

污周界加

嚴標準之

A I儀錶板

之開發」

邀請中國

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

系教授江舟峰主講，因應有害空

氣污染物（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HAPs）管制工作，現今學術界已開

發智慧周界監測AI儀表板，可達到

周界監控的預警目的。

「廢棄物資源化–邁向循環經濟社

會」邀請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處長

賴瑩瑩主講，持續依資源回收再利

用推動計畫及資源循環指標與分析

本局與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合

作建置的「智慧自主水情系統」與

「地震預警及結構監測系統」、勞

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

「化學品物料管理虛擬實境運用成

果」、中保防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防災與監控管理平臺」、田

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救災—

無人直昇機的救災應用」，及進駐

於中科園區的中美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發展的「視覺型及早期火災預

警系統」，並邀中山醫學大學示範

呼吸防護具密合度測試要領，更與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勞工健

康中心一同宣導職業衛生與健康促

進。

本次活動，處處可見本局的努力及

用心，園區廠商相關人員及附近大

學師生熱烈參與，與會人員皆表示

獲益良多。

東海大學教授魏玉麟提問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1╱

Park New
s

園
區
要
聞



12╱Nov. 2019

園
區
要
聞

Park New
s

文、圖／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林怡君

蘿蔔頭之夜

智慧音箱夯什麼？語音辨識的世界
Enjoy Your Life with Smart Speakers! Exploring the Secret of Speech Recognition

ロボットに関する夜の講座―スマートスピーカーの魅力はいったい何ですか？

在
科技時代的進步之下，現在

出一張嘴可以做很多事，像

是開電視、掃地、放音樂和查詢天

氣等等！以上這些事務，都是來自

神奇的語音助理搭配我們的一張

嘴。24日中科蘿蔔頭之夜「智慧音

箱夯甚麼？語音辨識的世界」邀請

到亞堤教育創辦人Felix帶領大家探

索語音辨識的發展現況，並針對市

面上的智慧音箱做功能性的分析。

「大家知道智慧音箱是什麼，或是

有使用過的人嗎？」台下舉手的

人數讓講師有些震驚，原來大家都

是智慧音箱的愛好者，除了常見

的Google Home Mini、Google Nest 

Mini、Apple Home Pod和Amazon 

echo系列，也有人提到小米的小愛

和音箱小米、阿里巴巴的天貓精靈

和百度的小度

音箱等。而根

據Canalys報告

指出，全球智

慧音箱的安裝

基數將從2018

年的1.14億台

成長到2019年

的2.07億台，

年成長率約為

85%，雖然美

國的安裝率

就高達42%以

上，但真正促使2019年智慧音箱成

長的是亞洲市場。

智慧音箱  無所不能的生活小幫手

「購買東西、訂餐廳、個人健身教

練、控制電燈、空調、電視和掃地

機器人，以上這些行為都可以透過

Amazon Alexa來控制」Felix跟大家

介紹到，不過他也提及一些特別的

應用，像是：當成行車電腦的助

理，將智慧音箱投入車載電腦當

中；當成離線翻譯機；輔助生物辨

識；以及玩具類的智慧音箱。Felix

說，喇叭只是語音服務的載體，未

來我們可以加入到車子、手機等媒

介當中，而各家廠商也都可以依照

工具和策略進行改變，讓服務加

值，開發不同的客群。

智慧音箱一直以來都有固定的客群

和消費市場，但伴隨著媒體應用服

務持續增長，Felix也提醒大家不要

太拘泥於音箱本身，而是應該往

使用者服務做延伸和擴展，亦或是

針對顧客購買時的考量要素精進，

如：語音服務、輸出音質和造型質

感等，這些都是未來智慧音箱的發

展要點。

基地邀請專業社群玩家Felix遠從高雄前來分享語音助理的現況與應用

「智慧音箱夯什麼？語音辨識的世界」主題蘿蔔頭之夜大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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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57次

會議於108年10月18日召開，

會中通過中科3家投資案，投資總

額計新臺幣11.22億元，包括生物技

術產業之安特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中科分公司；精密機械產業之

元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振豐

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

元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為園區廠商元翎精密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為達到專業

分工，於原址新設百分之百持

有之子公司「元翊精密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並將「工業品

部門事業」分割移轉予該公

司，全案分割基準日為109年

1月1日。預期分割後元翊精密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可專注於氣

體發生器產品之研發、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提供符合市場需求之

高品質產品，另可整合上下游技術與資源，強化公司及產品競爭能力，

並擴大營運規模以提升市占率，創造就業機會與貢獻經濟產值。

振豐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為曲軸、連桿及

其他車輛用零件。曲軸、

連桿等零件是發動機的主

要旋轉機件，可將活塞的

上下往復運動轉變為自身的

圓周運動，曲軸受力大且複

雜，同時又為高速旋轉件，

故需具有足夠剛性、強度、

平衡度與承受衝擊負載的能

力，以最佳化的製程及工藝

製造符合客製化所需，研發

生產少量多樣及精度高的產

品。

文／投資組  林雲志

安特羅生物科技、元翊精密工業、

振豐機器廠
New Forces at CTSP: Enimmune CO.,LTD, MOSA Safety System 
Corporation & Chen Fong Machinery Works CO.,LTD

Enimmune Corp. とMosa Industrial Corp. とCHEN FONG MACHINERY 
WORKS CO.,LTD

安全氣囊氣體發生器

安定捷日本腦炎疫苗

連桿

曲軸

其他車用零件

（農業耕耘機的元件）

其他車用零件

（大巴離合器元件）
車用零件品項

安特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分公司

成立於2014年，專注新疫苗及

生物蛋白製劑之開發，落實商

品化，提供國人健康需求並帶

動生技產業上下游整合，現階

段以疫苗開發作為營運主軸，

利用細胞培養平台開發腸病毒

7 1型疫苗、日本腦炎疫苗等

新製程平台疫苗；本案藉由安

特羅中科分公司之先導工廠設

置，將新產品進行製程適化及

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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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工商組  喻正翔

應對全球智慧化浪潮  做好資安防護準備
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 Cyber Security Seminar

全世界人工知能化のトレンドに応じ　セキュリティ保護を行う

產
業發展需要思考國家長期戰略

及產業創新，近年全球製造業

掀起智慧化浪潮，我國政府「5+2」

產業創新計畫（智慧機械、亞洲‧

矽谷、綠能科技、生醫產業、國防

產業、新農業及循環經濟）中積極

推動製造業產線智慧化、進而推升

產業升級轉型，然而企業導入智慧

化、數位化同時，產線工控系統與

企業資訊系統或外部網路之間隔絕

的程度愈來愈低，資安的威脅正衝

擊智慧製造系統，也成為政府及產

業界需要正視的議題。

邀請專家分享  提升資安防護意識

製造業在導入、規劃智慧製造時普

遍欠缺資安意識，對於如何導入

OT領域的資安機制也缺乏完整的

概念，為了加強提升園區製造產業

對於工業控制系統安全暨防護之意

識，經濟部工業局10月17日於本

局舉辦「工業控制系統安全暨防護

研討會」，邀請專家分享智慧製造

OT（Operational Technology）與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領域整合

防護應有的資安認知與建議、智慧

智造資安防護之道，以及網絡安全

（Cybersecurity）風險評估方法簡介

等議題，以協助我國製造業落實智

慧製造之願景目標。

本次研討會邀請業界重量級專家講

座包括：日本東芝技術統籌部資安

部部長中村宏、資策會資安所林志

達博士、英能科技副總經理游輝祥

及友嘉集團副總經理林勤喻等，針

對「日本東芝集團OT與 IT領域整

合防護分享」、「智慧智造資安防

護之道」、「網路安全風險評估方

法簡介」及「智慧製造之資安思維

與佈局」等4項資安議題做了精闢

的講解說明，會後聽眾發言提問熱

烈踴躍，對於中科園區製造業導入

OT領域的資安機制與規劃智慧製

造上，提升資安意識之宣導已達到

顯著效果。

日本東芝技術統籌部資安部部長中村宏（右六）、日本JISA（資訊服務產業協會）部會長柴崎正
道（左五）、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右四）、資策會資安所博士林志達（右二）、英能科技副總

經理游輝祥（右三）、電電公會中區會長魏鎮炎（右五）及與會貴賓合影。

日本東芝資安部部長中村宏分享OT與IT領域整合防護相關要點



聯
合國大會於1979年通過「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以下簡稱CEDAW），1981年

正式生效，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

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

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

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

確保男女在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

至2016年3月，已有189個締約國，

為第二大國際人權公約。台灣雖非

締約國，但業於2012年正式施行

「CEDAW施行法」，完成CEDAW

國內法制化。

促進性別平等是妳我的責任

有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為國際人

權主流價值，積極促進性別實質平

等，消除一切形式性別歧視，是我

們身為公民必要承擔的責任。為

配合性別平等政策，增進同仁對

CEDAW條文之認識及落實運用於業

務工作與日常生活中，本局於10月3

日辦理相關講座，邀集同仁一起關

心這個跨世紀的全球重要課題。

本課程邀請到德臻法律事務所莊喬

汝律師擔任講座，莊律師自2005年

起，歷任該領域相關職務，例如婦

女新知基金會董事、臺北市政府性

別工作平等委員會委員、桃園市政

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

員及世新大學客座講師等，經歷相

當豐富，也可見莊律師在性別平權

方面不遺餘力。

課程開始，莊律師利用簡短小影片

為本次課程暖場，讓學員們瞭解性

騷擾及其防治概念；接著講述性別

主流化在法律上的實踐與運用，包

括婚姻家庭、工作條件及人身安全

等方面，均有其落實作為，莊律師

以專業的知能、中性的統計數據，

分享並探討性別刻板、直接與間接

歧視及如何消除歧視等議題，相信

學員們對CEDAW都有了更進一步的

瞭解與省思。

性別平權與妳我息息相關，性別主

流化是策略，更是普世價值，讓我

們一起加入運用CEDAW的行列，為

性別平等盡一份心力吧！

致力於性別平權的莊喬汝律師

Training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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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事室  王淑玲、圖／投資組  林學侃

妳被歧視了嗎？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Seminar on CEDAW to Improve Gender Equalityl

女性への差別をなくして！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英語：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是一項有關婦女權利

的國際公約，全文共30條。1979年12月18日聯合國大會依第34/180號決

議，通過該有關議案並開放給各國簽字、批准和加入生效，而依第27條第1

項規定於1981年9月起生效。該公約確立規則，保障婦女在政治、法律、工

作、教育、醫療服務、商業活動和家庭關係等各方面的權利。

該公約第1條，即對「對婦女的歧視」訂下一個通用的定義：「基於性別而

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

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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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建組  章靖、圖／投資組  林學侃

工程觀摩與文化之美

田寮文學步道工程與故宮南院文物
Excursion to Tianliao Literary Walk &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o Observe the Public Constructions with Traditional Art

台湾文学トレイルの工法見学また文化の美しさを体験

本
年度「提昇本局公共工程施

工品質教育訓練工程實地觀

摩參訪活動」分別參訪行政院農委

會水保局台南分局主辦之「田寮社

區文學步道周邊環境營造二期工

程」及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第一站  田寮文學步道

行程首站為台南鹽水小鎮田寮社區

之文學步道工程，其工程特色主

要著重於人文、生態防洪、蓄水

防災及景觀工程等，均與本局園區

公共工程重點開發項目相關，且在

月津文史發展協會執行長林明堃及

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課長莊金城、

立成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賴宗成

的細心解說下，深刻體會到工程承

辦單位的用心與當地居民對這片土

地的熱愛；本工程利用在地元素，

將紅磚鑲嵌窯燒竹冊以建構168首

文學詩，農路則利用紅磚取代交通

標線，打造充滿文學素養之田間步

道；將田野風情、詩詞文藝與生態

工程相結合，進而塑造出工程建設

與人文風情和睦共榮之情景，漫步

在文學道上，木棉成蔭，筆直的道

路及無垠的田野與雕著詩詞的瓦片

相襯，暫使人了卻塵囂的紛擾。田

寮社區遍植十多種花木，一年四季

各賞不同花木之美，除了木棉外，

另有美人樹、鳳眼果樹、台灣欒樹

等，繽紛花色隨季而異。還有每年

春時舉辦台灣詩路吟唱會，聽著詩

人吟唱詩詞，一邊欣賞台灣詩路的

各種詩詞意境。

1.2.  月津文史發展協會執行長林明堃（右一）為本局同仁細心解說紅磚竹窯上的台灣詩詞

   3.  本局營建組組長謝東進（右五）率同仁至田寮文學步道觀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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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秘書室  黃冠蓉

精益求精  檔案管理標竿學習
Observation Tour to Golden Archives Award Winning Government Agencies to 
Enhance Archive Management Knowledge

改善し続ける　ファイル管理基準と学び

第二站  國立故宮南院

下午來到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南部院

區，其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轄下兩座

主院區之一，坐落於嘉義縣太保

市，主要以蒐藏、研究、教育、展

示亞洲藝術品與相關文物為定位，

另設有人工湖和主題花園等。參訪

期間經由南院安排的導覽老師細心

解說，從古時的陶石器皿、各類宗

教文物與雕刻藝術，以及展列於院

區戶外的公共藝術作品等，實在是

讓參訪的同仁們沉浸於各國人文藝

術之薰陶以及國畫大師張大千山水

畫的震撼。

因本局近來公共工程多有與人文藝

術領域相結合之開發建設與藝文推

廣活動，又故宮南院係近年中南部

地區人文藝術推廣與開發建設相當

重要的一環，希望能透過本次參訪

的所聞，應用於本局後續之業務推

廣及建設中。

故宮南院的導覽老師解說文物

本
局雖已於106年獲第15屆機

關檔案管理金檔獎，但為了

充實檔案管理的新知，學習各機關

針對檔案管理的創新作為，每年度

皆規劃檔案管理標竿學習活動，

而今年度檔案管理標竿學習觀摩機

關，係自第17屆金檔獎獲獎機關中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文書科科長吳淑順（左一）

為本局同仁導覽解說。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行政科科長林麗純（前排右五）

為本局同仁導覽解說。

擇選2個機關，分別為科技部南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彰化縣地方

稅務局，其中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與本局屬同性質機關，

標竿工作項目中於鑑定清理、檔案

應用及文書檔案作業資訊化皆獲得

優等；而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因稅

務檔案與本局工商業務檔案較為相

近，且標竿工作項目中於檔案保管

與庫房設施、檔案應用、文書檔案

作業資訊化皆獲得特優及鑑定清理

為優等，可供本局仿效學習。感謝

這2機關接待，讓本局同仁收穫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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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林建宏

台日友好！中科實中赴日參訪千里高校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NEHS@CTSP's Visit to Senri Senior 
High School in Japan

台日交流！中科実験高級中学は日本千里高校を訪問

國
立中科實中自103年起，即與

大阪府立千里高校建立雙方

互訪，進行科學文化交流的夥伴關

係，在互訪活動中，感謝千里高校

向日本政府申請補助（日本 J ST櫻

花科學計畫），予實中師生公費赴

日為期一週，並且提供寄宿家庭體

驗、入班觀察學習、參與科學交流

等活動，強化兩校夥伴互動。

這次有8位同學前往千里高校（10

月14日到20日）參與櫻花科學週相

關活動，主辦方千里高校相較於中

科實中有更久遠的歷史，也有別於

日本一般高校，千里高校設有國際

文化科及總合科學科，並且開設國

際理解、異文化理解、國際溝通、

時事英語、Topic Studies等專門課程

以加深學生在語言學習、國際關

係、探究學習等能力。

實中同學全力以赴  
展現國際競爭力

訪日第四天是千里高校國際環境研

討會及學生研究海報報告日，實中

8位同學各個全力以赴，林妙君同

學、陳思婷同學報告光觸媒科展研

究，緊接著由張宸軒同學報告台灣

空汙議題，在Q&A時立即有千里高

校同學提出問題進行互動式對答。

研討會結束後接著是科學研究海報

報告，實中4組同學分別報告光觸

媒科展研究、手機使用調查、中學

生Instagram使用調查與禁用手機相

關研究，原本還擔心日本同學會不

會因為是英文報告而不感興趣，結

果會場湧入了許多同學。

隔天前往日本大阪天王寺中學進行

學術研究口語報告，與會的皆是

大阪區前10名高校競選出來的同

學，在場觀眾對於實中所報告的4

組研究反應熱烈，紛紛提出問題做

討論。這次行程日方還安排參觀大

阪大學蛋白質研究所、產業結構研

究室、石黑教授機器人研究室，實

中的學生對於這些高深的學問及先

進的知識非常感興趣，多次提出問

題請教在場的教授們，此行實在受

益良多。中科實中的國際教育結合

校本課程，學生不僅可以針對研究

發表，選擇自己興趣的主題學習專

研，也能選擇外語專題，精進外語

溝通能力，提供每一位學生展現能

力與活力的舞台，培養國際視野，

成就每一位學生，是實中的學校願

景與目標。

1. 實中同學與日方學生合影
2. 中科實中校長林坤燦（左五）與赴日9位師生

3. 實中同學向在場來賓解說中學生Instagram使用調查研究成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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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黃春英

十載精彩！中科實中 10 歲生日快樂
Let's Celebrate 10th Anniversary of NEHS@CTSP!

十周年素晴らしい！中科実験高級中学十歳の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1.  校長、輔導會長、導師代表與各班班代植樹活動合影
2.  中科實中學生運動員宣誓

中
科實中於民國9 8年奉准籌

備，民國99年第一屆高中部

招生，目前設有高中部、國中部與

雙語部，今逢10週年校慶，以「實

中十載 繼往開來」為主題，透過

公開徵選，由學生設計有關主題之

標語及標誌，雀屏中選者以蝴蝶比

擬中學生，擁有充沛的活力與求知

心；以蛹來象徵蛻變的自我；展現

「佇立台灣、放眼世界、『麥』向

未來」的實中精神。

配合10週年校慶，為體現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的精神，傳遞世代師生

情感，於10月23日上午朝會舉行

「創校10週年全體師生植樹紀念

活動」，由林校長親自主持植樹儀

式，並邀請輔導會長、導師代表及

各班班級代表共同鏟土，種下具紀

念性的羅漢松及真柏，「生根」於

實中校園，蘊藏其內在韌性與堅忍

毅力，也象徵著「松柏」長青，保

護陪伴著世世代代的師生，見證實

中的「深耕」與茁壯，融入環境教

育，為1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正式揭

開序幕。

實中十載  繼往開來

今年是中科實中10歲生日，能夠躬

逢其盛，全體師生感到十分興奮。

除了號召歷屆校友回娘家，親師生

共同參與校慶，一系列靜態動態活

動正緊鑼密鼓籌備中，有圖書暨校

史文物展、師生科學與文藝作品

展，還有舉辦「攝紀實中生命力」

活動，透過圖文紀錄中科實中師生

對於實中的感動與回憶。另外，日

本熊本縣立熊本高校（Kumamoto 

Senior High School）校長與師生蒞

臨共襄盛舉，兩校簽立姊妹合作協

議，進行一場全方位且多元化的國

際教育交流，雙方結合視訊設備建

立師生近距離的學習機制，同時配

合國家雙語政策推動雙語教育，培

育國際菁英人才，深化拓展寰宇視

野。

校慶「實中十載  同樂週」活動為

期一週，有動態展演和靜態攤位展

示，活動在10月25日運動大會當天

達到最高峰，本局局長許茂新、學

生家長及鄰近大學、高中、國中小

校長等來賓蒞臨，推展全民體育、

增進身心健康，培養學生自信心與

創新活力，展現建校10週年薪火相

傳，結合社區村籽文創共同參與校

慶活動，增進社區的認識與連結，

共同凝聚對學校的向心力。

中科實中歷經了篳路藍縷的發展過

程，仰賴許多人的努力，點滴都是

難以忘懷的校史紀錄，為了迎接10

週年校慶，各處室齊心積極編輯

《實中十載  繼往開來  創校10週年

專輯》，介紹創校沿革，回顧學校

10年的歷史軌跡，呈現實中科學人

文藝術教育成果，均衡科學精神、

藝術美感與人文素養，還有透過邀

請親師生書寫祝福活動，體現薪火

相傳、承先啟後的歷史任務，匯聚

眾人力量，增進對學校的認同，建

立良好文化傳承，期許學校能在過

往的基礎上持續前進，開創更璀璨

卓越的未來，邁向更精緻優質的實

中願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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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園區公會  張鎮宇

中科園區節水節能輔導計畫

興達、大林電廠暨高屏溪攔河堰參訪交流
Visit to Power Plants & Weirs in Kaohsiung to Promote Water Conservation

CTSPの水とエネルギーの節約支援計画―興達．大林発電所及び高屏溪堰堤
との訪問交流

為
保育環境，降低發電過程中

對環境的汙染，近年來政府

加強推動再生能源，本局在今年度

「高科技產業節水、節能技術輔導

計畫」中，規劃一系列參訪活動，

並與園區公會辦理的水電參訪活動

相結合，安排於10月18日參訪高雄

興達電廠及大林電廠、10月19日高

屏溪攔河堰環境教育。

參訪電力、水力機構　

提升節水節能觀念

首站來到台南、高雄交界處的興達

火力發電廠，該電廠係台灣第二大

燃煤電廠，除設有煤炭接收碼頭

外，在近年來降低燃煤的政策下，

未來會結合鄰近的中油永安天然氣

接收站，增加天然氣發電比例；參

訪當天因卸煤碼頭剛好進行卸煤作

業，遊覽車無法進入，無緣至外海

回看發電廠，但電廠單位除簡報說

明外，開放了大型煤倉讓我們參

觀，並說明儲煤倉預防燃煤悶燒

的處置方式，增廣見

聞。

大林發電廠位於高雄

市區，過去的空汙曾

經讓居民怨聲載道。

因應核電轉型，台電

近年來積極開發新的

電力來源，但燃煤及

天然氣仍佔發電量大

宗。為降低環境汙

染，在新型的發電機

組中，除林口發電廠

已轉型超超臨界發電

機組外，南部的大林

電廠已於今年更新為

超超臨界機組。台電

最新的燃煤發電機

組，具有更環保的燃

煤發電技術，燃煤所

造成的環境影響，已

降至與天然氣發電相

當，兼顧能源取得及

環境保護兩項議題。

電力設施參觀完，隔日

來到高屏溪攔河堰，承

蒙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

資源局高屏溪攔河堰管

理中心主任黃信融協助

安排環境教育行程，由

專業講師羅守枝博士介

紹南部地區水利資源概

況以及高屏溪攔河堰供

水設施，得知台灣年雨量雖高，卻

因地形結構無法留住水源，長久以

來都屬於缺水地區，節水議題更顯

重要。

本次觀摩參訪行程得以順利進行，

感謝本局營建組副組長陳啟芳及台

電公司的協助，在園區廠商、東海

大學參與下，參與人員聯誼交流各

項水電資訊，獲益良多，期待明年

度持續辦理。

外觀新穎的大林超超臨界燃煤電廠

1. 興達電廠大型燃煤儲倉    2. 高屏溪攔河堰環境教育導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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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員工診所  張家禎醫師

健康專欄—中醫治感冒
Health Colum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for Cold

健康コラム－風邪は漢方で治す

秋
意漸濃，早晚日夜溫差漸

大，攜帶穿著衣物、飲食稍

不注意，就容易感冒，開始咳嗽、

發燒、頭痛、喉嚨痛、肌肉痠痛、

噴嚏、鼻塞等，沒有治療好，症狀

反反覆覆，容易拖了整個秋冬季

節。

感冒中醫治療

感冒對中醫來說是一種外邪入侵，

正氣不固而發的疾病狀態，中醫外

邪有分風寒暑濕燥火等，簡單來

分，治療感冒中醫會先分寒性或熱

性感冒，是否夾濕，夾燥等，選用

的藥物皆不同，不會是同一種治

療。寒性感冒常會使用麻黃湯、桂

枝湯，熱性感冒常用銀翹散、桑菊

飲，夾濕會使用荊防敗毒散，夾燥

會使用幼科杏蘇散、杏蘇飲或在原

本寒熱藥方裡加養陰藥如玉竹、麥

冬等。有時感冒時常見夾帶便祕，

會使用防風通聖散；若是寒性感冒

夾濕又腹瀉會使用藿香正氣散，黃

黏痰可以用貝母、瓜簍實，痰清稀

水用苓薑味辛湯等。中醫治療會辨

證求因，找出造成疾病的關鍵來做

治療，不是每種狀況都用同一種藥

物。除此之外，也會顧及其原本體

質，陰虛、陽虛、氣虛、血虛

等，會加以考慮所選用的感冒

藥物或酌加固本藥物，才不會

治療感冒過猛傷及正氣，反而

造成感冒難癒，中醫治療感冒

可以說是標本兼顧。

感冒時，除了中藥治療，也能

使用穴道做針灸按摩。頭痛時

可以使用列缺與合谷，咽痛時

可以使用魚際、少商放血，咳

嗽可以使用尺澤、天突，鼻部症狀

搭配迎香等。

除此之外，感冒時，燒、烤、油、

炸、辣、冰及太過油膩都要忌口。

當服完中藥稍微流汗時，切記不要

再吹風遇冷，並且在這段時間到完

全康復前都不要熬夜或是過度勞

累，如此都會延緩感冒恢復。

1.  防風、桂枝解表散寒，辛夷能芳香通鼻竅，貝母清熱化痰，是常見的感冒用藥。
2.  少商：手拇指指甲橈側，距指甲角1分處，能於此處放血治療咽痛。

3.  魚際：大拇指掌骨中點豐厚肉之赤白肉際處，能清瀉肺熱，治療咳嗽咽痛。

貝母

少商

魚際

辛夷 桂枝

防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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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趙庭佑

相思寮午後的農閒時光
Afternoon Farming Time in Xiangsiliao, Erlin Park

相思寮午後の農地のある風景

園區之美

二林園區

1.  尚未成熟的百香果
2.  里長陳俊男（左一）、相思寮農地地主、耕作農民
及園區維護廠商合影。

3.  相思寮農田景觀

這
天，走進了相思寮聚落；聚落是如此的安靜恬逸，好鄰居怎麼

沒有在門庭前休息聊天呢？這時，車子轉出了狹窄的聚落道

路，映入眼簾的是片綠油油的稻浪，還有幾個紅紅的點，在田間穿梭

著，原來大家都在這「巡田水」了呢！也許不會想像得到，在所謂

「科學園區」裡邊，竟還有農業區的存在，而二林園區的都市計畫土

地規劃，幾乎是全世界獨有的現象。

遠遠的，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萬

合里的陳俊男里長親切地打招

呼，邀請一起去特製的涼亭

底下乘涼，一邊走一邊聽

他介紹著各種作物：有

水稻、空心菜、蔥、韭

菜、玉米等等；走著

走著，來到了他口中

的「涼亭」，原來是

百香果棚架啊！坐在

裡面望向青蔥田，感受

農閒時光。離開前里長

特別說：「感謝管理局照顧

我們相思寮的居民，有這樣的規劃，還

幫忙周邊的環境整理。」聽到里長這麼

說，感到特別欣慰，想想二林園區開發

以來，遇到了多少的衝突，經過多少人

的努力，才能與在地和解共生、並順利

通過二階環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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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阿拉丁

◎ 放映時間  108/11/13（三）PM6:30

（PM5:50開放入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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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片長  2小時8分

緊
張刺激的沙漠冒險，神祕魔幻的阿拉伯元素，獨立自主的公主

愛上街頭小混混，擦亮神燈，小心翼翼許下三個願望⋯⋯。

在沙漠中心的古老城市裡，藏著神祕的傳說，只要獲得帶有魔法的神

燈，法力無邊的精靈就會實現你的三個願望。機智的窮小子阿拉丁，

遇上了勇敢獨立的茉莉公主，對抗邪惡巫師賈方，阻止他密謀叛變奪

取國王寶座，藉由幽默調皮的神燈精靈出手相助，譜出一段浪漫的愛

情故事。

普

4.  棚架內向外望，里長陳俊男的背影與青蔥田，形成一幅動人的人文景觀畫，很難
想像這是位於科學園區內的景色。

5.  水稻田景觀

回想過去，透過以地換地的方式，將農地整體規劃並整修了

灌溉水路；而今，在繁忙的園區裡，這片農園給人一種放

鬆、愜意的感覺，但也想像著未來周遭廠商進駐建廠了，又

會是一幅怎樣的地景；看著這些作物，真不枉同仁們以及維

護廠商的努力，讓科學園區與傳統農村能夠並存共榮。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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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2019未來科技展
打造台灣產學研奧林匹克！
2019 Future Tech Exhibition to Demonstrate Taiwan's Competency in 
Technology

2019未来テクノロジー展―台湾産学研のオリンピックを創る！

由
科技部主辦的「2019未來科技展」（FUTEX 

2019）將於108年12月5至8日假臺北世貿一館登

場，本次科技盛典將呈現全國學研創新能量、前瞻技

術成果。

本次展覽計有來自全國各地學研、法人及園區等各單

位之前瞻技術合計超過500餘件徵選，以「科學突破

性」與「產業應用性」為二大指標，88件技術脫穎

而出，聚焦於生技與新藥、醫材、智慧機械與新穎

材料、AI及IOT應用、電子與光電等六大具前瞻性關

鍵領域之應用。除設有「智慧農業生技」與「精準運

動」特色專區，首度新增「太空科技」與「半導體射

月計畫」專區，前者整合電子零組件與精密機械等兩

大技術專業，不但提升太空領域競爭力，更將台灣的

太空產業鏈推向全新領域；後者則延續臺灣在全球半

導體產業鏈中的優勢，於智慧化時代亦保有高度成

長，並在全球人工智慧（AI）產業生態系中具超越並

領先之表現。

近年來，科技部積極推廣計畫研究成果，激勵全台投

入創新技術，並提供企業進行技術升級轉型，尋求高

附加價值的藍海市場，期能在國際科技競賽舞臺上展

現高度競爭力，發揮小國大戰略精神。

過去二年的「未來科技展」展出成效斐然，共計吸引

超過7萬人次的參觀人潮、創造逾6千場次的媒合洽

談，展後媒合成效超過新臺幣4億元，獲得業界熱烈回

響與好評，今年且拭目以待。

掃描 QRcode加入 line@！
未來科技展最新消息不漏接



美國在台協會政治官 Michael Wu（左二）率團參
訪中科，本局投資組組長林靜慧（左三）接待。

德國「普魯士廣訊報」特約記者 Michael Leh（右三）率歐
美政經記者團參訪中科，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左三）接待。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主任陳泉錫（第一排右九）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副局長施文芳（第一排右十）接待。

嘉義縣議會縣政考察團參訪中科，本局局長許茂新 （前排左七）接待。

10/17
10/22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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