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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說：

國科會李羅權主委(左3)、陳正宏副主委(右2)、

陳力俊副主委(右3)、本局楊文科局長(右4)、彰

化縣卓伯源縣長(左2)、鄭汝芬立委(左4)、顏清

標立委(左5)、彰化縣議會謝典霖議長(右1)、楊

福地副議長(左1)一同高舉火把，象徵點燃科技

之火。

專題報導

歡慶六週年─佳慶佳話

歡慶六週年─絢夏星夜的邂逅

歡慶六週年─各組室祝賀詞

國科會李羅權主委現勘中興新村

園區要聞

傾聽廠商聲音—國科會李羅權主委參訪福彥電子及祐祥直升飛

機公司   

監察委員巡察中科

中科實驗中學推手─楊瓊瓔立委

二林園區招商趴趴GO─南港場

友霖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上樑典禮

參訪交流

參訪交流

產業脈動

中科新夥伴─第97次園區審議委員會通過輔佳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景氣回春─中科出口已見反彈動能 正逐月復甦中

科技小語彙

光阻劑

訓練講習

提昇廠商安全衛生管理能力

工安管理績優廠商觀摩

隱藏於生活中的資訊安全講習

宣導勞動基準法

廠房建築防火安全實務研討會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管理

園區活動

陳銘煌副局長赴新加坡研習心得分享

生技創意、商機無限─2009第七屆台灣生技月生技展活動

工安環保月即將開鑼！

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出爐

比比人才皆在中科

98年度優良進出口貿易暨保稅業務人員表揚

98年度創新產品獎共有友達光電公司等7家廠商優良創新產品

獲獎

運動大會堂 逗陣尬一〝夏〞

園區同業公會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張致遠接任總幹事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媒合活動報你知

「國科會50科學之旅」甘苦談！

中科新三大兆元產業─太陽能大廠將進駐二林園區

后里園區村里長座談

媒體相約在中科

系列報導

中科路的盾柱木

生活記事

候鳥心得感

慶賀單元

慶賀單元

徵才訊息

中科8月份徵才

園區公告

中科電影院8月份大Fun送

人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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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科局長：
中科六年，規模初具，二林園區、中興新村高
等研究園區相繼規劃完成，我們的腳步不停
歇，下一個十年發展計畫已經開始醞釀，中
科，將會是全世界最閃亮的科學園區！

陳銘煌副局長：
中科的快速成長，已成為世界科學園區典
範，產官學研合作無間且相輔相成，立下
政府與企業密切合作的成功模式，加速高
科技產業聚落擴散與成長。

郭坤明副局長：
中科六週年，從零到六爆發力很
快！用百年大計的規格，擁有全
台最先進的基礎建設，中科崛
起，讓國人驚呼，也讓全體同仁
深以為傲！

王莉娟主任秘書：
活力充沛、年輕充滿希望！我們在快樂中上緊發
條，我們在國人的期望中努力奮戰，不計辛苦和
低潮，只有全力往前拼！

佳慶佳話
Congratulations from Directors and Secretary 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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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学工業園区管理局の四大指導者からのご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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絢夏星夜的邂逅

文 / 投資組 游志祥‧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Administration Held a Concert 
to Celebrate its 6th Anniversary

夏の夜にきらきらと輝いている星に巡り合う－中部科学工
業園区の6周年コンサート

中科6歲了，為了要和園區周邊

的好朋友們一起分享中科6年來努力

付出所得到的收穫，特別選在7月28

日中科生日當天在嶄新的戶外圓形

劇場裡，舉辦一場浪漫的音樂會，

現場出席貴賓包括國科會李羅權主

任委員及陳正宏與陳力俊兩位副主

任委員、彰化縣卓伯源縣長、顏清

標、徐耀昌及鄭汝芬三位立法委

員、台灣省諮議會李源泉諮議長及

李雪津秘書長、台灣省政府鄭培富

秘書長、彰化縣議會謝典霖議長、

楊福地副議長及梅可望校長等等超

過1000位鄉親，都沉浸在殷正洋先

生他那深富靈性的歌聲、與新竹交

響管樂團的浪漫音樂裡，這一場豐

富的心靈饗宴，如同中科開發成果

能讓大家細細品嚐、深深回味。

為了慶祝中科6歲，選在7月28日生日當天舉辦一場浪漫的音樂會，現場
出席貴賓超過1000位，當晚都沉浸在浪漫的歌聲與音樂裡。

如同李羅權主任委員在致詞中所提，6年

前的中科，不是蕃薯田便是甘蔗田，在短短6

年後，舉目望去，不僅有95家高科技廠商進

駐，計畫投資額超過1.7兆元，去年超過2862

億元的營業額，也帶動國內經濟、周邊商圈及

房地產等發展，創造近2萬個就業機會，這些

豐碩的開發成果讓中科穩穩站上國際舞台，締

結了遍及歐洲西班牙、亞洲日本、韓國及俄羅

斯等姐妹園區；所以，藉由今天這場音樂饗

宴，與大家來共同分享這些開發成果。

本局楊文科局長也特別提及，去年適逢全

球金融海嘯、一片經濟不景氣，但園區廠商仍

咬緊牙關、共體時艱，所以為鼓勵園區廠商創

新研發、技術根留台灣，適時推動4年10億元

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以及提供創新

研發等獎助方式，期盼在景氣春天來臨時，讓

園區及廠商順利迎接下一波挑戰；此外，配合

馬總統所提「愛台12建設」有關中彰投產業創

To celebrate the CTSP 6th anniversary, a romantic concert was held 
on July 28 with over 1000 VIP participants infatuated in the singer ’s 
attractive voice and s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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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学工業園区の6歳になるお祝いをするために、7月28日にロマン
チックなコンサートが挙げられた。1000人以上の人が参加して、皆、
歌及び音楽を楽しんでいたようだ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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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走廊的施政願景，將持續推動彰化二林園區

開發與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等計畫，期能促

進台灣經濟發展、創造超過3萬個就業機會。

為了感謝各界對中科協助與支持，國科會

陳力俊副主任委員及楊文科局長在音樂會進行

中，共同帶來一段「星夜祈福」，陳力俊副主

委幾句詼諧風趣話語將中科6年開發的酸甜苦

辣輕輕帶過，他說到中科不僅僅是出美女，中

科人也最積極、最勇於任事，所以辦起任何活

動來，絕對是接二連三、精彩不中斷；舉例來

說，當晚才週二，但這兩天來他已經參加了四

場中科所辦理的活動，由此可見中科人的效率

與高度執行力。

浪漫的夜晚、美妙的歌聲與悅耳的音樂，

與中科高科技形象第一次結合，是突破、是創

新、更是永續，套句陳力俊副主任委員一句

話，以前他對殷正洋不熟識，在過了這個浪漫

的夜晚，他正式成為殷正洋的「粉絲」，也期

許在中科人的努力下，中部民眾、甚至全台灣

未來都能是中科的「粉絲」。

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左)與本局楊文科局長(右)一起
為中科「星夜祈福」

歌手殷正洋(右2)於最後安可曲邀請在場民眾一同合唱
「恰似你的溫柔」，晚會就在眾人齊聲下畫上完美的
句點

大家一起為中科「加油添火」，願中科發展如同熊熊烈火，旺旺來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Newsl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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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

人事室、政風室

會計室

承載夢想的巨輪，築夢踏實，走
過了6個年頭；懷抱璀璨的大度
山，光彩奪目，將帶領著中科持
續發光發熱。投資組王宏元組長
率全體組員，願與中科廠商及各
界好朋友共同努力，邁向成功的
未來。

短短六年，中科創下了科學園區開發破紀錄
的效率，擔負起建構台灣成為科技島的核心
角色，有幸於管理局服務，人事室蘇郁惠主
任及其組室組員和政風室均深感與有榮焉！

中科簡訊 2009.8�

各組室祝賀詞
Congratulations from Each Division  

六年！從中港路、標準廠房至行政管理大
樓，會計室李淑宜主任帶領會計室同仁一
路隨著中科成長、茁壯，未來更讓我們一
起手牽著手，提供更完美的服務，與園區
廠商共同帶動國內經濟發展及耀上國際舞
台！祝賀 中科六週年 揚帆遠航、創新永
續、永鑄輝煌！

中部科学工業園区管理局の各部門か
らのご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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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辛苦的摸索。第二年，
摸索中理出方向。第三年，目標
在前穩步邁進。第四年，勇往
直前克服萬難。第五年，苦中
有樂，樂是動力。第六年，很辛
苦、很快樂，成就盡在中科。從
此之後，蝦米攏嘸驚！建管組在
陳季媛組長帶領下茁壯，中科有
建管組而更堅實。

建管組

營建組

工商組劉明慰組長與組內每位同
仁為建構生命、生態、生產、生
活等四生共容的中科園區，一向
以效率、熱忱及專業提供廠商最
優質之服務。

工商組

在朱振群代組長帶領下，營建組同仁以忍者龜的毅力，為園區開發打造維生管線；
以如怪手、推土機般堅毅的精神，開創園區的未來，面對這些地面上下的工程，
我們朝著使命必達的目標，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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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中科六年成就了中台灣的科技大城，下一階段，中科將站在
台灣經濟發展的樞紐地位帶領台灣向前行。秘書室王俊傑主
任與同組室成員一同祝福中科未來一切圓滿平安。

環安組
張秀美組長率環安組同仁向一起
打拼的夥伴致敬!!
不論是管理局同仁或園區事業單
位，因為有了您們，
才有中科的奇蹟，讓大度山傳奇
成為佳話！！
也因為有了您們，中科園區才有
存在的價值!
未來期待大家攜手再創另一個屬
於我們的中科奇蹟！！

中科簡訊 2009.8�

保警隊

祝中科6週年生日快樂！
保警隊翁春木中隊長及全體隊員
將持續扮演好園區安全守護者之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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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李羅權主委現勘中興新村
專題報導

文 / 建管組 陳妍君‧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7月28日李羅權主委率領兩位副主委、國家

實驗研究院王副院長、協調小組同仁、本局楊

局長、陳副局長、王主任秘書及同仁，為確實

掌握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開發課題及進駐方

案，並於今年8月底前順利提交籌設計畫送行

政院審查，故至中興新村進行深度現勘之旅。

一行人首先於中興新村代表性建物之ㄧ─

中興會堂聽取本局籌設計畫進度報告及現勘路

線介紹，隨即在台灣省政府彭國華科長陪同

下，勘查將來要保留之歷史性建物，包括省政

大樓、省政資料館、圖書館、檔案中心及文獻

三大館，與可立即入住的金城社區，可馬上提

供使用之閒置辦公廳舍與921紀念公園，及目

前擬進駐之工研院中分院、資策會擬使用之場

所，與尚待協商遷出之機關包括國家文官培訓

所、地方研習中心、農糧署、公路總局中部訓

練所、南投監理站等，據以評估未來進駐研發

單位的分配原則，並釐清相關待協商機關將來

是否可與園區發展相容併存。

繞行完這個名聞全台的花園社區－中興新

村，看見這個仿效英國第一代新市鎮之設計，

村內樹影搖曳，文教商業醫療休憩各項公共機

構設施一應俱全，大家此行對中興新村的優美

環境讚不絕口，而將來作為高等研究園區，將

盡量保留珍貴的既有都市紋理，其本局必以生

活、生態與研發並重的環境永續經營理念規

劃，除帶領台灣產業朝向高值化發展，並將強

化台灣未來邁向永續發展的能力。

中興新村金城社區現地勘查，國科會李羅權主委(前排中)、陳正宏副主委(前排右2)、陳力俊副主委(前排左2)、楊文科局長(前
排左1)、陳銘煌副局長(前排右1)、王莉娟主任秘書(後排左4)、建管組陳季媛組長(後排左2)等人

Minister Lee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nspected the Chung Hsing New Village

国家科学委員会の李羅権主任委員は中興新村で実地調査を行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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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李羅權主委及陳力俊副主委於7月

17日上午，在本局楊文科局長陪同下親自參訪

中科廠商福彥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祐祥直升飛

機股份有限公司，福彥電子公司鄧鴻吉董事長

及祐祥直升飛機公司林正祥董事長並分別親自

接待及簡報說明公司發展現況及願景，並帶領

參觀福彥電子公司所開發的新產品藍光光碟播

放機及祐祥直升飛機公司所開發的新產品3合

1直升機操控系統及零組件。2家公司董事長對

於國科會長官能親自至中科面對面傾聽園區廠

商心聲，及協助解決營運相關問題，皆表示非

常感謝。

福彥電子公司於96年5月在中科園區正式

辦理公司登記，主要生產DVD機芯、藍光DVD

播放器、光電多媒體播放器及防盜系統等產

品，其中藍光DVD播放器為目前最主要的產

品，因產能需求持續擴大，未來配合再開發藍

光光學讀取頭(OPU)後，將成為台灣藍光DVD

產業的翹楚及全球重要生產基地。祐祥直升飛

機公司於93年7月在中科園區正式辦理公司登

記，主要生產雙尾翼直升機及航空相關器材，

其自行開發及擁有專利的直升機同軸反向驅動

系統(CDS)更獲得歐美一致的肯定，期望未來

能以中科為基地，持續發展成為台灣第一家民

用直升機器具製造公司。

傾聽廠商聲音—
國科會李羅權主委參訪福彥電子及祐祥直升飛機公司   

園區要聞

國科會李羅權主委(右6)及陳力俊副主委(右4)在本局楊文科局長(左6)陪同下參觀福彥電子公司，與鄧鴻吉董事長(右5)合影

國科會李羅權主委(左2)及陳力俊副主委(右2)在本局楊文科
局長(右1)陪同下，聽取祐祥直升飛機公司林正祥董事長(左
1)解說公司產品簡介

Listen to the Public—Minister Lee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Visited Fuh Yuan 
Electronics Development Co. and Yoshine Tech Co. at the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人民の声を聞く－国家科学委員会の李羅権主任委員及び陳力俊副主任委員が福彦電
子株式会社と祐祥ヘリコプター株式会社をご訪問しに行った。

文、圖 / 投資組 鍾文博

中科簡訊 20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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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巡察中科
園區要聞

監委洪昭男（左5）、楊美鈴（右5）至中科巡察，由本局楊文科局長（左4）親自接待，左3為陳銘煌副局長。

 文 / 投資組 李安妤‧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監察院地方機關巡察第5組洪昭男、楊美

鈴監察委員於7月3日下午至中科巡察，二位委

員在行前即表示對於中科特定區規劃及園區環

保作為相當重視，也希望藉此機會了解園區的

發展情形。

中科特定區規劃是由台中縣政府主導，因

此，當天除了本局針對園區現況及環保作為做

簡報外，台中縣市政府亦派員出席，並由台中

縣政府簡報中科特定區規劃情形。

二位委員對於中部地區的發展相當關切，

在聽完本局的簡報之後，表示中科的發展有目

共睹，尤其在環保上的作為更是屬於世界級

的標準，但對於中科目前正在積極開發二林

園區，日前因放流管排放路線造成福興鄉民抗

爭，二位委員希望中科能積極努力協調溝通，

化解民眾的憂慮，能將阻力變為助力，才能夠

讓二林園區順利開發。

楊美鈴委員最後勉勵所有在場人員，身為

公務部門，必須要苦民所苦，在處理民眾事務

時，要站在民眾的立場考量，才不會讓決策失

之偏頗；洪昭男委員亦表示，傾聽民眾聲音是

監察委員職責中很重要的一環，因此，希望園

區在開發及發展的同時，對於環保各項管制，

管理局要擔負起監督廠商之責，讓園區可以朝

向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及地方繁榮三贏來發

展。

Members of Control Yuan Inspected the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監察委員は中部科学工業園区を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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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實驗中學推手─楊瓊瓔立委
園區要聞

文 / 工商組 秦惠桑‧圖 / 工商組 秦惠桑、投資組 李安妤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設校計

畫歷經多方之催生，及本局承辦同仁一年餘的

努力，即將於近日拍板定案並於99年參加中區

高中聯招，使中部地區的學子們多了一個就學

的選擇。

中科成立至今已六年，員工人數已達兩萬

餘人，楊瓊瓔立委長年關心教育事務，積極為

中科從業員工及周邊民眾之子弟，爭取於園區

周邊中科特定區範圍內屬國防部和平營區之土

地設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本局自97年即積極

進行設校計畫之擬訂，並於本年3月份函報國

科會轉送教育部審查，並獲得教育部之全力支

持，全案即將於近日函覆國科會核准設立。

為期順利加速推動中科實驗中學之設立，

本局特商請國立中興大學原則同意於校舍尚未

完成之前提供部分教室及教學場地供初期實驗

高級中學學生上課之用。7月27日國科會陳力

俊副主委親率本局楊文科局長、陳銘煌副局

長、王莉娟主任秘書等視察中興大學擬提供之

場地，並邀請教育部中部辦公室長官假中興大

學雲平樓1樓會議室商議有關中科實驗中學籌

備處之成立及主任之遴選事宜。

楊瓊瓔立委也親臨與會表達關心之意，該

會議達成幾點共識：1.教育部將儘速辦理籌備

處成立及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之擬定及簽報核

定。2.有關籌備處主任由教育部中辦以專案遴

選方式辦理，預計將於8月初辦理公開遴選公

告，8月底完成人員選定。

會後，一行人參觀該校雲平樓教室、電腦

教室、視聽教室、辦公室及體育場館、游泳池

等設施，中興大學教室設施完善，相信在中科

實中校舍未興建完成前，能提供莘莘學子完整

之學習環境。

中科實中在國科會陳副主委的督導及楊局

長的率領下，中科團隊將會積極完成設校的相

關規劃與進度，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科實中

的成立，不僅僅是中科園區的一大喜事，更是

鄰近鄉鎮的福音。

楊瓊瓔立委(中)致詞，右為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左為本局
楊文科局長

中興大學黃永勝副校長(左2)及薛富盛研發長(右1)親自向陳
力俊副主委(右2)及楊文科局長(左1)介紹校園環境，當大家
提及陳副主委具有高EQ處理各種疑難問題且從未見過他生氣
時，陳副主委謙虛也幽默的回應：「來到中科根本就沒有令
我生氣的事情啊!」

The Hand Behind the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Legislator Chiung-Ying Yang
中部科学工業園区実験中学校の促進の手－立法府の議員－楊瓊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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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園区の会社の招きはあっちこっちにGO！南港軟体工業園区に開かれた。

二林園區招商趴趴GO─南港場
園區要聞

文、圖 / 投資組 林美祝

本局於7月10日上午在台北市南港軟體工業

園區視訊會議中心，舉辦第3場中科二林園區

招商說明會。由本局楊文科局長主持，與會貴

賓彰化縣卓伯源縣長，於會中積極推銷彰化產

經環境，以縣府行政效率第一來配合中科二林

園區之開發，盼廠商投資考慮時以彰化最為優

先；同時對二林環評受阻表示將積極與中央環

保署溝通，盼能於近期內完成環評審核。

會中由本局投資組鄭紹君科長簡報投資申

請及相關優惠等措施，彰化縣政府建設處產業

發展科劉玉平科長簡報中科二林園區周邊規劃

藍圖，以及中科園區進駐廠商友華生技蔡正弘

董事長及藥華醫藥林國鐘總經理經驗分享，並

介紹產學合作及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

等相關獎助措施，本局並派專人於說明會現場

解說相關投資申

請等問題。本

次活動現場約

有100位來賓參

加，活動反應熱

烈。

The Third Business Recruiting Announcement of Erlin Science Park was Held at 
Nankang Software Park  

友霖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上樑典禮
園區要聞

文、圖 / 投資組 鍾文博

友霖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於7月13日舉

辦中科虎尾園區新廠房上樑典禮，這是虎尾園

區第4家新興建廠房(前3家分別為台灣捷時雅

邁科股份有限公司、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及富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也是第1家生物

科技產業新廠房，本局王莉娟主任秘書特別代

表局長親臨致詞恭祝友霖公司順利建廠，並預

祝中科新廠完成後公司營運大展鴻圖!友霖公

司蔡正弘董事長則表示非常感謝中科管理局多

方面的協助，才能使得新廠房順利建廠。

友霖公司在中科開發生產的新產品包含

治療失眠症、癲癇症、尿失禁及糖尿病方面

的用藥，屬於非常重要的藥品，公司並致力

於開發先進的技術平台，以及建立世界級的

藥品研究發展

中心，證明台

灣有能力自主

生產重要的相

關藥品，未來

中科新廠房完

成後，產品將

申 請 通 過 美

國FDA及歐盟

PIC/s的標準後

行銷全球。

The Last Beam Ceremony of Orient Europharma Co.

友霖生技医薬株式会社の梁の支える式

友霖生技蔡正弘董事長(前排中)主持典
禮活動現場

王主秘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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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交流 文 / 投資組 蔡禕倫‧圖 / 投資組 方琬淳、蕭怡欣、蔡禕倫

6月23日，台中世貿中心「商務
貿易人才訓練班」學員參訪中
科。

6月25日，虎尾科技大學暨其
國際姐妹學校(Confederation 
College, Canada 及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USA)參訪中科。 

6 月 2 6 日 ， P r o f . C a r l a 
Freeman(左3)率「華府地區青
年學者專家訪問團」一行8人在
外交部駐美代表處胡韻芳秘書
(左1)陪同下參訪中科，右1為
本局投資組王宏元組長。

中科簡訊 20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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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伯樂計畫返國學者徐惠
迪博士(左4)、吳茂生博士(右4)
與王申培博士(右3)參訪中科，
本局楊文科局長(右5)親自接
待。

7月10日，加拿大眾議員David 
Tilson(左8)率「加拿大國會議員
訪問團」一行12人在外交部駐加
拿大代表處楊平齊秘書(右2)陪
同下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副
局長(右6)接待並回答問題，國
科會候鳥實習生Luke負責簡報解
說(右1)。

7月15日，南區國稅局參訪中科。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Newsl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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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新夥伴─第97次園區審議委員會通過

輔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脈動

輔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研發

膽固醇液晶型偏光轉換增亮膜(Cholesteric 

Reflective Polarizer, CRP)，將其應用於平面顯

示器產業的各類產品，以及各種攜帶型顯示裝

置等等，以增加其光源利用效益，而達成節

能、增亮的效果。總投資金額9億元，主要股

東為耀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院國家科學

技術發展基金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該公司擁有化工材料製程與光學零組件製

程實務經驗與製程know-how的經營團隊，再

輔以結合國際一級設備廠之技術實力與經驗，

可針對不同LCD產品的技術與商品訴求，開發

各種規格之增亮膜產品與應用技術。根據市場

調查，反射式偏光轉換增亮膜的市場需求量在

未來5年將成長70％以上，達2,400萬㎡。而單

以增亮功能的RP膜來看，市場價值約在6億美

金左右，未來市場前景看好，對我國之面板產

業之上游材料之來源自主性大增，可促進我國

光電產業之蓬勃發展。

New Partner Joined CTSP—Fulgency Material Co.
新しいパートナー－輔佳材料科技株式会社 文 / 投資組 鄭紹君

文 / 投資組 劉坤林

景氣回春─中科出口已見反彈動能，正逐月復甦中

產業脈動

根據本局進出口貿易統計，園區從1月至

5月對外貿易總額329.1億元，其中出口值由1

月份的45.7億元成長至5月份105.4億元，係自

今年1月以來新高，顯示中科出口已見反彈動

能，正逐月復甦中。

今年第1季全球續受2008年強大金融海嘯

影響，大多數國家經濟表現皆持續衰退，且跌

幅擴大，跌勢加深。園區在政府執行各項振興

經濟政策激勵下及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經濟及金

融多項指標，均已初步見到止跌回穩跡象，

園區1月至5月出口值也順利回升，達新台幣

238.4.億元，較第1季成長35.7％，但仍較去

年同期減少45.87％。

就產業別而言，光電產業在中國家電下鄉

政策效應持續發酵帶動下1─5月出口值金額達

179.1億元，季增31.59％，表現最為亮麗；積

體電路產業在政府執行各項振興經濟政策激勵

下1─5月出口值59.2億元，季增49.76％，居

次；另精密機械產業1─5月出口值0.08億元，

雖然金額不高，但季增314.45％，成長幅度最

高。由於第1季仍普遍面臨金融風暴衝擊，基

期較低，第2季開始產業景氣已逐步復甦，各

產業表現普遍優於第1季。

展望下半年，在美、日及中國大陸等主要

國家景氣帶動下，全球經濟可望落底回穩。而

台灣屬出口導向經濟體，深受國際經濟景氣影

響，因此預期在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景氣逐

步回溫後，將可有效帶動園區產業出口成長。

CTSP Export Went Back on a Growth Track
中部科学工業園区の輸出は月によって段々回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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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阻劑
科技小語彙

Photo Resist

光阻劑是一種感

光材料，廣泛被應用

在製作積體電路或彩

色濾光片等元件之製

程，主要成分包括光敏感分子、含酸不安

定保護基樹脂、溶劑及其他添加劑。光阻

劑有正負型之分，正型光阻分子鍵被光線

照射後會斷裂而溶於顯影液中，一般被應用

在製作積體電路或TFT Array製程；而負型光

阻的分子鍵，則會因為光線的照射產生交連

（Cross Link）而緊密結合，所以在黃光製程

中，被光罩遮蔽的部分，分子間會因沒有產

生交連作用，溶於顯影液中而被洗去。目前

在TFT產業中，應用於製作彩色濾光片的R、

G、B彩色光阻就屬此類光

阻。目前中科生產彩色光

阻劑廠商有台灣捷時雅邁

科股份有限公司(JSR)，

為全球供應彩色光阻劑最

大廠商，97年全球市佔率

達27.7％，因其所開發之

彩色光阻劑可擴大色彩顯

現性的範圍，及提升色彩

的鮮明度，已充分供應友

達、奇美等台灣大廠使

用。

文、圖  / 投資組 鍾文博

フォトレジスト

本局為確認園區內已通過甲類危險性工作

場所審查的事業單位，其改善承諾完成比例、

提昇園區內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及機械、設備

安全衛生管理水準，今年分別委託中國醫藥大

學廖宏章教授、雲林科技大學徐啟銘教授、中

山醫學大學李文亮教授辦理「甲類危險性工作

場所複查暨輔導計畫」、「丙類危險性工作場

所複查暨輔導計畫」、「有害作業工作場所查

文 / 環安組 江國忠

核暨輔導計畫」，邀請相關專家學者臨廠進行

查核暨輔導業務。

為讓園區事業單位瞭解三項專案計畫執行

內容，本局特於7月6日辦理計畫說明會，包括友

達、茂德、華邦、台灣康寧、台灣日東、瑞晶、

台灣捷時雅邁科等各園區事業單位計60人出席，

期藉三項專案計畫之執行，有效提昇園區事業單

位有害作業相關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能力。

提昇廠商安全衛生管理能力
訓練講習

An Educational Program on Enhancing the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Ability 
of Park Enterprises

園区の会社に対する安全・衛生管理の能力を高め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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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今年有幸承辦中科管理局委

託之「高風險作業輔導暨評核計畫」，計畫執

行內容之ㄧ為帶領中科園區廠商，實地觀摩工

安管理績優廠商，故於7月3日安排潤弘精密工

程公司（安邦新村新建工程）及台灣杜邦公司

新竹廠之參訪。

潤弘精密工程公司總裁對安全管理的理念

為「一個人代表ㄧ個家庭，我們絕不允許任何

一個人受到傷害」，因而推動6S、7定原則、

安全成本效益評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企業資源整合系統(ERP/SAP)等活動，同時亦

發展E化稽核管理系統，針對該公司各工地進

行安全績效評比，獲績優者給予相當之獎勵措

施，而由工地現場觀摩時，由多處細節可看出

文、圖 / 弘光科技大學職安所 賈台寶 副教授

該公司認真的態度與期望達到零災害的決心。

杜邦公司為國內知名的工安績優廠商，其

安全健康原則第一條為「所有的傷害及職業疾

病皆可避免」，此安全理念亦嚴格落實於後續

的執行、查核與矯正。觀摩現場特別安排局限

空間與動火作業之模擬情形，可看出監督者與

執行者依許可表單循序漸進與再三之安全確認

才完成此作業。由於「安全是杜邦雇用員工的

條件之ㄧ」，杜邦公司能有如此優良的安全績

效實為全員參與的成果。

綜觀二廠之領導階層對安全管理均高度重

視，其安全管理亦與工作執行面合而為一，且

需務實步步認真執行與持續改善，才能邁向零

事故、零災害的境地。

工安管理績優廠商觀摩
訓練講習

潤弘精密工程公司觀摩現場合照

A Learning Tour on Superior Park Enterprises Regarding Work Safety Management  
公共安全管理の優れる会社を見学しに行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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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快速普及，垃圾郵件為一種散播

病毒的媒界，常利用偽裝的發信位置或殭屍電

腦等方式散發電子郵件。所以對不明郵件不好

奇、不開啟、立即刪除，對有疑問的郵件也先

確認來源安全後再開啟，以保護電腦安全及避

免個人資料外洩。

本局為確保同仁使用電子郵件安全，特架

構郵件防護機制及搭配微軟Exchange 2007與

outlook智慧型垃圾郵件自動防護學習機制，以

確保同仁個資安全。有鑑於本局同仁在日常作

業中以快速的資訊處理提高作業時效而忽略了

文 / 投資組 陳李賜楠‧圖 / 政風室 陳俊安

資安的重要，未來會不定期舉辦資安研討會，

加強資安宣導，俾利於同仁對資安防護能更加

重視，並希冀同仁從日常生活習慣做起，從維

護個資做起，進而確保中科整體資訊安全。

隱藏於生活中的資訊安全講習
訓練講習

A Training Course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Hidden in Daily Life—E-Mail Protection 

普段の生活に隠れている情報安全講座

為增進勞雇雙方對勞動基準法之瞭解，加

強勞雇關係，並針對已納入勞基法適用之社會

團體及工作者進行宣導，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委

託本局於6月25日舉辦「98年度勞動基準法令

宣導會」。

本次宣導會共有園區事業單位及附近機關

學校派員逾70人參加，本局邀請中興大學財經

法律學系林炫秋老師講授勞動契約、工作規

則、職業災害補償等課程；政治大學法律系林

佳和老師講授工資及工時相關規定。2位老師

除說明法令規定外，並列舉實務上會遇到的各

種問題及法院判例，讓所有學員能更深入了解

勞基法。最後的綜合座談，學員提問平常所遭

遇的各項勞基法問題，也都充分獲得釋疑。

文、圖 / 環安組 蔡博涼

宣導勞動基準法
訓練講習

中興大學林炫秋老師講課

政治大學林佳和老師講課

Labor Standard Law Announcement
98年度労働基準法についての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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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價值不斐，一旦因為災

害而導致生產中斷，其損失難以估計，對於生

命及財產的威脅不容漠視。本局自96年起，連

續三年舉辦廠房公共安全防災有關研討會，其

目的就於希望持續強化廠商正確的防火設計法

制及技術觀念，以降低災害風險。此次研討

會於6月24日委請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企劃

文 / 建管組 吳維庭

執行，在本局101會議室舉辦，邀請學者專家

有：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雷明遠博士、台中市消

防設備師公會吳慶煙理事長、財團法人台灣建

築中心郭全豐副理、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莊英吉助理教授擔任講師，共吸引了各界超過

200餘人的參與，活動反應熱烈。

廠房建築防火安全實務研討會
訓練講習

A Seminar on Building Fire Prevention and Safety

工場建築の防火安全実務に関する建築セミナー

本局在推動園區環保管制工作上除常態性

的申報許可審查外，並舉辦多場法令宣導說明

會，務求園區環保從業人員能對法令規章有更

深的認識與瞭解。於7月2日邀請台中縣環境保

護局水質保護科林欽銘科長，對園區廠商進行

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及管理宣導說明，與會人

員包括友達、華邦、康寧、茂德、瑞晶、污水

廠代操作商煒盛等各公司約50人出席。

當日會議由環安組施文芳專門委員主持，

內容包含水污染防治法、檢測申報管理規定、

許可審查作業、重大違規認定及緊急應變措施

等主題，在林科長國台語雙聲帶及風趣幽默的

解說下，各廠商代表對於所負責的環保業務已

文、圖 / 環安組 王國忠

有深入瞭解且更能掌握執行重點，對園區環保

從業人員顯有助益，未來本局期望能藉由此類

會議之舉辦，提昇園區廠商環保從業人員之本

職學能及自我管理能力，並與地方環保機關建

立良好的互動關係，讓園區廠商與本局推動環

保工作能更上一層樓。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管理
訓練講習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ve Measure and Management

水汚染予防措置及び管理についての説明会

台中縣環保局水質保護科林欽銘科長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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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煌副局長赴新加坡研習心得分享
園區活動

文 / 人事室 戴麗美‧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國科會人事室謝慶春主任擔任演講引言人

7月22日國科會人事室假本局會議室，舉

辦陳銘煌副局長赴新加坡參加「全球化與領導

力」研習心得分享，由國科會人事室謝慶春主

任擔任開場引言人，本局楊文科局長則擔任主

持人，本次演講除了本局同仁外，國科會、竹

科及南科亦派員參加，現場人數超過150人。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發表赴新加坡研習心得感想

本局陳副局長以幽默詼諧的方式發表研習

心得，除了報告新加坡菁英制度與政策創新現

況外，也提出諸多建議，例如開放更多名額選

送優秀公務人員參加研習，增加研析大陸政策

相關課程、研議跨國合班上課的可能性等，引

起參加人員的廣大迴響。

2009第七屆台灣生技月生技展於7月23至

26日在台北世貿一館熱烈展開，23日開幕當天

並有行政院邱正雄副院長到場致詞，並強調生

技業已是政府預算支持的重點產業，包括食品

藥物管理局、生技園區的設置以及生命創投基

金，都為了支持生技業的發展。本局今年特別

邀請園區包括善德科技、藥華醫藥及聿新科技

等三家廠商共同參與生物科技界的這場盛會。

在面對金融海嘯所帶來經濟衝擊，台灣生

技產業仍蓬勃發展，環顧整個展場，包括生物

科技、農業技術、美容醫學、生技保健等產

文、圖 / 投資組 游志祥

生技創意、商機無限─
2009第七屆台灣生技月生技展活動

園區活動

業，仍有許多創新研究，顯見台灣產業的活

力與韌性；故本局將秉持積極推動生技產業理

念，除協助園區生技廠商透過參展加強行銷

外，更希望多了解國內外生技產業發展，作為

後續引進廠商之參考。

行政院邱正雄副院長(右4)應邀參加7月23日開幕典禮

The 7th  Taiwan Biotechnology Month 2009

2009年第七回台湾生物科技月の展覧会

Dr. Ming-Huang Che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Administration, Shared his Research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in Singapore 
陳銘煌副局長はシンガポールに研修した感想を語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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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 夏 天

緩慢移動的腳

步，中科園區

8、9月份工安

環保月系列活

動也即將熱鬧

登場！！

有感景氣之改變，雖給園區事業單位帶來

不小之營運壓力，惟工安環保工作是沒有假期

的，為了強化職場防災相關輔導、教育訓練及

宣導工作，提昇勞雇雙方防災知識及危險認知

能力，擴大職場防災推廣效益，今年管理局特

別精心設計有於別以往之活動型態，改採小而

精美、務實、動態及靜態均衡、又能兼顧三個

園區的特性及需求規劃系列活動。

另為落實多方共同合作的理念，也期望藉

由工安環保月活動平台，能建立安全合作夥伴

關係、創造全員參與誘因、有效串連園區各事

業單位環保與減災活動，今年的活動除了由本

局及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主辦

外，也有許多事業單位熱情贊助擔任承（協）

辦單位，包含有友達光電、台灣康寧顯示玻

璃、台灣日東光學、華邦電子、亞崴機電台中

分公司、程泰機械中科分公司、瑞晶電子、

聯相光電、旭能光電、台灣捷時雅邁科、元翎

精密工業、互助營造、偉盟工業等（股）公司

及中科員工診所。全體總動員串連區內各項資

源，使各項計畫之執行能由點擴張為面，有效

整合推展，將環安觀念由職場融入家庭生活，

使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成為生活的核心價值。

屆時歡迎大家共襄盛舉，活動正緊鑼密鼓

籌劃中，詳細內容請隨時注意中科管理局之網

站：http://www.ctsp.gov.tw/或致電本局環安

組（04-25658588轉勞檢科）查詢！！

工安環保月即將開鑼！
園區活動

文、圖 / 環安組 林麗玲

Worker Safety/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nth is Ready to Kick off 

工業安全・環境保護月というイベントはもうすぐ始めるよ！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備註

8/1~31 兒童工安環保繪畫比賽 8月收件

8/19 緊急應變團隊（ERT）競賽

8月底 高階主管座談會
含頒發各類獎
項、感謝狀等

9/2 環保專題演講－廢LCD再生處理技術評析

9/3 機械安全宣導會

9/9 安全文化研討會

9/12 虎尾園區風箏彩繪、跳蚤市場、義診、社團表演

9/16 潛盾工程局限空間作業安全觀摩

9/19 后里-石岡生態導覽腳踏車健康之旅

9/23 氫氧化四甲基銨（TMAH）及局限空間作業安全宣導會

活潑多樣活動預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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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出爐
園區活動

為選拔中科園區97年度推行勞工安全衛生

工作優良之事業單位及人員，管理局特聘請中

國醫藥、中山醫學、弘光科技及雲林科技等大

學之專家學者組成評核小組，並由本局郭坤明

副局長、王莉娟主任秘書分別就製造業組及營

造業組帶隊於7月13-17日至有關事業單位進行

現場評核。

評核程序除各單位需作簡報外，委員並需

查閱相關文件檔案資料及至化學房、緊急應變

中心、醫務室、營造工地…等現場評核各項勞

安設施，嚴謹的評核程序，也讓事業單位深以

文 / 環安組 林麗玲‧圖 / 環安組 林麗玲、陳冠宏、江國忠

現場評核瑞晶公司醫務室（左1為瑞晶公
司廠護、左2為本局環安組劉時穎科長、
左3為雲林科技大學徐啟銘教授）

現場評核互助營造七星園區工地（左2為
本局王莉娟主任秘書）       

現場評核台灣日東（左1為中山醫學大學
李文亮副教授、左2為本局郭坤明副局
長、右2為中國醫藥大學廖宏章教授）

能得到優良單位或人員的認可為傲。

本次優良單位計有台灣康寧、台灣日東、

茂德、瑞晶及互助營造等5家公司自薦提出申

請；優良人員有台灣日東公司3人自薦提出申

請，經過審慎評選，5家事業單位及台灣日東

公司林錫銘先生符合本局優良單位及人員選

拔作業要點，將於工安環保月活動公開頒獎表

揚。此外並依勞委會選拔要點，將推薦台灣康

寧、台灣日東公司及台灣日東公司林錫銘先生

參加勞委會優良單位及人員之決審，期待他們

再傳捷報。

On-site Evaluation on Superior Organizations and Personnel of Labor Safety and 
Health Selection
優勝した労働者の安全・衛生の優れる会社及び係りの者が出た！

現場評核康寧公司作業場所（前排左1為
本局環安組劉時穎科長、左2為中國醫藥
大學廖宏章教授、右2為中山醫學大學李
文亮副教授）

現場評核康寧公司廢水處理廠（左1為中
國醫藥大學廖宏章教授、左3為本局環安
組江國忠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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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 投資組 林逸華

比比人才皆在中科
園區活動

7月15日，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左5)、本局楊文科局長(右5)與大葉大學紀華偉教授(左1)、中州技術學院吳明勳教授(左
2)、弘光科技大學喬長誠教授(左3)、弘光科技大學王建明教授(左4)、明道大學趙慶勳教授(右4)、東海大學鄧宗禹教授(右
3)、修平技術學院江明宗教授(右2)及修平技術學院歐崇仁教授(右1)於頒獎會場一同合影

7月15日，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右5)、本局楊文科局長(右4)與虎尾科技大學李孟澤教授(左1)、雲林科技大學湯志暉教授
(左2)、勤益科技大學潘吉祥教授(左3)、朝陽科技大學陳宏達教授(左4)、嶺東科技大學張士勳教授(右3)、羅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曾源盛經理(右2)及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陳炎鍊副主任(右1)於頒獎會場一同合照

Talents at the CTSP—Talents Cultivation Result Award Ceremony  

様々な人材は中部科学工業園区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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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投資組 劉坤林‧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九十八年度優良進出口貿易暨保稅
業務人員表揚

園區活動

7月28日由國科會李羅權主委(左4)、本局楊文科局長(右3)，與獲獎人員：華邦電子王秀琪小姐(左1)、瑞晶電子陳香君小姐(左
2)、友達光電陳韻琳小姐(左3)、聯相光電黃惠珍小姐(右1)及台灣日東光學林怡慧小姐(右2)一起合影

文 / 投資組 盧素璧‧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98年度創新產品獎共有友達光電公
司等7家廠商優良創新產品獲獎

園區活動

7月28日創新產品獎頒獎典禮，國科會陳力俊副主委(左3)、
本局楊文科局長(右3)，與得獎廠商主新德科技公司張永峰副
理(左1)、亞崴機電公司楊德華董事長(左2)、程泰機械公司
許福助總經理(右2)、聯相光電公司陳家裕經理(右1）合影

7月28日創新產品獎頒獎典禮，國科會陳正宏副主委(中)、本
局楊文科局長(右2)，和得獎廠商福彥電子公司鄧鴻吉董事長
(左1)、友達光電公司朱永銓協理(左2)、瑞基海洋生物科技
公司鍾德豫協理(右1）合影

Seven Park Enterprises(AUO included) were Rewarded Innovative Product Awards 
2009  

Granting Awards to Excellent Import/Export Trade and Bonding Staff 2009 
98年度優秀な貿易の輸入・輸出及び税業務員の受賞式

AU光電株式会社を含む7軒の会社が98年度新たに創造する産品賞を授与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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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環安組 許金滿‧圖 / 環安組 蔡博涼

本局為強健勞工體魄，提倡正當休閒育

樂活動，於6月20日及7月4日舉辦「運動大會

堂」球類競賽活動，計有壘球、三對三籃球、

三分球、灌籃等項目，活動相當精采豐富。其

中壘球賽計有19隊報名參加，三對三籃球賽則

有26隊參賽；在激烈競賽中，中科從業人員充

分展現團隊精神，有效凝聚了球隊間的情誼、

增進彼此間的默契。

首先於6月20日舉辦壘球初賽，當日共有

8支隊伍順利晉級決賽。7月4日，所有比賽項

目一起「逗」陣上場。在啦啦隊的加油吶喊助

陣下，林厝公園二球場分別展開壘、籃球互尬

對決，球員們各個是賣力地為所屬隊伍爭取最

佳成績，整個球場烽火漫天，殺氣十足，經

過幾番激烈龍爭虎鬥，活動順利落幕，籃球

賽及啦啦隊最大贏家是由中科最大廠「友達光

電公司」囊括，當日MVP則由台灣日東公司獲

得；壘球賽第1名與MVP獎項由台灣康寧公司

奪得，茂德、友達盟軍分別列居第2、3名。

本局期望能藉由一年一度的球賽競賽，讓

全體中科人工作不忘休閒，休閒不忘運動，並

吸引更多愛好者一起加入運動行列，塑造活力

健康的中科園區。

運動大會堂 逗陣尬一〝夏〞
園區活動

本局派出「命中注定我要贏」一隊(藍色背心)與友達光電籃
球(黃色背心)進行三對三鬥牛賽，互尬一〝夏〞

即使豔陽烈日、汗水淋漓，瑞晶電子(左隊)、友達高手鷹(右
隊)仍然球感十足

友達啦啦隊載歌載舞演出，成功「吸睛」！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Sport Tournament 

中部科学工業園区運動大会

中科簡訊 20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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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同業公會於6月17日下午假中區辦事

處舉辦98年度第8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感

謝3個園區管理局局長親臨，理監事們更是不

辭辛勞齊聚中科，不僅加強各園區彼此之互動

機會，更提升廠商與管理局間的契合度。

由於胡國強常務理事、徐中時理事及曹典

章總幹事申請退休，本次會議通過吳啟昌、孫

家明候補理事遞任為理事、及經補選由周衛敏

理事當選常務理事，並通過聘請台灣區電機電

子工業同業公會副總幹事暨大陸地區總監張致

遠先生接任總幹事。另謝理事長有感曹總幹事

25年來所累積豐富工作經驗及豐沛人際資源，

故自98年8月1日起聘請其擔任會務顧問，繼續

借重其經驗與人脈以為諮詢與推展會務。

金融海嘯後，馬總統等各級政府首長先後

到3個科學園區瞭解廠商面臨的困境，對科學園

區高度的關切，1月9日廠商座談會後，至今陸

續提出14個議題請求政府協助，其中有7項已獲

良好回應，其餘的議題公會會努力繼續爭取。

園區同業公會理監事聯席會─

通過張致遠接任總幹事

園區活動

謝其嘉理事長(左3)主持理監事聯席會

文、圖 / 科學園區同業公會中區辦事處 游鈞華處長、陳冠呈

Association of Industries in Science Parks (AISP) Board Meeting—Mr. Zhi-Yuan Chung 
Took Over the Position of Chairman
科学園区同業公会理事・監事大会－張致遠は総幹事を当選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媒合活動報你知
園區活動

 文 / 就業服務台 楊明樺

配合教育部「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

習」方案，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自7月15日

及7月17日分別於建國科技大學、東海大學辦

理聯合徵才活動；二場活動媒合人數超乎預

期，黃孟儒主任特加碼18場小型徵才活動。29

日由豐原就業服務站中科台協同中科管理局環

安組於管理局辦理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

實習」媒合活動是倒數第二場，主打園區及周

邊廠商通過教育部審查核可的職缺，提供尚未

找到工作與方向的大專畢業生進入職場學習的

機會，此次媒合活動提供33個職缺，投遞履歷

數有59件，廠商媒合成功人數36人，初步媒合

率約6成。

參加徵才活動的先進光電、明宜工業、昌

瑜機電、固基鑽探及竣昇股份有限公司表示，

前來面試應徵的求職人數雖不如預期，但素質

與專業方面皆能符合廠商的期待。中科就業服

務台提醒園區廠商日後如有公司需求人數超過5

人以上者，可為其辦理單一徵才活動，宣傳、

場地完全免費，求才服務專線04-25607437。

Matching Project —Graduates from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o Intern at Enterprises 
お知らせ－「大学及び専門学校の卒業生は企業に実習す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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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這次的活動心情真像洗三溫暖，看著

報名截止日越來越近，人數卻少的可憐，心想

完蛋了！會不會連一梯次都辦不成！幸好後

來動用了所有管道，太陽電台兩星期的空中

放送、聯合報的活動刊登以及世貿中心人才培

訓組孫經理的大力宣傳，果然在短短一星期內

有了熱烈的迴響，電話頓時接個不停，只要聽

到”國科會50科學之旅”等關鍵字，我都會特

別興奮、以熱情高亢的語氣回覆任何問題，瞬

間報名人數急增，三梯次皆爆滿，真是始料未

及。報名者的年齡從38年次到83年次的都有，

有的是父母因暑期怕孩子無聊幫他們報名；有

的是退休老師對中科一直抱持著好奇感；最多

的還是待業人士，希望透過參觀廠商可以了解

科技業及徵才條件，參加者之背景迥然讓我不

禁開始期待當天活動的到來。

終於，那天來臨，當日萬里無雲、天氣晴

朗，是個適合出遊的好日子！參加者身著輕便

服裝、帶著我們所發送的水壺搭上巴士展開一

趟科技與人文交織的知性之旅。這趟旅程下

來，大家收穫最多的莫過於參觀友達光電及均

  文、圖 / 投資組 蕭怡欣

「國科會50科學之旅」甘苦談！
園區活動

參訪友達光電公司後大家一同合影

參加者興奮地於本局大門口合影

進入均豪精密機械廠房前穿上無塵鞋套情形

豪精密機械，專注地作筆記，發問聲不斷，好

學心之強，連廠商接待人員都讚賞不已；最令

大家覺得不虛此行的便是登上10層樓高之杜拜

帆船水塔，他們更期待未來能開放民眾參觀、

舉辦登高大賽、享受居高臨下品嚐咖啡的樂

趣。

Talking about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50th Anniversary” Activities 

国家科学委員会50科学の旅の実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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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新三大兆元產業─

太陽能大廠將進駐二林園區

本局委託國立中興大學於7月24日假中興

大學社管一樓舉行「綠能產業研討會─中科

園區2009年新三大兆元產業發展策略實施計

畫」，針對綠能產業現況和市場及未來發展趨

勢舉辦綠色能源論壇。會中邀請行政院經濟部

能源局陳玲慧主任秘書、本局陳銘煌副局長及

相關綠能產業廠商－高僑自動化公司李義隆董

事長、聯相光電公司王丁召副總經理、科風

公司張 豪董事長及長園科技公司張惇育總經

理，對於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現況及市場趨勢發

表相關議題演說。

本局陳副局長於會中提到：「為因應未來

發展趨勢，中科已有將近10家綠能產業廠商進

駐，已形成綠能產業新聚落。而彰化二林園區

開發在即，也歡迎廠商踴躍投資進駐」，當場

獲科風公司張 豪董事長表達高度意願進駐二

林園區投資。此次研討會特邀集產官學界卓越

的董事長、專業經理人及一流的專家學者，針

對目前最具潛力之綠能產業提供專業探討分析

與精闢見解，對台灣綠能產業和中部科學園區

綠能產業聚落形成的發展具有相當大的助益。

會後開放在場聽眾Q&A時間

經濟部能源局陳玲慧主任秘書(前排左1)、本局陳銘煌副局長(前排左2)、中興大學黃永勝副校長(前排中)與產官學界各卓越傑出
董事長、經理人一同合影

園區活動

New Three Trillion-Dollar Industries at the CTSP—Powercom Co., One of the Big Solar 
Energy Company, is Going to Invest in Erlin Science Park 

中部科学工業園区の新三大兆元産業－ソーラーエネルギーの大手の会社「科風株式
会社」は二林園区を進出する予定

 文 / 投資組 林雲志‧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Newslet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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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敦親睦鄰工作，本局均定期邀請園

區周邊村里長、鄉鎮區公所代表等舉辦座談

會，藉以與地方及居民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

繼去年台中園區及虎尾園區開發座談會後，今

年在7月13日由楊局長率相關組室主管舉辦后

里園區開發座談會，出席這場說明會包括立委

楊瓊瓔國會辦公室洪柳益主任、后里鄉陳義貞

鄉長、台中縣陳本添及高基讚議員、后里代表

會王朝坤主席及各代表，最重要的是后里鄉各

村村長幾乎全員到齊，顯示后里鄉各界對這場

座談會的重視。

席間，各界代表踴躍提出建言，重點包括

營建工程應注意交通安全及敦親睦鄰、如何提

高后里當地居民就業機會、以及重視環保議題

等等，可以立即解決的問題，局長當場指示相

關組室立即會勘改善，至於其他問題，局長將

請相關組室審慎處理，並請監造單位及本局連

文、圖 / 投資組 游志祥

后里園區村里長座談會
園區活動

繫窗口─營建組掌握時效，立即協助解決民眾

任何反映或建議事項。

最後，局長特別強調科學園區開發為國家

重大建設，可創造經濟發展及提供就業，在開

發期間所造成后里當地居民不便，本局已力求

監造單位及營造廠降至最低；在環保議題上，

后里園區開發所承諾之環保標準，已遠高於國

內相關規範，而且創立國內健康風險評估等先

例，未來在實際執行層面上，本局仍恪遵環評

及各項計畫承諾事項辦理，期能在環境保護與

經濟發展間取得平衡點。

右2起為后里鄉陳義貞鄉長、洪柳益主任、本局楊文科局長、
陳本添議員、王朝坤主席、高基讚議員

Exchanging Opinions with Heads of Houli Science Park Neighborhood

后里園区の周りにの町長・村長との座談会

媒體相約在中科
園區活動

文 / 投資組 游志祥‧圖 / 投資組 方琬淳

記者會現場實況

中科6歲了！在7月23日本局所辦理7月份

記者會上，由楊文科局長向記者們宣佈園區將

於7月28日辦理6週年慶音樂會，地點在本局行

政大樓1樓戶外圓形劇場，音樂會活動邀請歌

手殷正洋及新竹交響管樂團表演，估計參與人

數超過1,000人，這是中科週年慶活動第1次在

夜間辦理，相信在嶄新的場地、浪漫的燈光再

加上悠揚的音樂聲，能讓周邊民眾分享園區開

發成果的喜悅。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本局の七月の記者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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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報導

1898年就引進駐台灣的盾柱木，也是在最

近十年左右，開始受到大家的矚目，2007年，

盾柱木默默的進駐中科，成為台中園區環遶友

達的中科路及東大路上主要行道樹種之一，他

們一本初衷的樹連著樹，見證了那個施工機具

進進出出的工地，蛻變成上下班車來人往的台

中園區，也在炎夏提供機車道的樹蔭，為園區

繁忙的道路景觀增添些許的寧靜感。

盾柱木原產於亞、澳洲等熱帶地區，5到

10月會開滿樹的黃花，所以新加坡以Yellow 

Flame名之；它的二回羽狀複葉及小葉的大小

與鳳凰木很像，而與最近廣受矚目的藍花楹一

樣，常被誤認為是鳳凰木的山寨版，其實在不

開花的時候，只要你願意站在樹下仔細觀察、

用手觸摸，再退個幾十步，遠觀樹形，如此來

來回回個幾次，將不難發現其間的差異；樹木

是一種不動的風景，當樹木不來就你，就請你

走過去吧，它將讓你找回許多記憶中的蟲鳴鳥

叫、自然光影與清風；認識樹木跟自然一樣，

沒有速成的方法，當自然不來就你，就請你走

過去吧，朋友。

文 / 營建組 蔡紹斌‧圖 / 營建組 蔡紹斌、投資組 方琬淳

中科路的盾柱木
Yellow Flame at the CTSP
中科路にある植物－黄炎木

中科路的盾柱木與管理局大樓 花與葉的天空交談盾柱木向藍天竄燒的黃色火燄 

盾柱木的果莢 中科路的盾柱木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Newsletter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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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really lucky that I got accepted to the 

program “Taiwan Tech Trek 2009”. Joining this 

program is actually my first work experience. Before 

arriving at CTSP on June 29th 2009, I was expecting 

my position to be some what related to my major 

which i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ince the job title 

was noted “Research Assistant”. After arriving at my 

job position,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due to how 

different my job really was; which is to sit in front of a 

computer in a cubical cell. 

In the first few days I was asked to do thing which 

I felt wasn’t related to my job description such as 

pouring tea in meetings and clean up after meetings. 

I mentioned everything that had happened in the first 

2 days to my parents. However, they weren't surprise; 

they explained and helped me realize that this is the 

real world. My parents encouraged me to work hard, 

demonstrate my skills and take any opportunities that 

come in my way even though this wasn’t 

what I expected for this internship. They 

said to me that “your hard work will be 

recognized by others soon”. 

Believing what my parents told 

me, I completed tasks that were 

assigned to me with excellent 

efficiency and quality. As time 

goes on, my section chief and 

my coworkers  d i scovered 

some of my strengths such as 

public speaking and doing English 

presentations. As a result, I was 

rewarded by giving the chance to help taking on 

tours when CTSP receives visitors. 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and rare opportunity presented to me 

was when my section chief (李科長) and my deputy 

director-general (陳副局長) gave me the chance to 

help hosting the Canadian Members of Parliament 

group and make a short presentation of CTSP. I really 

thank them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because 

I almost certainly would never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and chat with any of these Parliament members 

in person.

After working in 業務推展科, I realized that 

there is more to just sitting in front of a computer. My 

coworkers who are also my friends have so much 

energy and enthusiasm everyday which lightens up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with surprises and laughter. 

I will treasure everything I have learned and every 

moment I spent with them. These lessons and skills 

can never be taught through books or lectures; they 

are real hands on experiences in the world we will 

face after graduation.

生活記事

候鳥心得感

候鳥計畫—

國科會於2005年設立並首度主辦，遴選海外優秀台裔青年返台至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及民

間企業等實習研究，借重其語文及專業長才，促進台灣國際化並凝聚台裔青年瞭解台灣及對台灣

之向心力。

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20歲青年Luke，來到本局業務推展科，藉由他優異的語文能力、積

極的學習態度，與外向活潑的個性， 將為他自己創造一段驚喜綿瓞的生活旅程…

文、圖 / 投資組 李忠儒(Luke)

業推科所有成員一同合照

Intern’s View on “Taiwan Tech Trek 2009” in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Administration  
国家科学委員会TTTプロジェクトの参加者からの感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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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懿美專門委員

高中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博士班

慶賀單元 文、圖 / 編輯小組

秘書室陳萬教科長

入選「2009全國公教美展書法類」

作品名稱：朱子家訓選句

投資組 林逸華 

通過98年度公務人員三等特考─一般行政類科

處世戒多言 為官心存君國讀書志在聖賢

王宏元組長

高中國立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李朝富簡任秘書

高中朝陽科技大學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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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就業服務台 楊明樺中科8月份徵才
CTSP Recruitment in August  

徵才訊息

              

公司名稱 職  缺 條  件

友達光電

股份有限公司

製程、設備、製程整

合、工業工程、化學

分析、自動化、測試

整合工程師、能源類

中高階主管

大學以上學歷，電子、電機、光電、機械、物理、化學、化工、材料等相關系所畢

業

應徵方式：請進入www.auo.com/job/index.htm登錄詳細履歷，若有合適職缺，友達將與您主動聯繫

聯相光電

股份有限公司

品管測試技術員/製

造部技術員
1.高中職畢男女不拘 2.需輪班，做四休二 3.無提供交通車

Sales Manager of 
North Asia

1.BS degree above 
2.FluentinJapanese/Korean is required; English is a plus 
3.Familiar with electrical power market in Asia, used to work in PV field is a plus 
4.Experiences in sales/marketing for 2 yrs above 
5.able to travel oversea-good personality and communication skill as 
commercial person

應徵方式：請先至聯相公司網站http://web.de-design.com.tw/nexpower/images/resume_dl.doc下載*技術

員簡歷表*填寫完請E-mail寄至dajia.jobbank@msa.hinet.net(此信箱為唯一收件信箱,其他信箱概不受理)

均豪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廠務工程師 專科以上，備乙種電匠以上證照、汙廢水處理證照尤佳

應徵方式：意者請上全國就業e網查詢職務說明，並將履歷、自傳e-mail至maywang@gpmcorp.com.tw

力勁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

研發工程師
1.專科以上機械相關科系畢。 2.熟Auto CAD、Solidworks軟體，具開發設計能力。

3.具備CNC工具機廠經驗者。

電控工程師
1.專科以上機械相關科系畢。 2.熟PLC、現場電控線路規劃、問題排除、SOP製
作。 3.具備CNC工具機廠經驗者。

國內/外業務人員
1.專科以上機械/國貿相關科系畢。 2.英文流利、具企圖心，有派駐海外工作意願

者尤佳。 3.具備CNC工具機國內外銷售經驗者佳。

現場組立人員/儲備

幹部

1.專科以上機械相關科系畢。 2.熟機械三軸組裝，能獨立作業者佳。 3.具備CNC
工具機廠經驗者。

內控/內稽專員
1.大學以上商學相關科系畢。 2.二年以上會計事務所工作經驗者，具內部稽核人員

執照者優先錄取。 3.熟內控/內稽制度規劃與執行。 4.具備CNC工具機廠經驗者。

應徵方式：

意者請將履歷/自傳E-mail寄至：june@lkmachinery.com.tw或lk.taiwan@msa..hinet.net適者約談。

先進光電科技

股份有限公

機 構 、 光 學 、 電

機、成型-工程師
大學以上機械、光電相關系所畢業，具相關經驗

品檢-技術員 專科以上理工相關科系畢業

應徵方式：意者請上104查詢公司職缺並將履歷、自傳E-mail至hr@aoet.com.tw適者約談

合盈光電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光學研發、業務、

品 保 、 財 務 、 資

材、機構設計等-主

管職

大學以上電機工程、電子工程、 光電工程相關系所畢業，需具主管經驗

電子、品保、軟體-

工程師
專科以上電機、電子、光電、資工類相關科系所畢業、具3年以上相關經驗

應徵方式：

意者請上全國就業e網查詢職務說明，並將履歷、自傳E-mail至pouch@hpbint.com並註明希望待遇

聯勝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

晶粒、晶片技術員 高中、職以上，無塵室工作，需配合輪班

應徵方式：意者請上1111投履歷

中部科学工業園区管理局に八月の映画を見に行こう！

中科就業服務台 04-25607437 台中縣大雅鄉中科路6-1號(中科管理局工商大樓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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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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電影院8月份大Fun送

播放地點：中科管理局一樓101會議室

 8/12 (三) 18:00 即刻救援TAKEN(輔導級)

350吋超大螢幕，五星級電影院的視聽享受，邀您免費共饗！！

文、圖 / 環安組 許金滿

8/26(三) 18:00 變形金剛(保護級)

女兒被綁架，爸爸卻只能無助地拿著手機通話，人生

還有什麼更慘的事？布萊恩的噩夢成真了，他是個退

休的情報人員，現在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要從專門

販賣年輕女孩的人口販子手中救回女兒小琴。布萊恩

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他人在洛杉磯、而小琴被

帶到了巴黎…

數百年來，兩種機器外星人種族，正義的博派族，以及邪惡

的狂派族，一直在展開一場終結大戰，後果可能會造成宇

宙的毀滅。當這場大戰降臨到地球，只有一個名叫山姆魏瓦

奇（西亞李畢福飾）的青少年能夠阻止邪惡的狂派族取得終

極能量－火種源。但他並不知道他是拯救地球的最後一個機

會。

人事動態

原服務單位：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服務單位：會計室

職稱：科員

報到日期：98年07月06日

新進同仁─謝佩真

很高興有機會與大家共事,，希望
相處愉快,學習成長。

Fun Movies in August
CTSP管理局で八月の映画を見に行こ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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