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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園區開發計畫 

109 年度 7 至 12 月份大事紀 

日 期 重  要  事  件 

7/3 科技部舉行 2020 年「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FITI）」初選頒獎典禮，本局所輔導「晶易

求精」晶片技術與「圖靈鏈科技」區塊鏈技術

團隊均拿下「創業傑出獎」，各奪得 200 萬元

創業獎金。 

7/3 配合行政院推動「行政院綠能低碳總行動方

案」，舉辦節水、節能輔導說明會，園區廠商

踴躍參與。 

7/14 辦理「109 年度勞工退休制度及法令說明會」，

共 50 人參加。 

7/17 召開「CSR 企業永續責任報告書定稿會議」。 

7/17 與法務部、台中地檢署共同舉辦「營業秘密之

保護與制度精進座談會」，邀集大台中地區企

業、工商團體代表逾 250 餘人與會。 

7/23-7/26 攜手園區廠商、生醫計畫補助廠商及中科加

速器輔導廠商等共 18 家於台北南港展覽館

「2020 亞洲生技大展」設攤參展，許茂新局

長到場為參展廠商加油打氣，另正瀚生技及

鐿鈦公司榮獲蔡英文總統親頒年度傑出生技

產業獎。 

7/28 邀請國研院國家太空中心於國立中興大學研

發創業育成中心介紹國內太空產業的發展與

產業契機，許茂新局長與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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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於中興園區舉辦招商說明會，計有南投縣政

府、彰化縣政府相關主管及多家國內外潛在

投資廠商高階主管等 100 餘人與會，許茂新

局長主持。 

8/1 舉辦「2020 年中科園區廠商聯合徵才活動」，

計 882 位求職者参加，其中參與現場面試 830

人，預約視訊面試 52 人，廠商履歷收件數計

1,351 件，媒合率近 5 成。 

8/6 辦理「後疫時代產業轉型發展與契機 中科園

區產業創新產官學研交流座談會」，分享後疫

時代園區廠商所面臨的挑戰與機會，許茂新

局長主持。 

8/6 與台灣電子設備協會共同舉辦「生技醫療產

業發展契機與產業環境的建構論壇」，邀請智

慧製造促進會葉勝發會長及智齡科技公司康

仕仲執行長分享專業經驗，許茂新局長與會

致詞。 

8/7 后里園區第一個 iBike 站「台灣美光站」啟用

儀式，該座亦是台中市第一座由企業捐贈給

政府機關的 iBike 站，許茂新局長受邀致詞。 

8/12 與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共同於中科智慧

機器人自造基地辦理首場「智慧機器人基地

參訪與體驗課程（南投市康壽國小）」活動，

施副局長陪同蔡培慧執行長和小朋友們一同

體驗。 

8/12 辦理「FRC（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團

隊回娘家分享活動」，邀北一女中、明道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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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南港高工等校的優秀菁英分享如何透過參

加 FRC 賽事經驗推甄進入國內外優質大學。 

8/13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假台大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舉行「台灣機器人產學聯盟」啟

動儀式，共有上銀、東元等 66 家企業及學校

加入，主辦單位 TAIROA 期待透過該聯盟與

中科有更多合作機會，共同推動台灣自動化

產業升級。施副局長受邀與會。 

8/19 國研院科政中心、台經院及資策會科法所所

組成的團隊至本局舉辦「國際觀測動態情資

分享會」，許茂新局長到場致詞。 

8/21 舉辦「中科 17 充滿奇蹟」局慶活動，園區同

業公會副理事長蔡國洲、中科產學訓學會理

事長薛富盛及立法委員楊瓊瓔、何欣純、黃國

書與上百家廠商等嘉賓共襄盛舉。 

8/25 辦理 109 年度「深植勞動契約法制」說明活

動，協助園區廠商因應貿易自由化穩定產業

勞資關係。參加人數約 30 人。 

8/25 舉行精準醫療記者會，園區廠商瑞基生技公

司、瑞鈦醫材公司分別展示「自動化核酸檢

測」及「精準導航醫療」，展現本局協助廠商

投入生技結合大數據和 AI 人工智慧之豐碩

研發成果。 

8/26 配合科技部舉辦「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LIFT, Leaders in Future Trends）」台中場廠

商媒合說明會，協助產業界以多元方式延攬

海外優質人才，許副局長出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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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於國立中興大學研發創業育成中心舉辦「中

科園區創新技術論壇－生物科技創新應用發

展」，由中興大學及中山醫大等中部 6 所大學

院校生物科技領域學者發表創新研究成果，

施副局長與會致詞。 

9/2 舉辦「109 年中科產業大師論壇暨 CEO 聯誼

會 」， 邀 請光陽 光 電 葉勝 發董 事 長及

DIGITIMES 電子時報黃欽勇社長主講「AI

人工智慧與產業 AI 化」，與會 CEO 及廠商代

表逾 80 人。許茂新局長主持。 

9/5 舉辦「109 年度中科盃壘球競賽」，計 120 人

參加。競賽結果第一名友達野馬、第二名台灣

美光、第三名友達虎。 

9/9 與科學園區公會在行政大樓大廳共同辦理

「中科中秋特賣活動」，計有三十餘家廠商設

攤，提供特賣服務。 

9/11 舉辦「109 年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座談會」，

許茂新局長主持。 

9/15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Rep. 

Omer Caspi 率團參訪中科，由許副局長代表

接待。 

9/16、9/17 舉辦「醫療器材商品化與拓銷 Workshop」，

從醫療器材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探討醫材

進軍全球市場如何佈局的實用行銷策略，協

助廠商掌握後疫情時代的新商機。 

9/17 召開「園區廠商溫室氣體減量座談會」。 

9/18 於國立中興大學研發創業育成中心舉辦「中



 5

科園區創新技術論壇－智慧機械創新應用發

展」，邀請虎尾科大、彰化師大等中部 7 所大

學院校專家學者發表創新研發成果，台灣塔

奇恩科技及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分享產業

智慧機械創新應用實務經驗。許茂新局長與

會致詞。 

9/19 舉辦「中科 17 週年慶系列活動-園慶路跑活

動」，計 499 人報名參加。 

9/21 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辦「AI 智慧災

防機器人專案成果發表會」，由施副局長主持

並在園區友達公司進行場域驗證。 

9/23 辦理「中科 17 週年慶系列活動-園區生態介

紹暨賞鳥活動」，推廣園區長年建設維護景觀

綠美化之成果。 

9/24 辦理中科「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事業單位

評選會議，評選出「特優獎」均豪精密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優等獎」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

限公司、華凌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並於 11 月

4 日「109 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研討會」公開表

揚。 

9/24-9/26 科技部與經濟部於臺北世貿中心合辦「2020 

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展現 10 個部會科技

成果，中科廠商正瀚生技與亞崴機電受邀參

展。 

9/30 「中科實中擴部增班建設計畫」修正案函報

行政院核定。 

10/5 辦理「中科 17 週年慶系列活動-109 年環保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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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邀請國內專家講授環保議題，並頒發

「109 年度優良環保專責人員」獎項。 

10/16 科學園區同業公會與本局共同舉辦「109 年度

中部科學園區高階主管交流聯誼會暨專題講

座」，園區公會沈國榮監事長、張致遠秘書長、

本局許茂新局長、施文芳副局長、許正宗副局

長、彭麗春主任秘書、台中市政府勞工局羅群

穆副局長、經發局倪世齡主任秘書等、各機關

代表及園區廠商與會。 

10/21 於國立中興大學中科校區舉辦「產學媒合交

流會－智慧機械創新應用」活動，邀請財團法

人鞋技中心、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國研

院儀科中心介紹研究能量與技術資源，並由

勤益科大、中興大學、修平科大、東海大學等

校智慧機械領域專家學者發表創新研發成

果，搭建學術與產業界研發媒合平臺。 

10/21-10/23 「台北國際光電週」由 4 家園區光電廠商組

成「中科主題館」聯合展出，另有 2 家園區

廠商獨立參展，共同行銷創造聯展商機。 

10/27 與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共同於彰化縣員

林市舉辦「中科二林園區投資招商說明會」，

許茂新局長主持，計有上百家廠商代表參加，

不少業者表達投資意願，會後進行後續洽談。 

10/31 於中科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辦理「智慧

創新創業競賽」決賽，許茂新局長致詞，計 46

組新創團隊報名、17 組通過初審晉級決賽，

最後由明谷農業生技公司勇奪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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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出版《蝴蝶、蜻蛉、鳥飛翔的科學園區》一書，

詳實記錄中科 17 年來對友善環境的重視與

成果。 

11/7-11/8 本局以完備的防疫措施及科技實力為後盾，

促成全球首度以 5G 模式辦理「2020 FRC 科

學園區臺中 5G 數位區域賽」，國內 28 支高

中隊伍齊聚中科實中競技，線上直播吸引全

球近 2 萬觀看人次，許茂新局長出席致詞。 

11/4 與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及中

科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共同辦理「109 年度職

業安全衛生研討會暨 AIoT 及 VR 應用主題

展」，計 220 人參加。 

11/6 與國立中興大學、童綜合醫院共同辦理「AI

精準健康醫療生態系論壇」，邀請立法院蔡其

昌副院長、科技部林敏聰政務次長、台中市衞

生局曾梓展局長、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魏

重耀理事長、童綜合醫院童敏哲院長等貴賓

與會，結合產官學醫共同合作推動精準健康

醫療產業發展。許茂新局長出席致詞。 

11/18 榮獲「2020 年台灣企業永續獎」最高榮譽-白

金獎殊榮，是本年度政府、NGO 類別唯一榮

獲白金獎的單位。許副局長出席受獎。 

11/20 於中科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辦理「前瞻

科技－中科產業 AI 化技術應用成果發表

會」，由施副局長主持並受訪說明智慧製造技

術應用成果。 

11/22 與財團法人人工智慧法律國際研究基金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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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辦理「2020 第三屆人工智慧與法律國際學

術研討會」，集合國內外各界智能製造領域的

頂尖學者專家，針對智慧製造轉型中的重要

法律議題進行研討。 

11/27 科技部舉辦 2020 年「創新創業激勵（FITI）

計畫」第二梯次競賽頒獎典禮，本局輔導 25

組新創團隊中有 8 組順利挺進 10 強，最終由

「AIDirect」、「碲造生機」與「品醫生技」等

3 隊均拿下「創業傑出獎」，各獲得 200 萬元

創業獎金。 

11/28 舉辦「109 年度中科盃籃球競賽」，冠軍由台

積電奪得，亞、季軍則為分別為友達、矽品。 

12/3-12/6 「2020 台灣醫療科技展」於南港展覽館一館

盛大展出，本局結合 11 家執行生醫計畫廠商

於「中科生醫產業創新館」辦理聯展。 

12/9 出席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88

次會議（台中擴建第 3 次環差案-審核通過）。 

12/16 公告開始受理申請「110 年度中部科學園區新

興科技應用計畫」，110 年 2 月 8 日截止收件。 

12/16 武漢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二林園區一期廠房新

建工程動土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