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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新創者聯盟  打造創業最強競爭力
Joining Hands with KPMG, EY, Deloitte, and PwC Accounting Firms to 
Provide CTSP Startups with Free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s

CTSPのベンチャー同盟　起業に最高の競争力を構築

由
於新創團隊的財務、稅務與

股權規劃攸關未來成立公司

營運發展與資金需求等，也影響吸

引投資者是否挹注資金的決定，為

使受輔導之新創團隊獲專業財務諮

詢服務，本局特別與四大會計師事

務所（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

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

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於8月13日假中科

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簽署合作協議

書，此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將免費

（每周／每月時數限定）提供中科

新創團隊相關財務規劃諮詢與建

議。

推動創新計畫  扶植創業團隊

科技部108年度所辦第一梯次「創

新創業（FITI）激勵計畫」40組來

自全國大專院校創業團隊入選，有

14組團隊由中科輔導，其中天氣

即時預報團隊獲得創業傑出獎與

200萬元創業獎金，Need Us、卡維

蘭、譜曲辰與GT鋰電研發創新團

隊等4組團隊獲得創業潛力獎，各

得25萬元獎金。FITI計畫自102年辦

理以來，計137組新創團隊選擇以

中科為輔導單位，其中有35家創立

公司，顯示本局近年來積極打造優

質創業環境並提供專業輔導業師資

源，在推動協助創新創業成果已獲

肯定並展現成效。

另為增加新創團隊上台簡報實戰經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右三）、安永會計師黃子評（左二）、安侯建業會計師王佩如

（右一）、資誠會計師李珮璇（左一）、勤業眾信會計師蘇定堅（右二）共同簽署合作

協議書。

文／投資組  盧素璧、圖／投資組  林學侃  

驗，在簽署完成後本局特別邀請

寶渥公司黃孟堯老師指導修改團

隊的Pitch，讓團隊展現創業內容

予潛在投資者或合作夥伴並留下

深刻印象。未來本局將積極推動

創新創業及強化創新能量，打造

創業資源分享媒合平台，為在地

產業導入創新及AI智慧機器人元

素，落實中部地區創業生態體系

在中科扎根。

1.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前排右
三）、會計師事務所合作夥伴以

及新創團隊成員合影。

2. 寶渥公司黃孟堯老師指導新創團
隊，如何展現創業內容予潛在投

資者或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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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張豪君

中科代表隊赴韓奪銀  培育國際 AI人才
Congrats! FCU-CTSP Team Wins 2nd Place in AndroSot Tournament in 2019 
FIRA RoboWorld Cup

CTSPチームは韓国に開催するFIRAで銀メダルを獲得

2019 FIRA中科代表隊首次參賽即
榮獲亞軍

2019 FIRA（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Robot-Sports Association）世界盃智

慧機器人運動大賽，8月12日至17

日於南韓昌原開賽，中科代表隊

「FCU-CTSP」第一次參賽即成績

亮眼，獲得人形足球挑戰賽亞軍佳

績！

本局自2018年加入FIRA成為第一個

Industry member會員，並於同年舉

辦創下歷史最大規模的第23屆大賽

後，為延續我國大專校院學生參與

國際賽事熱潮，以及達成培育AI人

才在地團隊的目標，今年特別透過

隊員遴選，由逢甲大學自動控制系

教授郭至恩、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張

忠賢指導機器人相關知識，使用中

科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軟

硬體設備，結合系列課程學習專業

知識等資源，共同培訓中科代表隊

「FCU-CTSP」。

「FCU-CTSP」也不負眾望獲得佳

績，未來本局將持續透過參與世界

性機器人競賽，培育AI人才接軌國

際暨促進國際團隊交流，從中洞悉

智慧機器人的發展趨勢與契機，期

促進中部產業發展。

FIRA中科代表隊「FCU-CTSP」合影

FIRA中科代表隊獲得人形足球挑戰賽亞軍



創業平台，以「市

民創業的成功，代

表城市繁榮的未

來！」為願景，培

育450個青創企業

為目標，協助降低

創業門檻、培養跨

國企業、提供高度

化服務等方向，任

何關心創業投資或

夢想進軍全球的青

年創業家等，都可

以在這裡獲取相關

資訊、實現夢想的

園地。

「 S e o u l  S t a r t u p 

Hub」更是總管首

爾全境共43個創業

機關的控制樞紐，

統籌分配政府與民間資源。目前共

輔導約300家新創公司，並根據各

公司身處不同成長階段給予相對應

的資源協助，除空間租金全免外，

初期產品試驗到進軍海外開拓市

場，由政府資助。截至目前，已培

育751家新創企業，其中以IT新創

公司為主，更衍生93個專利技術和

600多個就業機會，創造銷售額和

投資超過200億韓元。作為指標性

的startup空間，也透過定期舉辦博

覽會、交流會議等活動，開放韓國

本地及外國人了解首爾創新創業理

念。

本次交流也觀察到南韓推動新創發

展，首先以國家主要發展產業為主

軸，投入的資源更不計其數，除了

強化基礎環境的建置外，給予新創

的輔導與資助亦相當全面，成功打

造創業生態環境。而藉由本次參訪

吸取經驗的機會，期能作為本局推

動創新創業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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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由Google 的專業人士（Campus 

EDU）進行專業輔導，為新創團隊

打造有如校園般的學習成長空間，

凝聚與強化在地新創生態圈發展。

目前 Google 總共在全球七座城市

設立「Campus」，除了首爾外，

分別為英國倫敦、德國柏林、西班

牙馬德里、波蘭華沙、以色列特拉

維夫與巴西聖保羅等城市。而令人

覺得有趣的是Google在南韓搜尋引

擎和地圖服務市佔率僅有4%，之

所以選擇南韓設立亞洲首個創業學

院，除了其手機及網路使用普及率

高外，最重要的就是無所不在的

Wi-Fi環境及快速便捷的網速，南韓

更領先全球於今年4月推出5G商用

服務，健全的網路環境也吸引更多

電商及資訊產業投資。

另創立於2017年的「Seoul Startup 

Hub」，是集創新、創意與創業為

一體的新創基地，也是韓國最大的

南韓 startup空間交流參訪

南韓是世界主要經濟體G20成員之

一，擁有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

人口約5,128萬，GDP全球（Gross 

Domestic Product）排名11，而在

促進國家競爭力的指標項目之一─

「創新力」更是世界首屈一指，

2 0 1 9年新公佈的彭博創新指數

（Bloomberg Innovation Index）排

行，南韓已六度蟬聯冠軍，也造就

南韓境內衍生出多所知名startup空

間，如「Google Campus Seoul」及

「Seoul Startup Hub」等，使創意演

變為商品、團隊培育為企業，帶動

南韓提升國際競爭力。

以「Google Campus Seoul」為例，

其為Google於2015年在韓國首爾成

立的第一座亞洲創業學院，佔地約

605坪，包含共同作業空間、咖啡

廳及多功能展示區等空間，主要目

的為推動科技創業，除了提供新創

團隊寬廣的場所做為交流場域，也

F I R A中科代表
隊聚精會神，

挑戰人型機器

人足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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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

2019FRC季後賽完美登場
邁向世界機器人大賽
2019 Taiwan FRC Off-Season and Forum in CTSP

2019のFRCプレーオフが登場　ワールドカップロボット競技会へ邁進

中
科2019 FRC台灣季後賽暨國

際論壇於8月17~18日在國立

中科實驗高中體育館盛大舉行，計

有400位師生熱情參與。本局為培

育AI專業人才與推廣機器人活動，

協助國內學子在國際比賽中爭取佳

績，自2017年舉辦「世界機器人大

賽（FRC）觀摩與培訓」後，接續

於2018及2019年舉辦FRC練習賽與

季後賽，帶動國內20支FRC團隊參

加，今日活動更新增7支跨校組成

之新隊伍，本局預計於2020年舉

辦台中科學園區FRC區域賽「2020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 Science 

Park Taichung Regional」，讓國際看

見台灣學子在機器人競賽的實力。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致詞表示，今

年季後賽首度引進來自美國及澳洲

正規賽事的電子計分系統及比賽設

備，同時邀請國外專業技術人員來

台協助安裝，讓台灣團隊體驗國際

正式比賽場地，也為2020年主辦台

灣區域賽做更加完善的準備。藉由

比賽過程經驗，不斷激發學生的潛

能與臨場解決問題能力，隊伍可以

透過科技性的比賽互相切磋學習，

除了精彩刺激的賽事體驗，更學習

到團隊間互助合作的重要精神。

FRC季後賽暨國際論壇
開啟世界視野

不同於以往，今年在季後賽期間第

一天上午舉辦「FRC國際論壇」，

特別邀請三位國際嘉賓—FRC澳洲

總監Luan Heimlich，及澳洲、夏威

夷資深教練Lael Grant、Glenn Lee，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中）與貴賓合影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與FRC季後賽冠軍隊伍合影



FRC（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機器人競賽是一

個針對全球高中職學生所舉辦，並且是目前最接近

工業等級的頂級機器人競賽，由美國非營利性組

織FIRST（For Inspir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辦。在本局的努力下，台灣隊伍在

FRC機器人比賽中屢傳佳績，證明台灣高中職學子

的軟硬實力皆已與世界各國齊頭並進。現在，「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繼續透過各

式課程、活動、論壇，努力提升學生對AI與智慧機器人應用領域之興趣，希望藉此激發

學子創新思維，栽

培出整合科學、科

技、工程和數學的

人才。

操作力、技術能力

都相當亮眼，決賽

時刻機台卻失誤倒

下，隊員們發揮團

隊精神積極搶修，

卻仍在最後一局輸

給了穩健的北一女

中、安康高中及富

邦聯隊聯盟。兩大

聯盟共六支隊伍秉

持運動家精神，努力不懈的堅持到

最後，帶給現場觀眾一場十分精采

的競賽。

這場競賽讓我們看見北門高中及富

邦聯隊以新秀之姿打入決賽，值得

期待未來持續不斷新隊伍成立的

無限發展潛能，並希冀未來將有

更多種子教師帶領全國高中職，

投入FRC競賽活動，讓機器人教

育開拓出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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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C機器人競賽

與台灣隊伍分享其豐富的FRC實戰

經驗，更邀請國際貴賓擔任評審

團，給予這些FRC參賽隊伍不同層

面的想法與多樣的國際觀。

在國際講者經驗分享與交流後，緊

接著是正式比賽開始，歷經二天

的激烈競賽，分別由北一女、安康

高中及富邦聯隊榮獲聯盟冠軍獎，

明道中學、南港高工、北門高中獲

聯盟亞軍獎。在最後總決賽階段，

由一路呼聲最高的明道中學、南港

高工及北門高中三校共組聯盟對上

穩扎穩打、團隊默契極佳的北一女

中、安康高中及富邦聯隊聯盟。明

道中學、南港高工、北門高中無論

參賽團隊機台進行檢查測試

參賽團隊機台進行競賽情況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與冠軍隊北一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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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科二林  放眼全球產業先機
Seminar on Investment Enviroment, Incentive Mesures & Investment 
Application Procedure at Erlin Park

二林パークに立脚　有利な投資機会に目を向け

文／投資組  林雲志、圖／投資組  林學侃

本
局於8月29日舉辦「中科二

林園區招商說明會」。說明

會由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主持，與

會貴賓包括彰化縣縣長王惠美、立

委洪宗熠、彰化縣副縣長洪榮章、

二林鎮鎮長蔡詩傑及廠商代表近百

人。本局藉由此說明會對二林園區

投資環境、投資優惠措施及申請入

區程序等主題作詳細介紹。

中央及地方攜手　

打造精密機械重鎮

許代理局長表示，中科二林園區已

轉型以引進「低用水、低排放」之

精密機械產業為主領產業，自107

年二階環評順利通過後，目前已引

進包括時碩、銓寶、天工、強淞、

金台益、和大、高鋒、愛民衛材、

上銀光電⋯⋯等22家分屬精密機

械、光電及生物科技等產業之廠商

進駐，提出土地需求超過百公頃，

預計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6 0 0億

元，而今年1~8月中科全園區已經

引進10家廠商，有2家公司將進駐

二林園區；園區的標準廠房及員工

宿舍都已規劃興建，並將結合彰化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右四）、彰化縣縣長王惠美（左四）、立法委員洪宗熠（左三）、彰化縣

二林鎮鎮長蔡詩傑（右三）與其他貴賓合影。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致詞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右三）、彰化縣縣長王惠美（左三）、立法委員洪宗熠（右二）、彰化縣二林鎮鎮長蔡詩傑（左二）與全體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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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元普渡  敬守傳統文化
CTSP Holds Praying Ceremony for Chinese Halloween

お中元の盂蘭盆会　伝統文化を守る

文／營建組  廖春國、圖／投資組  林學侃

本
局於8 月13、16、19 日分別在

台中及后里園區、虎尾、二林

及中興園區舉辦中元普渡祭拜典禮，

由本局副局長施文芳主祭，各單位主

管及成員陪祭。

普渡是民間重要習俗，也是台灣文化

的一部分，因此園區進駐廠商及施工

單位也都熱情參與一年一度中元普

渡，以鮮花、素果及乾料等豐盛敬

品、金銀紙帛，致祭答謝普渡公、各

路陰公及眾好兄弟，祈求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並庇護園區職工平安順

遂、廠商大業千秋。
虎尾園區，由本局副局長施文芳（中）主祭。

地區充沛的大專院校、學研能量，

引進優秀的人才，在中央及縣府全

力發展便利的交通建設以及地方民

眾大力的支持下，生活機能將日益

完整便捷，未來將成為全國最大的

精密機械、智慧機械及生技醫療產

業重鎮。彰化縣縣長王惠美表示彰

化縣政府配合二林園區之開發已進

行交通改善工程，其中76號快速道

路延伸線案，已經交通部核准並進

入設計規劃階段，未來將通過園區

銜接台61縣及國道一號，交通將更

便捷、更適合廠商進駐。

洪宗熠委員一直以來相當關心二林

園區之發展，並表示政府會盡全

力解決廠商的五缺問題，亦期待二

林園區與在地學研體系更加緊密鏈

結，媒合人才就地發展，促進地方

繁榮。二林鎮鎮長蔡詩傑也對於投

資二林園區表示大力歡迎，將全力

促成廠商投資之美事。

廠商反應熱烈　

期待共創未來

中科開發二林園區，逐步引進航

太、精密機械及生物科技等產業，

有助地方就業機會並帶動地區均衡

發展。本次說明會廠商出席踴躍，

總計參加人數近百人，與會者均表

達對投資中科之高度興趣，會後洽

詢入區申請者眾，成果豐碩。二林

園區正式起跑，也歡迎廠商共襄盛

舉，期待二林園區成為台灣另一個

備受矚目的高科技產業新聚落。

彰化縣縣長王惠美致詞



區最大眼鏡相關產品之集團－金可

集團（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最具規模的專業CNC車床製造

廠商－程泰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及

全球第一大鋅壓

鑄產品製造商－

橋椿金屬股份有

限公司，介紹公司理念、前景、

產品應用，觸發學生對園區就業

的嚮往。

園
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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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陳昱峰、圖／投資組  陳昱峰、林學侃  

遇見中科薪未來 
大學生一日創客體驗營
CTSP 1-Day High Tech Exploration Summer Camp for College Students

もの作り体験キャンプで大学生にパーク内の企業を認識させ

本
局為了鼓勵優秀人才到園區

工作，提高大學生畢業後進

入中科工作意願，今年首次辦理

「遇見中科薪未來－一日中科體驗

營」活動。本活動於暑假期間共辦

理4梯次的一日行程，帶領學生進

行園區導覽、參觀園區廠商及相關

公共設施，並至中科智慧機器人自

造基地參訪及參加創客體驗課程，

協助大學生認識中部科學園區，提

高學生對於園區的認識，以吸引未

來選擇投身園區工作，共同締造台

灣科技產業榮景。

園區廠商全力配合

提供學子參觀體驗

活動安排參觀之廠商包含具國際

知名度的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

（TFT－ LCD）設計、研發及製造

的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華人地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前排右三）與參與學員合影

參觀學生於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合影 參與學員專心聆聽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介紹產品



另至擁有全台灣最強大的高速計算

能量和學術網路資源的國家高速網

路與計算中心參訪，及赴環境教育

設施認證場所的中科台中園區污水

處理廠，瞭解園區污水處理，提升

生態保育觀念。

實地走訪培育創新團隊的機器人

自造基地

每梯次下午安排學生至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進行創客體驗，使用

基地設備製作筆筒，藉由實際操作

設備，增進自我探索與培養自主的

學習能力。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表示，體驗活

動加深參加學生對園區的良好印

象，也增進畢業後來中科就業的意

願，除了暑期體驗活動外，中科智

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每個月會辦理兩

場次的社群聚會，聚會主題包括AI、

Robot、快速試製、創新創業等，也

會不定期開設主題式課程及軟硬體

設備體驗活動，有興趣者，可至基

地官網（http://ctsphub.org.tw）或加

入l ine官方帳號（https://l ine.me/R/ti/

p/%40lzn8987b），隨時掌握資訊，

即時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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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前排右三）與參與學員合影

參觀學生於金可集團（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合影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line官方帳號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拉花咖啡機器人展示

參與學員參觀程泰智慧機械示範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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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全方位  虎尾創業新局面
CTSP Huwei Park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um & Business 
Recruiting Seminar

虎尾パークにはフォーラム及び企業誘致説明会が開催

文、圖／投資組  蕭富仁

本
局8月14日於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舉辦「中科虎尾園區創新創業論

壇暨投資招商說明會」，以虎尾園區特

色產業光電、生物科技為主軸，結合中

興大學、虎尾科大、雲林科大、環球大

學新創能量，希望提供產官學界相互交

流的契機，為新創產業向下扎根，同時

提升活絡虎尾園區產業能量。

各領域代表齊聚一堂  共同努力

招商說明會中，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處長賴明志、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副

處長鄭峯明、中興大學副校長黃振

文、虎尾科大副校長楊達立、雲科

大產學處暨產學與智財育成營運中

心主任雷漢聲、環球科大研究發展

處研發長廖義宏等嘉賓皆到場共襄

盛舉。

代理局長許茂新於致詞時表示，本

局肩負中部科技產學界創新媒合平

臺責任，持續促進產學鏈結的目標

責無旁貸。中科園區設置至今已超

過16年，目前已核准203家廠商，

其中外商近40家，計畫投資額逾新

台幣2兆元，本次招商說明會針對

中科園區入區申請程序、相關優惠

措施及相關獎補助計畫詳細說明，

鼓勵廠商研發，提升產業競爭力，

並建置優質投資環境，透過宣導說

明，吸引高科技廠商進駐投資設

廠。

多元交流  創業團隊樂於分享經驗

此外，本次論壇的專題演講及技術

團隊之研發成果是以產業及學界的

視野及觀點出發，期盼促成產業與

學界更緊密的交流，除了對產業應

用推廣及人才培育具有相當助益，

亦能協助中部地區廠商在未來洞燭

先機，於全球競爭激烈的產業領域

中搶得領先地位。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前排左五）、雲林縣建設處副處長鄭峯明（前排右二）、中興大學副校

長黃振文（前排左四）、虎尾科大副校長楊達立（前排右三）及產學界來賓大合影。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致詞



大
家小時候是否想過，擁有一

台屬於自己的機器人呢？又

或是更進一步地自己動手做一台

呢？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於8

月15日辦理Robot night（蘿蔔

頭之夜），邀請到九

號空間創辦人－人

稱阿里哥的黃

子欣，分享其

研發的小型機

器人－焦糖

果醬機器人，

帶大家一起入

門機器人這個博

大精深的世界。

果醬機器人的設計初衷

「起初在網路上看販賣的機器人，

都會以為看錯了，價格大概都是

兩、三萬、五、六萬起跳。」黃子

欣分享當初決定製作焦糖果醬機器

人的初衷，便是希望能提供對機器

人有興趣的人，一台平價、適合入

門學習的機器人套件選擇。

機器人設計流程

根據自身經驗，黃子欣將機器人的

設計流程分成四階段，第一階段從

「想法」開始，先確認機器人的功

能與目的，再來決定機器人的平

台，也就是外型與如何移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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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林怡君　

蘿蔔頭之夜

「焦糖果醬」帶你進入機器人世界！
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 on How to Design & Build Basic Robot

ロボットに関する夜の講座－キャラメルジャムロボット製作者からの経験談

著再選擇機器人組成的零件，如感

知器、控制器與驅動器；第二階段

是「畫圖」，將腦中的想法放到紙

上，能更清楚直接的讓別人了解。

第三階段是「動手做」，將零件、

外殼組裝完；最後一步就是寫程

式讓它動起來，黃子欣表示：

「機器人最動人之處，就在於它

會『動』，若沒有程式讓機器人

運作，那它就只是一個很貴的玩

具。」

「兩年前上課的時候，來的都是

中年大叔，因為當時機器人太貴

了。」黃子欣笑說當時只有像他一

樣有中年危機，又想跟上時代的大

叔，才會想接觸機器人，但現在時

代明顯不同了，市面上有許多平價

好入門的機器人，想學相關知識並

不難。

黃子欣提到想成為高手，除了有對

機械有著旺盛的好奇心、熱愛動手

做等基本條件外，更進階的還要

有電腦製圖功力、對零件製作的熟

悉度、使用材料特性德的掌握度等

等，相信對於現場的大朋友小朋友

來說，聽完黃子欣的分享一定感到

受益良多，除了對機器人世界更有

了解，也更有方向努力。

活動當日，大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

果醬機器人的設計初衷，便是希望

提供初學者一個好入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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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商柏泰智慧工廠物流藍圖

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55次

會議於108年8月6日假科技部

召開，會中通過中科2家投資案，

分別為油順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及瑞

士商柏泰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油順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項目涵蓋阻尼器、活塞式

蓄壓器以及制動器等流體傳動系統

組件，並積極規劃建立液壓零組件

供應鏈，希望藉由建立國人自主研

發各式液壓設備與其相關部品，提

供國內外產業對液壓相關產品的需

求。

透過研發團隊發展核心技術，產品

具獨特性及創新性，更致力綠色友

善的科技發展與完成多國相關專利

及其認證。另外，建立完整之人才

培育與訓練計畫，以及精實課程、

生產流程與產品生產作業之標準書

等，所開發產品已達高精密度之高

階等級，更可擴大產品應用領域及

其競爭力，帶動上下游產業之升

級。

瑞士商柏泰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瑞士商柏泰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成

立於1991年，專事高精密螺絲扣件

開發及應用及智慧工廠物流管理系

統之開發，產品應用於航太、機械

及建築等產業。

公司因應工業4.0智慧工廠、物聯網

等趨勢，為客戶規劃扣件之庫存及

物流之系統化，協助製造業客戶簡

化螺絲扣件之採購流程，提升管理

效率，母公司柏泰有限公司設立於

瑞士，在全球27個國家設有80個服

務據點，透過與全球標準化組織的

連結，持續客製化高階產品，為全

球各種產業的客戶提供螺絲扣件解

決方案。

文／投資組  林雲志

油順精密機械、瑞士商柏泰
New Forces at CTSP: ASHUN FLUID POWER CO.,LTD & BOSSARD LTD.
TAIWAN BRANCH

ASHUN FLUID POWER CO., LTD.とBOSSARD LTD.TAIWAN BRANCHが
ＣＴＳＰに入居

油順精密阻尼器，廣泛使用

於建築中的制震設備。



政
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計修正18條，增訂3條，詳

附表），業於108年4月30日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經總統5月22日華總

一義字第1080004969號令修正發布

後，並於同年月24日實施。

修法背景

因應社會各界反映「政府採購法」

相關修法意見，包括機關辦理採

購，未能因案制宜，部分採購因低

價搶標，導致工期延宕、功能、品

質、效益不佳以及諸多因素，促成

此次修法。

修法時程及重點

本次修法歷時3年，參考各界意見

並經充分討論，兼顧維持政府採購

秩序與促進產業經濟發展之平衡考

量，興利與防弊並重，預期可以營

造更健全的政府採購環境。本次政

府採購法修法重點，包括有改善

採購作業程序、加重行賄行為之處

罰、修正不良廠商停權制度，使更

符合比例原則，及增訂文化創意、

社會福利、綠能環保等方面採購相

關規定，如增訂藝文團體接受機關

補助辦理採購，不適用採購法（第

4條）；授權訂定社會福利服務之

評選計費辦法（第22條）；機關可

基於促進自然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

之目的訂定技術規格（第26條之

1）；社會福利或文化創意服務，

以採不訂底價之最有利標為原則

（第52條）等。

投標廠商應注意及相關權益事項

因應本次修法，本局也提醒投標廠

商應注意第31條押標金不返還條

件新增「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

證件參加投標」、「對採購人員行

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及「增

列廠商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押標

金之情形亦予追繳」之相關規定；

第50條「以不實之文件投標」之

不予開標、不予決標規定；第59

條「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

介費、後謝金或其他不正利益為條

件，而促成採購契約者，機關不僅

能終止或解除契約，尚能追繳2倍之

不正當利益」規定；第76條「爭議

屬於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案件，提

起申訴不受公告金額以上之限制」

規定；第101條規定「機關為第一項

通知前，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

述意見之機會」、「增訂對採購有

關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

者之本條違反樣態」；第103條規定

違約情形其停權期間採累計加重處

罰之方式等，請投標廠商需謹慎留

意自身權益，避免誤觸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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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秘書室  陳家榮

政府採購法修法，你知道了嗎？
On Latest Amendments to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知ってるのか？政府購入法の一部が修正さ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企劃處科長陳仲祐於本局進行政府採購法相

關法令宣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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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商組  洪新墉、圖／投資組  林學侃

鮭魚返鄉  台商回流轉型研討會
Conference on Global New Economy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for Homecoming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全世界の新経済情勢における工業構造転換のセミナー

行
政院推動「歡迎台商回台投

資行動方案」，財政部提出

三支箭策略，於今年初發佈海外資

金回台方案並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

例》，已於 8 月 15 日專法正式上

路實施。財政部三箭政策已全數

到位，並附帶決議於專法施行二

年期滿後一年內施行CFC（註：建

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CFC）法令，預計最快

將於111年施行。另6月產業創新條

例租稅優惠修正通過，各項措施積

極協助台商回台。

本局與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今

年8月23日共同舉辦「台商資金回

台暨全球新經濟情勢下工業轉型研

討會」，與會企業貴賓逾200人報

名參加，盛況空前；本局工商組組

長黃懿美代表代理局長許茂新致詞

表示：「台商資金回台據資料顯

示，目前已超過111家通過審核，

總投資逾5,400億元，『企業回台

投資、加速企業創新與最新經濟情

勢』是國家經濟政策、是近期多變

經濟情勢、也是企業所需之資訊，

感謝資誠專業團隊楊明經所長大力

支持本研討會；另特別感謝財政部

中區國稅局宋秀玲局長在輔導廠商

回台投資租稅業務親力親為，不遺

餘力，代表中科廠商致上感謝之

意！」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財政部租稅措施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宋局長為中部企

業說明—我國居住者個人匯回海外

1.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局長宋秀玲 （左二）、本局工商組組長黃懿美（右二）、資誠專業團隊台中所所長楊
明經（右三）、會計師李佩璇 （右一）、資誠專業團隊協理張智超 （左一）為研討會合影留念。

2. 資誠專業團隊台中所所長楊明經致詞

3.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局長宋秀玲為中部企業說明相關措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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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局於8月9日辦理環境保護相

關議題說明會－從氣候變遷

談永續發展，邀請國立台中教育大

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教授白子易

擔任講師。

過去200年，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

增加約30%。氣候變遷模型顯示，

如果目前的狀況持續，預計2100年

時，全球均溫將比1990年高2℃到

6℃。加上糧食分配不均、人口衝

擊、水資源匱乏及能源選項等議題

不斷，永續發展形成全球挑戰。

台灣永續發展原則為使社會及經濟

之發展不超過環境承載力；環境保

護與經濟發展

應平衡考量。

以「污染者有

責解決污染問

題」、「受益

者付費」為基

礎，透過市場

機能，合理反

應生產成本為

目的。並推動

環境影響評估

及採取有效之

預防措施，避

免對環境造成重大的破壞，善盡國

際社會一份子的責任，對其他開發

中國家提供外援，以求生生不息、

永續發展。

文、圖／環安組  盧德笙

環境保護你我有責  
從氣候變遷談永續發展
Lecture o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気候変動から持続可能な開発を話す

環安組組長朱振群（左）與講師白子易教授（右）合影

資金是否須課徵所得稅，及相關認

定原則與應提示文件之解釋和國稅

局已實際輔導資金匯回案例，並分

別說明強化實質投資租稅優惠，包

括產創租稅優惠施行期限延長10

年，至118年12月31日止、新增智

慧機械投資抵減、新增投資列未分

配盈餘減項、不得重複享受租稅優

惠與實質投資所得稅措施等相關方

案。

產業創新條例租稅優惠

在加速企業創新方面，李佩璇會計

師針對本次修法延長10年租稅優惠

措施期間、提升投資動能誘因、強

化租稅措施誘因等三大修法方向說

明，希冀藉此機會將相關資源挹注

產業，建構持續且穩定的投資環

境。

最新全球經濟情勢

伴隨上述議題與全球市場規模持續

成長、生產成本持續增加、先進國

家積極推動新興科技導入提升生產

效益等議題發酵，面對產業智慧化

轉型，由資誠專業分析–張智超協

理為企業把脈，如何結合資訊、技

術與人工智慧等，藉以改變不同價

值活動流程，以達增加生產彈性與

降低產品成本之目標，輔以分析實

際案例探討。

最後為協助台商返台投資，本局與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攜手成立「台商

返台稅務諮詢聯合服務」，針對台

商返台投資建廠、企業稅務、外國

人所得稅制等諮詢細節，將有專人

提供客製化輔導服務，提供企業所

需求之資訊，加快台商返國投資

腳步，歡迎企業諮詢，一起拼經

濟。（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諮詢專線

04-23051111 # 7139廖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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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盧德笙

環境教育課程  落實環保精神
Excursion to Taichung Metropolitan Park &  

Po Lin Waste Furniture Reclamation Center for Learning Recycling and 
Eco-friendliness

環境教育コース　環境保護の精神をしっかり実行

本
局108年度環境教育課程於8

月辦理三梯次，參觀臺中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寶之林廢棄家具再

生中心及台中都會公園。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寶之林廢棄

家具再生中心將市民廢棄的家具，

經過修復整理後，約以市價3至4折

供民眾自由選購，落實資源回收循

環再利用，園區處處可見回收再利

用之裝置藝術，搭配兒童遊戲區、

小水塘與多彩多姿之花圃，具體展

現惜福愛物、保護地球的環保作

為。

內化環境教育  保存地方文化

台中都會公園位於大肚山這個充滿

故事與回憶的地方，藉著活動將園

區與大肚山文化及生態環境做時空

上的連結，藉著不同故事主題的解

說與活動，串連起人們對大肚山的

認知，進而達到環境教育內化的目

的。

透過環境教育過程，引發同仁對環

境覺知與敏感度，推廣環保、永續

發展的概念，學習與環境共生和

諧、共存共榮、凝聚共識、擴散

影響力，讓每個人從認知、方法及

態度上都能具有環保與永續發展概

念，落實環境保護之行為。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前排右四）率隊於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合影



盛
夏時節，浪漫七夕日，本局

賡續辦理年度慶生聯誼活

動，希冀藉由美食佳餚及音樂饗

宴，促進同仁間情感交流與互動，

舒緩日常壓力。本活動於8月7日舉

行，由代理局長許茂新主持，邀請

全局同仁在公務繁忙之餘，短暫拋

開轉不停的腦袋，齊聚四樓中庭，

一同沐浴在夏日暖陽微風之中。

相逢自是有緣  感謝同仁熱情參與　　

忙碌了大半年，迎來了小確幸，

活動開始前，會場

早已感染了同仁們的

熱情，空氣中瀰漫著

微甜的香氣，陽光下

圍繞著歡快地音樂，

啟動本次甜蜜午餐約

會。活動開始，同仁

們高聲齊唱生日歌，

心中默許願望詞，祝

賀彼此長尾巴；接

著，活動來到最激勵

人心的生日禮金發放，邀請壽星同

仁代表建管組科員黃菁菁，接受許

代理局長致送生日禮金，全場歡聲

雷動；緊接著，由許代理局長致

詞，首先勉勵同仁，相逢自是有

緣，珍惜我們這個大家庭，快樂工

作，品味生活；接著提到團隊精神

的重要性，鼓勵同仁工作遇到瓶頸

時，應向主管或同仁尋求指導或協

助，齊心協力，調適壓力，講求的

是效率與品質，規律運動，正常作

息，追求的是工作與生活平衡；並

祝福全體同仁生日快樂、情人節快

樂、父親節快樂，笑容可掬，天天

開心！

美食佳餚縮短我們與餓的距離，美

妙旋律消弭彼此與幸福的界線，雖

是短暫的聚首，卻是不滅的記憶，

一次活動的結束，是一段心靈旅程

的開始，祝福壽星們福氣安康、心

想事成，期待下次慶生派對再會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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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事室  王淑玲、圖／投資組  林學侃

預見幸福的自己—慶生聯誼餐會
CTSP Tasty Lunch Party in Chinese Valentine's Day

より良い自分を予約－八月誕生日の食事会

1.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
（右）致贈生日禮金予建

管組科員黃菁菁（左）。

2. 聯誼餐會中認識彼此，同
堂享用佳餚美食，是工作

之餘的小確幸！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致詞勉勵同仁

1 2



區小學四年級到國中三年級的學生

熱情參與，以科學人才向下扎根的

理念，統合民間企業力量，投資培

育更多人才，活動未來也將擴展與

其他縣市進行交流。

跟上科技潮流　

實作體驗四軸飛行器　

四軸飛行器是近年熱門的科技產

業，層面涉及設計製造、程式運

算、攝影與藝術等，運用上更推廣

到休閒及勘災

影像紀錄、運動

競技、國土測繪

及藝術表演上，

近年更大量結合

偵蒐設備運用在

國防科技上，相

關的產業及科技

可說是世界未來

的潮流。中科實

中跨領域的STEAM課程中也有安排

四軸飛行器的實作體驗，並且在進

行國際教育文化交流時將此課程融

入，與夥伴學校—日本大阪府立千

里高校老師同學一起合作學習，包

含軟體的安裝與設定、程式的撰寫

以及最後的拍攝，從零到有一步步

探索、學習組裝與操控，最後挑戰

用無人機來拍攝校園影片，開啟學

生不同的交流體驗與視野。

園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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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黃春英

實中暑期育樂營  啟發學子科學視野
NEHS@CTSP Quadcopter & Tello EDU Drone Summer Camp for Children 
& Teenagers

中科実験高級中学サマーキャンプ

國
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與臺中

市大雅區公所首度舉辦《臺

中市大雅區國民中小學運算思維

暑期育樂營》於8月19日舉行開幕

式，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大雅區

區長馬宗佑、教育局督學劉黛麗、

大雅廚具董事長張光男等嘉賓親臨

現場致詞，活動希望透過寓教於樂

的方式帶孩子認識四軸飛行器，培

養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及數學

運算思維能力。

8月19~21日為期三天的運算思維

暑期育樂營由中科實中與臺中市大

雅區公所合作辦理，經費及器材來

自大雅廚房器具有限公司贊助，本

著回饋地方的理念深耕教育，藉此

拋磚引玉，讓更多人一起投入科技

人才培育計畫。育樂營課程內容

包括Tello EDU空拍與剪輯、程式控

制、四軸飛行器組裝、操控與群飛

練習，共有11所近百位臺中市大雅

1. 教師指導學生進行操作無人機

2.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右五）、大雅區區長馬宗佑（右
四）、大雅廚具董事長張光男（左四）、中科實中校長林坤

燦（右二）、教育局督學劉黛麗（左三）等來賓合影。

中科實中學生與日本大阪府立千里高校同學一起合作學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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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傅祥益

實中師生走出去  國際經驗帶回來
NEHS@CTSP Students Attend Super Science High School Student Fair 
2019 in Japan

中科実験高級中学は日本のSSH生徒研究発表会に参加

1. 巧遇曾來中科實中參訪的千里高校學生（中間
四位）

2. 林李恩（右二）、洪子普（右一）與其他團員
進行交流互動。

3. 海報解說研究成果

中科實中連續三年（2017~2019）代表科技部高瞻計畫公費

參加日本SSH科學論壇比賽（Super Science High School Students 

Fair），每年僅三件作品可代表台灣前往日本參賽。今年參加

作品為「南瓜子氨酸對蚯蚓活性抑制之研究（The research of 

cucurbitin inhibits earthworms activity）」，研究學生為洪子普、

林李恩，指導老師為傅祥益。

今
年8月11日，結束為期3天在

日本舉辦的Super Science High 

School Students Fair（SSH），期間

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從第

一天名人演講拉開序幕後，包含外

國隊伍共多達300多個攤位的活動

盛大展開，整個龐大的展覽會場頓

時充滿人潮，實中的南瓜子研究小

隊不久後也順利迎來第一組感興趣

的人們，經過事前長期的訓練，從

詢問人的臉上滿意的神情，不難看

出同學們對自己研究內容表達的非

常清楚並且擁有充分的熱忱，再加

上研究主題親民，所以感興趣的人

絡繹不絕，其中有一位來自泰國學

校的女主任，聽完學生講述後認真

地給予評價，表示很喜歡實中學生

對於研究的熱情，深深感受到學生

對於主題的喜歡，和研究過程中靠

自己解決所遇到的問題而得到的純

粹喜悅。 

相互交流  探索國際科展的真正價值

比賽過程中，看了許多國家的報

告，無論是口條還有ppt的畫面設

計與口白的搭配，台灣隊的同學實

屬優異，透過交流，除了了解自身

的缺點外，更重要的是能明白自己

所長並較客觀的定位自己。比賽最

後，日本隊的優勝隊伍中有幾個研

究主題相當有趣，分別是物理相關

的Moving an Object with Ultrasound 

和生物相關的Allorecognition behavior 

of s l ime mold Physarrum r ig idum 

plasmodium，從聆聽這兩個主題的

同學講述其研究不難發現，其實並

沒有很困難或者是需要極高專業的

研究過程，但是研究內容原創成分

高，且研究過程有其創意和邏輯，

這才是中學科展的價值。

最後，是國際交流的部分，場合中

屢屢看見各種不同國家的同學在詢

問各自作品內容後，有機會也會聊

聊彼此的生活，交換小禮物建立異

國人脈，這對中學生來說，甚至帶

隊老師，無疑都是一種開拓視野，

確立自身定位和學習他人經驗與優

點的絕佳機會。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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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環安組  王啟嵩、圖／投資組  林學侃

兒童繪畫比賽頒獎  工安環保教育向下扎根
Children Art Award Ceremony for Promoting Industri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子供絵画コンクールアワード

本
局於8月14日舉辦「工安環

保健康月系列活動—兒童繪

畫比賽」之頒獎典禮，由本局代理

局長許茂新、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

會處長賴明志及華邦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處長洪繼仁頒獎，獎勵得獎作

者並期勉在場的大、小朋友們美學

技巧精益求精，並將環保及安全衛

生的理念融入生活中。期待透過活

動，達到向下扎根、寓教於樂之目

的。

本次活動

由華邦電

子股份有

限公司及

園區科學

工業同業

公會支持

與協助辦

理，園區

廠商子弟及周邊學校學童投稿踴

躍，參賽作品共計有152件，於108

年6月24日完成評審，得獎作品已

刊登於179期中科簡訊。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後排右二）、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處長賴明志

（後排右三）、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處長洪繼仁（後排右一）與得獎小

朋友們合影。

文／企劃組  陳俊安、圖／投資組  楊素琴

中秋送禮好時節  園區特賣真方便
2019 CTSP Moon Festival Fair

物を贈る季節　管理局内の中秋セール会はとても便利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左三）與同仁參與中秋園區特賣會

中
秋節將近，本局與園區公會於８月29日在行政大樓一樓舉

辦中部科學園區中秋特賣活動。中秋特賣活動於去年首次舉

辦，獲得本局及園區廠商熱烈好評，今年再次邀請台中市好禮協

會、農會、蔬果合作社及公益團體共同參與設攤，另嘉義縣文化觀

光局也推薦5家廠商共襄盛舉。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及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局長許有仁特別撥冗到場

逐一參觀設攤廠商及了解產品與販售情形，活動現場提供展示、試

吃、特惠及滿額抽獎等，吸引本局及園區廠商員工前往採買，現場

人潮絡繹不絕、熱鬧歡騰。本局希望透過每年中秋節特賣等活動，

增進地方及周邊廠商交流機會，除方便本局同仁與園區廠商員工採

買應節禮品需求外，同時推廣在地、公益團體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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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專欄—中醫治失眠
Health Column: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for Insomnia

健康コラム－不眠症の漢方治療

文、圖／員工診所  張家禎醫師

1

現
代人工作壓力大，生活忙碌，

常需熬夜加班還把工作帶回家

做，或是三餐不正常、晚餐太晚吃，

造成腹脹、胃食道逆流，這些都會造

成睡眠品質不佳，漸漸的造成入睡困

難、易醒難再入眠、多夢、早醒、醒

來沒精神，甚至開始需要藉助安眠

藥、鎮靜劑等才能入眠。造成失眠因

素很多，而失眠後續所造成問題更

多，不但精神不振，內分泌失調、痤

瘡、口破、口臭、口苦、口渴，有時

更讓憂鬱找上門。

失眠中醫治療

依睡眠的不同情況，所需要搭配的中

藥也不同。常見如果有身體蓋棉被燥

熱，不蓋又怕冷的狀況常是心腎不

交，可用交泰丸。另一種類型，若是

一派燥熱，夾帶陰血不足等，可以使

用黃連阿膠湯，熱沒這麼旺可用天王

補心丹。有些人常會做夢驚醒，睡的

不沉，中藥也有能重鎮安神的藥物如

柴胡加龍牡湯。有些人心臟功能差，

睡時常會心悸影響睡眠，如果是氣血

陰陽皆虛者可以用到炙甘草湯來治療

睡眠。因事情緒緊張、壓力大、更年

期障礙等失眠可以用加味逍遙散。

平常身體沉重、疲倦、臉油油膩

膩、常有血脂肪異常，睡眠中因痰

而醒，甚至有胃脹、胃食道逆流情

況可以使用竹茹溫膽湯。如果肝有

火氣夾濕熱盛，可以看到口苦、口

臭、易怒、痤瘡，可以用到龍膽瀉

肝湯、黃連解毒湯等。

穴位的部分，常使用的是失眠三要

穴，神門、內關、三陰交，可以再

搭配印堂、或是王不留行子貼耳神

門。冬天睡前手足冰冷也較不易

入眠，可睡前泡腳，用生薑9g、

吳茱萸9g、桂枝9g煮汁，降溫至

40度泡腳，一邊泡一邊能按壓

穴位，幫助睡眠。除此之外，睡

前不做激烈運動、看過於亢奮、

激動的電視節目，可以聽聽輕音

樂，茶飲咖啡盡量忌口，簡單按

摩後，深呼吸忘卻白日煩惱，讓

身體放鬆慢慢進入夢鄉。

1.  夜交藤、遠志、酸棗仁、合歡皮是常用來安
神幫助睡眠的中藥。

2.  三陰交：內踝尖上三寸，約4指高度，於脛骨
後緣。

3.  內關：腕橫紋上兩寸，約三橫指，中間兩肌
腱間（掌長肌腱與橈側腕屈肌腱）。

神門：腕橫紋上，小拇指肌腱（尺側腕屈肌

腱）之大拇指側。
32

三陰交

內關

神門

遠志

合歡皮酸棗仁

夜交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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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建組  熊婉贏、圖／一品景造園有限公司

台中園區昆蟲地圖—蜻蜓、蝴蝶篇
Discover CTSP: Colorful Butterflies and Dragonflies Dancing in the Air

台中パークの昆虫マップ－赤蜻と蛉蝶

本
局園區公園綠地各有特色、生態豐

富。園區內的五大公園如東大公園、

水堀頭公園、林厝公園、橫山公園、通山

公園及隔離綠帶等區域，這些空間都是昆

蟲主要棲息的重要地點，本文特以介紹蜻

蜓、蝴蝶出沒棲息的種類。

近年來園區公園、綠地常見各式昆蟲蹤

影，尤以蜜源植物開花期，如水堀頭通往

林厝公園的步道旁，成排的台灣海桐花開

總吸引許多紫斑蝶、青斑蝶聚集；各滯洪

池雨後積水成池，總不乏各類蜻蜓飛舞，

於傍晚時分細心尋覓水畔，也常可見水蠆

羽化。有花蜻蜓稱號的彩裳蜻蜓，喜歡於

水質清澈、乾淨的水域活動，對活環境較

嚴格，是環境指標性物種，在園區管理局

周圍、水堀頭公園、橫山公園也都有發現

紀錄喔！

三星雙尾燕蝶

大鳳蝶（雌）

樺斑蝶

保持園區自然美好的生態環境，

才能讓蝴蝶蜻蜓悠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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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裳蜻蜓（雌）

海霸蜻蜓

黃紉蜻蜓（雄）

端紫蛺蝶（雄）

呂宋蜻蜓（雄）

猩紅蜻蜓（雌）

善變蜻蜓（雄）

紫紅蜻蜓（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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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沈朝財

灌木叢中的小精靈—大果黃褥花
A Little Knowledge on Acerola Cherry

低木の間にあるエルフ－アセロラチェリー

大
果黃褥花學名「Malpighia glabra L.」 

通稱「Acerola cherry」，又名西印

度櫻桃，是黃褥花科常綠灌木，性喜高

溫，若生長在較大的樹下，則容易因為

日照不足而結果困難，在植栽時須謹慎

注意。台灣果期在夏季，可收穫兩次，

在南美洲巴西有大規模種植，人稱「巴

西的寶藏」。

每100g果實中維生素C含量1,677mg，僅

次於卡姆果、卡卡杜李、薔薇果，世界

排名第四。雖然是這麼營養的水果，但

因為口味酸澀，加上採收後保存期限不

長，所以在台灣很少人會當作食用水果

來種植，水果攤亦無販賣，相當可惜。

 拍攝地點：管理局地下停車場北口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速成家庭

◎ 放映時間  108/9/11（三）PM 18:30

                      （PM1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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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家庭、喜劇
◎ 片長  1小時58分

溫
馨喜劇電影《速成家庭》，改編自編劇、導演兼製片的西恩安德斯

人生真實故事，雖然從寄養中心領養孩子是一個嚴肅的主題，但西

恩安德斯也能夠製造一些輕鬆詼諧的場面，因這是他想要述說的個人故

事。

故事敘述一對夫妻彼特（馬克華伯格 飾）和艾莉（蘿絲拜恩 飾）決定要

組成一個家庭，開始有了領養小孩的想法。當他們遇見三個姊弟，包括

一位15歲的叛逆大姊（伊莎貝拉莫娜 飾），在喜悅之情過後，他們開始

懷疑一夕之間就擁有三個小孩是否為正確的決定？但想要退貨也來不及

了。現在，彼特和艾莉被迫要學習如何成為一對稱職的領養父母，過程

中遭遇種種脫序又搞笑的行徑令觀眾捧腹，卻也了解到一個領養家庭所

面臨的各式的難題和心理層面的課題應當如何一一解決和克服。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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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8/22

8/8

捷克利貝雷茨科技大學化學院副院長 Miloš Hernych（第二排右二）
率團參訪，本局工商組組長黃懿美（前排左四）接待。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系副教授顏佩如（前排右八）率學分班成員參訪，本局企劃組組長彭麗春（前排右九）

接待。

台中港務分公司維護管理處處長劉民昌（前排右

二）率團參訪，本局建管組組長洪耀堂（前排右

一）接待。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主任陳泉錫（第二排左七）及臺中市政府地方

稅務局局長沈政安（第二排右六）率團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地，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第二排右七）接待。

8/1

智利共和國眾議員梅薩（左二）率團參訪，

本局一等科技秘書蔡玲琳（右二）接待。

CTSP Visitors

參
訪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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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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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名
：Elanus caeruleus

黑
翅
鳶
身
長
約
35
公
分
，
白
身
黑
翅
紅
目
，
俊
雅
的
身
形
被
喻
為
台
灣
最
美
的
猛
禽
。
黑
翅
鳶
原
是
金
門
普

遍
的
留
鳥
，
1
9
9
8
年
首
次
出
現
在
台
北
貢
寮
，
2
0
0
0
年
後
開
始
有
繁
殖
記
錄
且
族
群
漸
增
，
目
前
棲

息
於
台
灣
西
部
的
郊
區
、
農
地
的
平
原
上
，
以
獵
食
小
型
鼠
類
為
生
。
部
分
地
區
農
民
也
在
農
地
架
設
起
黑

翅
鳶
的
人
工
棲
架
，
幫
助
黑
翅
鳶
們
獵
食
農
田
害
鼠
，
創
造
共
生
雙
贏
。
如
此
美
麗
但
稀
少
的
黑
翅
鳶
選
擇

來
到
台
灣
定
居
，
我
們
也
當
好
好
保
護
自
然
的
樣
貌
，
留
下
最
美
的
一
片
風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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