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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Park News

文、圖／投資組 林雲志、沈慈雅

二林園區招商強強滾  反應超熱烈
Seminar on Business Recruitment at Erlin Park

二林パーク企業誘致説明会開催

本
局8月28日舉辦「中科二林園

區投資招商說明會」，由本

局局長陳銘煌、彰化縣副縣長陳善

報主持，彰化縣縣長魏明谷隨後亦

趕赴現場參加，與會貴賓包括立委

洪宗熠、立委黃秀芳、勞動力發展

署中彰投分署副分署長林淑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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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攜手彰化縣府  推動精密機械
產業

陳局長表示，中科二林園區經中央

與地方共同攜手努力，已樹立經濟

與環保兼顧的典範，轉型成功，以

引進「低用水、低排放」之精密機

械產業為主領產業，並於今年5月

23日通過二階環評，目前已可提供

廠商設廠營運；交通建設也持續進

行中，相信在縣府及地方鄉親的支

持下，將大幅提高廠商進駐意願。

魏縣長及陳副縣長均提到，縣府除

展開招商活動，也積極進行交通改

善工程，除拓寬既有道路外，已爭

取76號快速道路延伸線通過園區並

銜接台61線，讓交通更便捷。希望

藉由本園區之開發，推動航太、精

密機械及生物科技等產業，增加地

方就業機會並帶動地區發展。立委

洪宗熠及立委黃秀芳在會中除表達

支持二林園區的開發，並鼓勵廠商

踴躍投資設廠。

廠商出席踴躍  現場座無虛席

中科二林園區面積631公頃，目前

已核准17家廠商進駐，本局除6月

28日於虎尾科技大學舉辦招商說明

會、7月17日現勘活動外，更將於9

月中旬辦理公共工程暨廠商聯合動

土典禮，宣告二林園區正式起跑，

也歡迎廠商共襄盛舉，讓二林園區

成為中台灣另一個高科技產業聚

落。 

本次說明會廠商出席踴躍，總計參

加人數約180人，與會者除對人才培

訓、相關周邊產業引進與園區道路

交通建設進度表達關切之外，對未

來投資中科亦表示高度興趣，會後

洽詢入區申請者眾，成果豐碩。

1. 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二）回應與會廠商提問。左
起依序為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副分署長林淑

媛、彰化縣副縣長陳善報、立委黃秀芳等貴賓。

2. 彰化縣縣長魏明谷說明交通建設情形。
3. 立委洪宗熠支持二林園區的開發。

1

2 3

廠商踴躍參加中科二林園區招商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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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企劃組 沈惠容、陳慧玲

科
技部8月30日召開記者會，

會中公布科學園區107年上

半年營運情形，其中，中科107年

1至6月營業額大躍升，達3,501.38

億元，較 1 0 6年同期大幅成長

41.81%。園區貿易總額為2,679.19

億元，其中出口總額為1,543.06億

元，較106年同期成長3.71%；就業

人數達到45,266人，較106年底，增

加1,736人，成長4%，再創歷史新

高。

產業表現佳  成績亮眼

以6大產業分析，積體電路產業成

長75.89%，主因係行動裝置、高

效能運算、物聯網與車用半導體

市場需求熱絡及晶圓10奈米製程

出貨快速成長；通訊產業受惠天

線及功率電感產品需求成長，營

收成長14.30%；精密機械產業成

長15.79%，主因為生產半導體高

階精密設備及自動化設備需求增

加；生物技術產業成長14.81%，

主要為醫療器材及農業應用產品

類之廠商營收增加；光電產業衰

退6.65%，主要為面板價格持續下

跌，平面顯示器及光電材料元件

類之廠商營收衰退；電腦及周邊

產業營收下滑6.41%，主要為電子

零組件及微電腦系統類之廠商營

收衰退。

邁向 Lucky 7  迎向新局面

展望107年國際景氣穩定回升，

半導體、機械設備產品訂單能見

度佳，行動裝置、物聯網、虛擬

實境、智能汽車等新興應用領域

商機持續發酵，可望推升我國出

口動能，進而推升園區廠商營業

額。中科107年營業額可望延續

106年之成長趨勢，未來將邁向

Lucky 7新局面：1.協助全球領先

的半導體7奈米技術在中科量產。

2.中科年營業額目標邁向7,000億

元。3.中科五大園區員工人數可望

達7萬人。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左三）、次長

許有進（右三）、本局局長陳銘煌

（左一）、竹科管理局局長王永壯

（左二）、南科管理局局長林威呈

（右二）共同合影。

單位：新台幣億元 

產業別
107年1-6月 106年1-6月

成長率(%)
營業額 比重(%) 營業額 比重(%)

積體電路 2,477.08 70.75 1,408.32 57.04 75.89

光電 832.39 23.77 891.69 36.12 -6.65

精密機械 145.52 4.16 125.68 5.09 15.79

電腦及周邊 15.06 0.45 16.67 0.68 -6.41

生物科技 21.06 0.60 18.34 0.74 14.81

其他 9.74 0.28 8.30 0.34 17.35

合計 3,501.38 2,468.99 41.81

107年 1-6月各產業營業額同期比較

中科刷新紀錄  營業額創新高 
CTSP's Sales Revenue in 1st Half of 2018 Reached a Record High of 
NT＄350.1 Billion 

CTSPが過去最高の売上高を記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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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陳怡彥

史上首次！三科學園區將赴美招商 
3 Science Parks Jointly Visit U.S. to Recruit Business for the 1st  Time in History

三大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は投資誘致のため、アメリカを訪れ

在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授旗下，

次長許有進於9月6日至9月17

日，率本局副局長施文芳、竹科管

理局局長王永壯及南科管理局局長

林威呈等人，到美國舊金山矽谷及

波士頓等地，拜訪當地潛在投資廠

商並辦理園區招商及行銷說明會。

本局招商對象將針對精密機械、智

慧製造及新創平台等產業，讓國外

廠商更加瞭解台灣投資環境及科學

園區發展現況。

陳部長表示，科學園區不僅是台灣

科技發展的重要指標，也是高科技

產業的龍頭，目前產值已連續多年

突破2兆元，106年營收達2兆4,615

億元，較前一年成長3.58％。而園

區登記廠商共943家、從業員工27

萬2,194人，均創歷史新高。

為持續推動台灣高科技產業發

展，壯大台灣科學園區產業聚

落，本次美國招商活動將配合科學

園區產業特性，拜訪美國在地廠

商，並於舊金山及波士頓各舉辦一

場招商說明會，藉由分享台灣科學

園區完整產業聚落優勢，吸引國外

企業布局未來及投資台灣。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3

園區要聞 Park News

科
技部部長陳良基8月7日至

后里園區友達光電8.5代廠

訪視行程，由製造部副總林挺立

接待。友達是傑出企業，也是全

台唯一入選彭博性別平等指數的

公司，營造友善平等的工作環境

受到國際肯定。而位於后里園區

的友達新廠於今年5月投入量產，

是全球第一座L E E D白金級認證

廠房，除了有最先進的製程技術

外，也致力於綠色永續。

陳部長持續關心廠

商製程、節水、節

能等議題，並肯定

友達對綠能的投

入。此外，友達8月

4日在本局舉辦的廠

商聯合徵才中釋出

400個工作職缺，陳

部長也特別關心友達

在招募人才時是否順利，他提到，

希望園區廠商工程師有機會可以多

多分享在工作上的成長心得，創造

榮譽感，並以服務園區為榮。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左三）、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二）與友達光電

副總林挺立（中）合影。

文、圖／企劃組 張蕙璿、投資組 沈慈雅

陳良基部長參訪友達光電  讚綠色永續精神
Minister Liang-Gee Chen Visits Excellent Green Corporation, AUO

テクノロジー部陳良基部長AUOを訪問-グリーンエネルギーの取り組みについて表彰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左）授旗予次長許有進

（右），率隊赴美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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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王志群、廖麗雲、鍾文博、楊素琴

中科廠商攜手出擊  展覽、研討會綻光芒
CTSP Enterprises Stand Out in Various Exhibitions and AI & Robotics Technology Forum

展示会とセミナー等でCTSP複数の企業が集まり

1.（由左至右）原見精機董事長蘇瑞堯、
三菱電機海外事業部部長清水則之、本局

局長陳銘煌、工研院機械所所長胡竹生、

原見精機總經理盧元立於三菱電機展區合

影。

2.Finger Teach特寫。

8/1
台北國際自動化大展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整合

AI與機械產業，協助產業達到智慧

自動化生產的目標，本局偕同衛星

基地計畫廠商原見精機，共同打造

觸覺感測技術，賦予傳統機器人靈

敏的表面觸覺，實現人機協同作

業，原見精機並與工業機器人大廠

三菱電機機械手臂連結，共同開發

客製化人機協同設備Finger Teach，

提升機器人高效能作業，8月1日假

台北國際自動化大展發布此全球首

創新產品。

產官合作  開發優質產品

此次Finger Teach產品發表

會，邀請本局局長陳銘煌、

三菱電機海外事業部部長清

水則之、工研院機械所所長

胡竹生及原見精機董事長蘇

瑞堯共同見證。陳局長致詞

時表示，Finger Teach是本局

補（捐）助衛星基地計畫執

行廠商原見精機所研發的成果，對

於政府資源的挹注能讓產業有亮眼

表現感到振奮，也期待未來能有更

多成果。

Finger Teach具有極佳的觸覺感測能

力，可辨識手勢以及操作力道等指

尖碰觸資訊，並且將這些資訊傳

回到機器人控制器，裝置在工業

機器手臂前端後，可以讓人輕易地

「指」揮機器人動作，達到直覺式

教導的目的。由於Finger Teach採用

表面式的感測技術，能偵測非常微

小的力道，與台灣三菱電機的控制

軟體整合後，可以做到直覺式的細

定位控制，讓換線、教點、路徑教

導都更為容易。

中科廠商積極參展  展示新產品

中科精密機械產業持續成長，目

前已引進70家優質廠商，更充分發

揮產業群聚效應，持續帶領台灣精

密機械產業向前邁進，面對台北國

際自動化大展這個科技產業盛事，

中科園區廠商除有原見精機發表新

產品外，亦有多家精密機械廠商參

展，如上銀科技、台灣安川、台達

電、銀泰科技、馬路科技、高明

鐵、中美強、玉豐海洋及高聖精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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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ics，正是本局配合科技部積

極推動的方向，陳局長也應邀特別

親至會場致詞。

總統蔡英文親臨中科形象館

此外，本局亦已舉辦一系列機器人

與人工智慧論壇，第五場「AI 與

機器人新創聯合展示論壇」首次

移師台北，於當日假南港展覽館1

樓「中科智慧機器人主題形象館」

舉行。論壇中特別邀請由科技部

推薦的AI新創公司在館內提供AI新

創應用案例，以提供AI機器人發展

趨勢及解決方案，協助企業解決

難題，並一同探討AI應用領域與機

會。

「中科智慧機器人主題形象館」內

同步展示 AI技術與設備，總統蔡

英文特別親臨現場聽取陳局長之

簡報，中科形象館並展示 6家園區

相關廠商產品，包括新漢股份有限

公司、欣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盟

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精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達電子工業
總統蔡英文（左二）蒞臨中科智慧機器人主題形象館，由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一）進行解說。

機電等，在此展示最新產品、增加

曝光與開拓更多商機。

8/29
AI 與機器人新創聯合

展示論壇

為協助台灣產業引進AI技術，提升

產業競爭力及加強相關AI應用與布

局，本局投入相關工作不遺餘力。

8月29日由台灣機器人學會主辦及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協辦

之「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國際論壇」

在南港展覽館5樓展開，主題為AI 

總統蔡英文（前排中）、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右七）、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一）等貴賓參加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覽開幕典禮。

本局局長陳銘煌於「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國際

論壇」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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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份有限公司及 ，希望透過

本館展示中科 AI智慧機器人自造

基地及廠商之能量，攜手共創人工

智慧機械之都。

AI新創公司分享寶貴經驗

在「AI 與機器人新創聯合展示論

壇」首場中，由諦諾科技執行長劉

晉良分享AI大數據應用於金融的解

決方案，透過貸款評估與風險管理

平台，不僅能有效管理通路和數

據，也能關心借貸人的生活、消費

方式等，建立客戶需要的商業模

式，並藉由科技工具減少金融侷

限，解決消費者未滿足的需求；洽

吧智能執行長林奕辰則分享如何透

過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進行判斷決

策，協助自動化流程取代人力、減

少成本與作業時間，並透過保險科

技業之涉入與實際執行案例，運用

人工智慧滿足廣泛性需求；特亞科

技技術長柏堂宏分享如何運用3D

專利技術透過特製手機殼與APP搭

配，即可在智慧手機上拍攝3D照

片與影片，並運用即時觀賞裸視

3D影像，讓3D影片即拍即看，使

互動遊戲成為生活另一種可能；

最後由巨量移動科技執行長黃超

明分享人工智慧應用於智慧醫療

案例，包含開發即時追蹤心臟感

本局局長陳銘煌（中）參觀友達公司光電大展攤位，董事長彭双浪（右一）親自接待。

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三）與參展廠商於光電展中科館前合影。

測裝置，可精準測量血管硬化與血

管阻塞的位置，提供心臟科醫生更

精準及正確的判斷。

8/29
國際光電大展  
中科廠商齊行銷

另外8月29日於南港展覽館4樓亦展

出國際光電大展及台北國際光電周

系列活動，本局匯集園區廠商合盈

光電、台灣彩光及結合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之勵德自動化智慧機

器人咖啡機等產品於中科館展示，

以吸引參觀人潮共同行銷。獨立展

示之園區廠商則包括友達光電、康

寧、台灣樫山、旭東、台灣日東、
盟立、台灣捷時雅邁科、均豪等。

為關心園區廠商展出成果，陳局長

並前往展場訪視廠商，瞭解展出情

形，本局將秉持一貫熱忱服務廠商

的精神，持續協助園區廠商向前邁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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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三）、副局長施文芳（左二）、臺中市政府勞

工局副局長施肇芳（右三）率領本局及臺中市政府代表於徵才活動

現場合影。

文、圖／環安組 何怡佳、投資組 楊素琴

中科聯合徵才大成功  媒合率近五成 
2018 CTSP Job Fair

求人イベント-当日内定率は48％

本
局與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臺

中市政府豐原就業服務站，

8月4日在本局大樓舉辦「2018年

中科廠商聯合徵才活動」，計有友

達光電、友達晶材、台灣美光、台

灣康寧、台灣精銳、永勝光學、光

燿科技、先進光電、矽品精密、和

大工業、晶元光電、達運精密等25

家園區廠商參與，釋出工程師、

技術員、行政類職務

1,519個職缺。當天

有逾2,000名民眾參

加，廠商所收履歷

件數計1,521件，媒

合率初估約達48%。

1,519職缺 吸引逾 2千民眾參與

活動當日本局局長陳銘煌到場關心

並表示，中科106年營業額達新台

幣5,638億元，年成長率11.13%，

創歷史新高；今年1至4月營業額巨

幅成長37%，也再創新高；而目前

園區從業員工數達45,266人，亦是

歷史新高，近半年舉辦2場聯合徵

才活動、30場單一廠商徵才活動，

協助廠商尋覓人才填補人力缺口。

此外，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副局長施

肇芳也到場為求職者加油打氣。

另為服務求職者，活動現場除設置

「廠商徵才專區」外，亦設置下列

專區：

就業促進相關服務專區

含履歷健診職涯諮詢、求職GPS地圖

尋職，提供就業促進方案說明及政

府資源運用等諮詢服務。 

履歷e化專區

身心障礙者服務專區

提供身心障礙者專業就業諮詢及

手語翻譯服務。 

法令宣導專區

為本局、臺中市政府及雲林縣政府

進行政府機關業務宣導

之專區，包含求職防詐

騙、就業歧視防制、勞

動法令及政策等宣導。

為提升便利性，本次活動採履歷電

子列印方式，求職者先至服務台點

選公司履歷現場列印，再至各廠商

攤位應徵。

另為協助推廣視障按摩及服務求職者，活動現場亦設置

「視障按摩專區」，由視障按摩師於現場提供免費按摩

服務，為求職者釋放壓力及舒緩身心。本次活動提供直

接有效之就業媒合平台，協助求職、求才者面對面溝

通，提高媒合的準確性及效率，廣受求職民眾及求才廠

商好評。

徵才活動現場求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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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洪進源、投資組 沈慈雅

顧健康！

本局與職安署簽署健康伙伴
CTSP Joins Hands with Labor Safety Promotion Partners to Elevate 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 Quality 

CTSPとOSHA-精密機械産業の職場での健康づくりの推進に関する協定を締結

本
局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台灣科學

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精密機械發展協會、

台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園區廠商協進

會，8月10日在各精密機械業界代

表見證下，於本局舉辦精密機械製

造業健康伙伴簽署儀式，締結伙伴

合作關係，協助產業建構勞工安全

及健康的工作環境。

職安署指出，在健康伙伴簽署後，

將委託成立北、中、南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作為輔導窗口，提供工

作相關疾病預防、職場健康管理、

臨場健康服務等諮詢與經費補助，

補助項目包括工作環境、製程及

設施改善，如果願意擔任示範企

業，每年最高可獲補助新台幣100

萬元。

推動職場零災害  本局全力以赴

本局局長陳銘煌致詞時表示，中

科廠商除致力於健康促進的推動

外，並且善用智慧型精密機械來

取代高危害及重複性的作業。中

科二林園區已於今年順利通過二

階環評，可提供廠商進駐設廠。

未來中科二林園區將以「低用

水、低排放」的精密機械產業為

主軸，引進精密機械、智慧機械

及AI人工智慧等相關上下游產業

聚落。

期望透過本次簽署健康伙伴合作

方式及相關主管機關之協力推

動，使園區廠商以安全的作業程

序創造卓越的企業價值，達成職

場零災害、企業永續的目標，讓

園區廠商及勞工能一同繁榮、共

享美好的成果。

（由左至右）本局局長陳銘煌、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李金恭、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副署長游麗惠、勞動部職安署署長

鄒子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密機械發展協會理事長許文憲、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園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陳永豐、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副局長施肇芳

共同簽署精密機械製造業健康伙伴。

本局局長陳銘煌於簽名前留影。

Sep.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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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計畫辦公室 黃瓈萱

中科國家級自造基地  助Maker實現夢想
AI Robotics Hub at CTSP Provides Well-Established Equipments to Assist Makers

最新の機械設備が整うAI・ロボティクスハブ拠点での各種加工が可能に

因
應中部產業需求及全球AI人

工智慧技術發展與創新，中

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聚焦於工業

機器人相關智慧化技術發展，包含

AI Robot技術試驗、AI Robot人才培

育、創新創業養分深耕、中部產業

技術升級及創造人才就業機會為首

要任務，並提供舒適發想環境及實

作的軟硬體設備，做為Maker培育

最佳場域。

好設備讓 Maker盡情發揮創意

自造基地內有多種設備，用於削切

的有減少材料熱變形的高速低溫雕

銑機、2,200W高精度的光纖雷射

切割機、木工的立式帶鋸機；其

中雕銑機是其他自造基地沒有的

特殊設備，讓工程師maker慕名而

來。而能印出高精細度且不需用

其他特殊設備進行後續的PROJECT 

MJP 2500、高精細度且指定的3D列

印原料，符合美國藥典USP VI標準

可應用於醫療保健領域的PROJECT 

MJP3600、30台能穩定列印且搭載

HEPA過濾系統的

UP!3D PRINTER BOX+ 3D印表機以

及30台僅有五公斤不需要對硬體重

新調教的UP!3D PRINTER PLUS2 3D

印表機則是屬於3D列印的自造設

備。另外還有用於產生波形等函數

訊號的數位式函數訊號產生器可應

用於電路教學、電子元件的樣品試

驗和批量生產的質量檢測之中。

多元機器人  從小培育Maker

機器人載台部分有圖形化程式的

100台mBot輪式機器人，適合讓國

小高年級生進行教學，其趣味性

能使學生對AI控制機械產生興趣。

而20台火流星機器人透過邏輯、

機構和軟體的編寫來達到教學目

的；特別的是，32台競賽級的高

階人型教育機器人（GP），不只

具有ROBOTIS GP鋁製的框架，更

於腿部使用A X- 1 8 A

的智慧型直流馬

達，手部則使用

AX-12A 智慧型直

流馬達，是一台

移動快速、反應敏捷的機器人；

ROBOTIS GP包含無線控制器，並

且提供RoboPlus這個功能強大的機

器人編寫程式的軟體，循序漸進地

打造屬於自造者心目中理想的機器

人，課程學員可透過這些設備從中

學習並達到由下至上人才培育，打

造Maker最佳學習環境。自造基地

已全面開放預約使用，採會員制，

相關規定及預約方式請至中科智慧

機器人自造基地官方網站（https://

ctsphub.tw/）瞭解。

1. 讓Maker慕名而來的高速低溫雕
銑機。

2. 本局局長陳銘煌（中）手持自
造基地一手打造的FIRA獎盃。

3. mBot輪式機器人設備使用及上
課實況。

2

1

3

2018 FIRA世界盃機器人運動大賽

獎盃，即是透過自造基地設備複

合自造加工組成，相當特別，亦

具象徵性意義。

中科自造基地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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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張豪君、沈慈雅、楊素琴

FIRA圓滿落幕  中科主辦大獲肯定
CTSP Successfully Held 2018 FIRA Roboworld Cup in Taichung City!

2018FIRAロボカップ大会-大成功のうちに閉幕

FIRA大賽 8月 7日熱鬧登場

2018 FIRA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

賽由本局主辦，結合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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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及程泰公司等產官學研單位，

經過半年精心籌劃而成。8月7日在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臺中市市長林

佳龍、FIRA總部主席Jacky Baltes、

FIRA大會主席杜國洋教授、本局局

長陳銘煌及所有推動FIRA世界盃競

賽與會之產官學界貴賓見證下，於

逢甲大學體育館盛大開幕。

開幕典禮特別邀請逢甲大學舞韻社

及九天戰鼓進行表演，並由司儀

宣讀總統賀電，對各主、協辦單位

暨全體參賽選手予以鼓勵。陳部長

在致詞表示，2018 FIRA大賽就

如同背板的4個字「Sport」、

「C h a l l e n g e」、「A i r」及

「Youth」。而這次比賽除了

運動項目，更有Drone（全自

主四旋翼直升機搜救賽）與

FIRA Youth（青少年組機器人

競賽），代表對未來智慧機器

人發展的期待與挑戰，也讓學

生透過競賽與各國選手交朋

友，互相切磋精進智慧機器人

領域的技術。臺中市市長林佳

龍則對於有機會支持FIRA的舉

辦深感榮幸，因為這不只是一

個行銷城市的機會，更是展現

台中身為智慧機械之都的最大

肯定。在國家政策支持下，台

中有完整的教育體系，並擁有

本局局長陳銘煌高舉獎盃宣布「2018 FIRA in Taiwan is ready to go」！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右三）、FIRA總部主席Jacky Baltes
（右四）參觀機器人表演賽－輪型足球賽。

FIRA（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Robot-

sports Association）世界盃智慧機器

人運動大賽創立於1995年，1996

年在韓國大田市的KAIST（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舉辦第1屆國際錦標

賽，至2017年已舉辦22屆。今年

由本局主辦的第23屆大賽，8月6

日至11日首度於台中盛大舉辦，

共有12個國家（包含台灣、大

陸、巴西、伊朗、菲律賓、馬來

西亞、韓國、加拿大、印尼、墨

西哥、俄羅斯及新加坡等）277組

團隊，總計1,208人次參賽，規模

創下歷史新高。

FIRA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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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能量的中部科學園區，這些都

是產業發展的堅強後盾，也希望未

來FIRA能夠持續在台灣各縣市接力

下去。FIRA主席Jacky Baltes在致詞

中提到，參與機器人競賽的選手跟

運動員一樣，都要在比賽中展現出

他們的熱情，這也是值得大家尊敬

的運動家精神。開幕儀式的最後，

由陳局長高舉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

基地所自行打造的競賽獎盃，正式

宣告「2018 FIRA in Taiwan is ready to 

go」！

世界首創「人類與機器人的射箭競

技」及「機器人三級跳遠競賽」

在為期5天的賽程中，共有7大類精

彩賽事同時進行，包含：HuroCup

（ 智 慧 全 能 人 形 機 器 人 ） 、

AndroSo t（3對3人形足球賽）、

Ro b o S o t（2對2輪型足球賽）、

SimuroSot（模擬組人形機器人足球

賽）、Mini DRC（小型DARPA機器

人挑戰賽）、Drone及FIRA Youth，

競賽的長遠目標是研發先進的機器

人可以與人類同場競技，希望透過

競賽，共同研發可以融入人類生活

的機器人。

今年為了呼應競賽主題「E n j o y 

Robots Enjoy Life」，特別規劃人類

與機器人的射箭競技，這是全球首

次機器人挑戰人類的射箭比賽，也

是本屆關注度最高的賽事。機器人

最終雖然未能挑戰成功，由中港高

中射箭隊以6比0獲勝，但機器人

隨著一次次調校與學習，戰至第三

局時成績已接近滿分，可見機器人

的學習能力相當快速，我們也可

預期，在不久的將來，機器人要

勝出是有很大的機會的。而今年

特別改變HuroCup的「跳遠（Long 

J ump）」，規則升級進化成世界

首創的「機器人三級跳遠（Tr ip le 

Jump）」也相當吸睛，去年跳遠項

目，因機器人已締造賽事43公分佳

績，並可做出明顯騰空跳躍動作，

代表機器人已可由普通扭力的馬

達，透過一般機械結構做出超乎想

像的運動，所以今年以引導參賽者

1. 世界首創的「機器人三級跳遠（Triple Jump）」。     

2.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右三）、臺中市市長林佳龍（右二）、FIRA 總部主席
Jacky Baltes（右一）接受記者聯訪。    

3. 比賽現場聚集大批人潮現況。
4.「人類與機器人射箭競技表演賽」，由台中大德國小及中港高中射箭隊與
機器人競賽。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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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基地 Robot Fun

思考、探討機器人躍起後的延續動

作做為挑戰項目，激發參賽團隊帶

來更多突破與成長。

精彩賽事  考驗機器人不同能力

除了上述兩個首創的比賽，所有

賽事也都相當精彩，例如HuroCup

項目中難度最高的「聯合足球賽

事（United Soccer）」，不僅考驗

機器人色彩視覺辨識能力，還特別

強調團隊合作。比賽由不同的二支

參賽團隊結盟，組成機器人球隊進

行足球攻防射門方式比賽，除能提

升機器人衍算能力，更以增進國際

交流為主要目的。而除了一般運

動項目外，為了對未來救援任務

提供助益及貢獻，也規劃Mini DRC

（Disaster Relief Challenge）、Spartan 

Race及Air競賽─Emergency Service 

competition等可應用到救災層面的

比賽項目，競賽設計以美國國防

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 ,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救災機器人競賽計畫精神為宗旨，

透過遙控或全自主設定，完成空中

搜救（包含任務辨識、遠端操控或

AI辨識通過障礙物抵達目的地、電

力維修、火災救援、空投救難包任

務）及地面搜救（包含通過壁障、

推門入內、爬梯、模擬使用工具手

段／路徑規劃、不平地面行走、閥

門轉動）多項任務。

最後，做為本屆賽事壓軸比賽的是

校園戶外馬拉松，分為專業組全程

421.95公尺，以及青少年組全程100

公尺。比賽方式是依路線循跡競

速，機器人經歷碎石路、PU跑道等

各種不同地形的挑戰，甚至還有路

徑斷線、迷失方向的難題，機器人

須克服陰影、豔陽等明暗變化，在

烈日下更考驗選手體能和機器人電

池效能！

選手之夜點燃熱情  大賽圓滿落幕

整體賽事的最後一晚，是參賽選手

最歡樂的「選手之夜」，在這屬於

選手的一晚，陳局長率主任秘書、

投資組及計畫辦公室同仁，到場祝

賀所有參賽選手，大會也特別規劃

一系列精彩表演：中正高中的火舞

1. FIRA 總部主席Jacky Baltes（左）致贈感謝牌予本局局
長陳銘煌（右）。

2. 選手之夜盛況。

3. 機器人馬拉松比賽。
4. Air空中搜救賽－空投救難包任務參賽實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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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典禮各國選手大合照。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3

自造基地 Robot Fun

表演、逢甲大學熱舞社勁舞，另位

還有專業的台中原味搖滾表演團體

─巴紮溜樂團，帶動整體氣氛，最

後開放所有參賽選手表演，包含加

拿大、韓國、墨西哥、伊朗及台灣

皆有團隊帶來各國不同風情的表

演，展現出年輕學子的熱情，也為

閉幕典禮提前預熱。

本屆大賽閉幕典禮同樣在台中逢甲

大學體育館舉辦，分別由FIRA大會

主席Jacky Baltes、逢甲大學校長李

秉乾及陳局長代表向來自12個國家

的參賽選手致詞，緊接著為FIRA大

會旗幟交接儀式，由本屆主辦單位

陳局長將會旗交還給FIRA總部主席

Jacky Baltes，並轉交給下屆大會主

辦韓國代表Mr. Chang Sun Jung；Mr. 

Chang表示，本屆FIRA大賽相當成

功，也看到各國選手的創造力與團

隊精神，對於機器人競賽目前已相

當廣泛應用於工業與生活，以全球

發展趨勢來看，我們一致認同機器

人產業在未來具相當大的潛力並可

被塑造，也歡迎各國參賽好手明年

前往韓國參加挑戰。

台灣不負眾望  囊括 58個獎盃

而在會旗交接後，就是大賽最後的

高潮─頒獎典禮，本屆大賽共計有

12國、277支隊伍參賽，比賽共分

7大類，46個項目，計頒出153個獎

盃。地主國台灣不負眾望，專業組

及青少年組雙雙獲得最多獎盃，共

計囊括58個獎盃，其中專業組獲得

11個第一名、12個第二名及13個第

三名，共獲得36個獎盃；青少年組

則獲得得13個第一名、3個第二名

及6個第三名，共獲得22個獎盃。

另外，印尼及伊朗等國家也都有很

好的比賽成績，而本屆的獎盃是一

隻別具意義的吉祥兔，它同時也是

FIRA世界盃的吉祥物，特別的是這

獎盃由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自

行設計、打樣、製造，也代表本局

發揮創客精神，意義非凡。

本屆大賽最後就在全體委員、獲獎

隊伍上台合影，大家相約明年韓國

見，也讓本次大會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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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

2018 FRC季後賽  AI向下扎根
 2018 FRC Off Season at CTSP

FRCロボットコンテスト2018

Sep. 201814

自造基地 Robot Fun

FRC機器人競賽是一個針對全球

高中職學生所舉辦的全球盛大的

機器人賽事機器人競賽，由美國

非營利性組織FIRST（For Inspiration 

and Recognit ion of Sc ience and 

Technology）主辦，組織每年在全

球舉辦針對各個不同年齡層的賽

事。而FRC是由各個高中職學校

的學生、教練和顧問組成參賽團

隊，競賽的主題每年都會更改，

給予每一個團隊更加公平的競爭

環境，更維持團隊的新鮮感和熱

情，讓隊伍可以透過科技性的比

賽，同時體驗到運動的刺激性與

精神。

FRC小檔案
整合資源 培訓學子能力

本局為提供台灣青年學子科研等

級的AI智慧機器人環境與教育，於

106年9月舉辦「世界機器人大賽

（FRC）觀摩與培訓」，今年2月

舉辦「中科 2018 FRC 校際盃練習

賽」，緊接著8月25日及26日於中

科實中體育館展開「中科2018 FRC

季後賽」，讓投入FRC機器人競賽

活動的全台高中職師生具有一個能

夠發揮長才的專業舞台。

本次FRC季後賽自開放報名以來就

收到全台各校的熱烈迴響，累積20

支隊伍報名參賽。而在比賽開始

前，為讓更多學子能夠了解FRC比

賽的實質內容，本局於暑假期間即

在「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開

設一系列課程，如FRC常用機構及

設計、Arduino/Raspberry Pi 設計與

應用、FRC組裝等主題課程，目前

已辦理3場次課程活動，累計逾400

名高中職學生參與。尤其機台組裝

課程更特別邀請榮獲FRC雪梨區域

賽及夏威夷區域賽第一名的台北美

國學校專業師資教學團隊，帶領學

生透過自組機台、學習程式語言、

實作機械手臂，親手做出一台屬於

自己的比賽機器人。

2018 FRC季後賽經過8月25日及26

日兩天激烈競賽，成績終於出爐，

分別由北一女中勇奪主席獎；協同

中學、南科實中及師大附中榮獲冠

軍聯盟獎、中正高工榮獲工程啟發

1. 機器人自主完成方塊投擲任務。

2. 機器人完成吊昇離地挑戰任務。

3. 逾 450 名全國師生共同參與本局主
辦的 2018 年 FRC 季後賽活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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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基地 Robot Fun

http://ctsphub.tw/category/activity/events/

課程、論壇

日期 活動名稱

9/1~2 鑽、銑床基礎與實作

9/3~5 2018 PICKATHON 競賽分享會與培訓工作坊

9/6 FIRST分享會

9/13~14 DGX應用課程

9/15~16 雷射切割基礎與實作

9/19 達明智慧協作型機器人介紹與應用（5）

9/21 氬弧焊基礎實作

活動持續新增，實際時間請見網路公告

活動預告：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活動資訊網址

機器人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9/4、9/18
智高體驗活動【創意齒輪玩科學】
（對象：幼稚園學童、國小一∼三年級）

9/20、9/27
智高體驗活動【陀螺儀飛輪機器人】
（對象：國小四∼六年級、國中生）

蘿蔔頭之夜

日期 活動名稱

9/13 4D大地彩繪師的視覺翻轉創作

9/27 創客藝術作品演講~金工篇

獎、麗山高中獲新秀明星獎、大同

高中獲創新獎、復興實中獲企業家

精神獎、高雄中學獲優秀工程獎、

恆毅中學獲專業精神獎、台南女中

獲最高分新秀種子獎、台南一中獲

榮譽意象獎、溪南國中及台中高工

獲工業設計獎、內湖高工獲控制創

新獎、中科實中獲評審獎、內壢高

中獲最佳質量獎等。

爭取主辦 2020年 FRC國際區域
賽  有譜

本局局長陳銘煌表示，為帶動國內

自造者風潮，培育國內智慧機器人

專業人才以接軌國際，於是整合工

研院、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台北

美國學校、北一女中、中科實驗高

中等單位，共同於8月25日、26日

舉辦為期二天2018 FRC季後賽，並

特別感謝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督學藍

淑美、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專門委

員、南科管理局簡任秘書上官天祥

率隊參與，還有來自全國逾20餘

所高中職校長、主任均出席競賽活

動，並完成簽署「台灣2020年FRC

國際區域賽之參賽意願書」，共同

宣示台灣主辦2020年FRC國際區域

賽之決心，讓本局對於爭取辦理

2020 FRC台灣區域賽更深具信心。

本局積極的交流與推廣機器人活

動，幫助台灣學生團隊在機器人

比賽中屢傳佳績，秉持著這樣的

堅持與理念，中科智慧機器人自

造基地透過各式活動、論壇、廠

商進駐，努力推動A I與機器人的

教育發展，就是要讓台灣學生從

小就能更了解機器人與AI對於未來

科技的重要性，培養出整合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科學、科技、工

程和數學的高素質人才。

1. 北一女中獲主席獎。

2. 協同中學、南科實中及師大附中獲冠軍聯盟獎。

1

2

2

中科智慧機器人
自造基地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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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讓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創新團

隊確認商業模式，並提高產

品量產上巿的可行性，科技部於8月

17日至19日辦理「107年度第二梯次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創新宏圖營。

在這3天之中，40個參與團隊透過實

務指導方式，與國內外業師深度對

談，強化團隊營運能力、團隊合作

成長率、商業模式思考力，以及創

業資金獲取與運用能力。

28位業師  親授寶貴經驗

本次活動由榮譽教務長施振榮親臨

現場，分享創業經驗，並以「王道

三大核心信念」－天道自強不息

（永續經營）、人道仁禮而己（利

益平衡）及地道厚德載物（創造價

值）勉勵團隊，另邀請多位不同領

域之業師－胡立民、俞寧寧、王明

哲、鍾丰元、蘇書平、蘇拾忠等28

位業師來啟發團隊對於國際巿場與

國際創投環境的認知，並請40個團

隊簡報3分鐘，讓業師同步了解每個

創新團隊的現況。

協助逐夢  中科採客製化輔導

本次宏圖營辦理重點為與矽谷業師

有約、專利布局及創業資源鏈結、

商業模式健診、資訊領域諮詢及營

運策略布局等實務課程及活動，並

針對生醫領域、創新科技與設計

領域、資訊應用與服務領域等三

大領域個別成立諮詢室，透過不

同主題的諮詢、講座、論壇及團

隊Workshop，使團隊與業師得以近

距離互動，獲得最實際的指導與建

議，讓創新團隊離築夢踏實的腳步

更臻成熟。

本次參與的40個團隊中，有13個團

隊選擇由本局輔導，後續本局將依

各團隊需求採客製化輔導，以利各

新創團隊可以在本局協助之下快速

成長並開創事業藍圖。

創新宏圖營  深度培訓成果佳
FITI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Camp

起業家を養成するためのイベントを開催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論壇結束後，業師蘇拾忠、國研院主任莊裕澤、業師俞寧寧、胡立民（三排8左起）與40個參與團隊合影。

榮譽教務長施振榮分享創業經驗。

新創團隊 The Starup Journey

Sep. 20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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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商店來了─邦柏智慧科技
Bumper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Integrates Facial Recognition & IoT 
Technology into Develops Smart Vending Machines

バンパー・インテリジェント・テクノロジーは、画像解析技術と人工知能を
組み合わせた自動販売機を製造開始

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邦柏智慧科技

無
人化浪潮席捲而來，正改變

每個人的生活，不管是無人

機送貨、無人車、無人商店等，皆

是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技術整合後的

創新運用。

以智慧自動販賣機為主要產品的邦

柏智慧科技，已通過進駐中科自造

基地的申請，希望能透過公部門資

源及媒合平台，與其他廠商結盟，

讓智慧販賣機從軟體的開發到硬體

的建置，全都由台灣廠商完成，讓

台灣在智慧新零售時代占有一席之

地。

掌握大數據

具有讀心術的販賣機

會投入這個領域，是因為邦柏董事

長卓政懋在紐約攻讀碩士時，觀察

當地無人商店的營運情形，認為讓

客人「拿了就走」的無人商店離普

及尚有一大段路要走，若要在短期內

讓無人商店化為現實，智慧化的自動

販賣機最有可能達成這個目標。

看準這個領域的發展性，卓政懋與數

個朋友共同籌資，買下一家軟體公

司，這家公司原本為國內自動販賣

機龍頭廠商金雨企業開發工業電腦

（IPC）軟體，在卓政懋接手後予以

轉型，成立邦柏，投入智慧自動販賣

機的研製。

如今邦柏的智慧自動販賣機已經十分

成熟，消費者購買商品後，可選擇錢

幣紙鈔、信用卡、悠遊卡等多元方式

結帳，非常方便。為了增加消費者的

黏度，邦柏還開發FUNZ放禮APP，

搭配自動販賣機讓消費者進行互動任

務、紅利兌換，提

供更有趣的消費體

驗。此外，它還包

含人臉辨識鏡頭，可以蒐集大數據資料，讓

業者知道消費者需要什麼東西；當消費者靠

近時，也能依據年齡及性別播放不同的影音

廣告，提高廣告主的效益。

邦柏已成功在百貨公司、量販店、逢甲大

學、育達科大等地設置販賣機，也即將在台

北商場開設無人商店，並計畫登錄櫃買中心

的創櫃板，是前景看好的明日之星。

邦柏小檔案

即將進駐中科自造基地的邦柏

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於104年8月，主要產品為智

慧自動販賣機，以「打造全方

位通路媒體獲利平台」為宗

旨，結合行動網路與實體通路

媒體，讓消費者獲得更方便且

多元的使用體驗。邦柏的自動

販賣機除了販售功能，還包含

人臉辨識、廣告影音播放系統

等，而且有螺旋式、吊掛式及

軌道式等不同置放方式，適用

於各種商品。

服務信箱：

official@bumper.com.tw

新創團隊 The Starup Journey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7

1. 邦柏的年輕團隊活力十足。
2. 消費者在邦柏智慧自動販賣機前進行FUNZ放禮APP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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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新夥伴  New Tenant

文／投資組 唐佩珍、林雲志

中科生力軍─翊旭材料、豪力輝工業
New Forces at CTSP: Echelon Material Technologies Corp. & HOLD WELL 
CORP., LTD.

新規入居企業紹介—翊旭材料とホールドウェル

BWF技術，藉此可引進相關技術，

對於人才的培養亦有所幫助。

豪力輝工業

豪力輝已申請多項發明專利並使用

最新傳動技術，除可達到旋轉精度

零背隙外，也符合高剛性與高運動

性，另具備特有的機構傳動設計，

以及整合IOT工業物聯網的技術，

使車銑主軸頭可以達到智能化並符

合工業4.0的需求，包含線上監控、

線上補正及壽命預測等功能。其產

品主要是利用國內優秀的上下游供

應鏈進行整合研發製造，其產品的

成本、精度及交期均能自行掌控，

在智慧精密機械產業供應鏈中具有

重要之地位及潛力。

車銑複合五軸機在全球市場已經日

漸普及，本案產品的開發將可降低

國內車銑複合五軸機銷售成本，與

對國外重要零組件的依賴，並進一步

提升各大工具機廠的產品性能，亦符

合政府目前在推動的5+2產業創新政

策。更可促進國內外航太、生醫、汽

機車及模具等工業技術實力，增加台

灣工具機產業國際競爭力。
翊旭材料科技

翊旭材料科技改變製程配合合撚及

膨體技術的應用，提高產品製程效

率及降低運轉成本，產品玻纖合撚

及膨體紗屬上游原料，可應用於建

材、航太、過濾材、醫療及汽車等

工業，產品具較佳抗拉強度、耐酸

鹼及epoxy樹脂相容性，係電子級

之玻纖紗，結合母公司的產品優勢

與合撚及膨體紗開發經驗，可進一

步延伸及研發產品優勢至合撚及膨

體紗產品。

而合撚加工及膨體加工技術除了可

用於玻璃纖維之加工外，也可應用

在其他紗之合撚，透過專利、智財

權保護及技術轉移，將有助於國內

加工技術發展，進而帶動下游高階

產品開發工作，有助國內相關紡織

業技術發展。經濟面上，整合母公

司富喬的原料並做垂直整合，生產

具競爭力之合撚紗及膨體紗以銷往

歐美及日本，有助國內經濟成展。

人才培育方面，引進美國母公司

翊旭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廠房位於虎尾園區，投資金額為新

台幣1億元，由台美母公司合資成立，主要研發製造玻璃纖維

合撚紗及玻璃纖維膨體紗，產品行銷美國及日本等主要國家。

豪力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分公司，投資總額計

新台幣3,000萬元，主要

研發並製造高剛性、高運

動性、高精度及低干涉的

五軸車銑複合主軸頭，提

供國內外符合工業4.0的

智慧機械所需之關鍵重要

零組件。

翊旭材料小檔案

豪力輝工業
小檔案

1.2.3. 豪力輝工業產品（圖片來源：豪力輝工業）。

玻璃纖維合撚紗（左）與玻璃纖維膨體紗（右）

（圖片來源：翊旭材料科技）。

1 2 3

CTSP9P18.indd   18 2018/9/6   下午6:26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9

新知講堂 Training Session

園
區營利事業如為一般申報案

件，未以投資抵減稅額、行

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暫

繳稅額者，應按其106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二分之

一為暫繳稅額，於今年9月1日起

至10月1日止自行向公庫繳納稅款

後，得免依所得稅法第67條第1項

規定辦理申報。 

目前營利事業繳納暫繳有2種繳稅

方式，其中一種是現金繳稅，於暫

繳申報期限內，可持附條碼式繳款

貨品輸出入管理講座
Lecture on Import & Export of Commodities Management

輸出入通関と国際物流講座

文、圖／工商組 邱美祝

107年度營所稅暫繳申報開跑
On Provisional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 Income Tax Declaration  

法人税申告開始
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 辛延玲

為
培養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人員專業學能，本局於8月9

日邀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副組長朱財立等4位講師，

講授貿易管理架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企

業內部出口管控制度（ICP）介紹、中國大陸物品進口管

理、原產地證明書管理等課程。透過講師豐富實務操作經

驗，並連結相關網站，讓園區廠商清楚瞭解，如何上網查

明各項貨品之輸出入規定，及如何申請輸出入許可等。

另為防止飛彈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講師亦講授戰略

性高科技貨品輸往管制地區（如北韓、伊朗、伊拉克等）

及非管制地區應注意事項、如何查核是否為國際列管之黑

名單及ICP管理機制等，避免誤觸法令，並告知廠商違反

規定之相關刑事及民事處罰規定。

透過本次課程，參加學員不僅可瞭解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及內部管控制度的重要性，亦可增進廠商自主管理能

力，提升行政效能，對廠商在執行貨品進出口有很大的助益。本局預計9月20日接續辦理進出口報關實務課程，竭誠

歡迎報名參加。

書（稅目別355）至代收稅款之金

融機構或便利商店（稅額在2萬元

以下者）繳納；另一種是轉帳繳

稅，以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即

時扣款，或至貼有「銀行：提款+

轉帳+繳稅」標籤之自動櫃員機繳

稅，亦可透過工商憑證IC卡作身分

認證，以網際網路直接由活期存款

帳戶轉帳繳稅，方便又快速。

園區營利事業如未於申報期限內辦

理暫繳，而於10月31日前已依規

定計算補報及補繳暫繳稅額者，

應自10月2日起至其繳納暫繳稅額

之日止，按其暫繳稅額，依所得稅

法第123條規定之存款利率（目前

利率1.04%），按日加計利息，一

併徵收；如逾10月31日仍未辦理

暫繳者，將加計1個月利息，一併

填具暫繳稅額核定通知書，通知園

區營利事業於15日內自行向公庫

繳納。有任何申報問題請洽財政

部豐原國稅局豐原分局（電話：

04-25291040）

（由左至右）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副組長朱財立、辦事員田昌仕、科員吳明

穎、辦事員陳宣彣等4位講師，與本局工商組組長黃懿美（右四）、園區公
會處長陳季媛（右三）、進出口保稅委員會召集人王秀琪（右二）及副召

集人吳惠純（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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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科技  中科音樂饗宴 
CTSP Artistic and Cultural Events in August 

音楽鑑賞会

文、圖／營建組 鄭育昇、投資組 楊素琴

愉
悅的夜晚，美妙的歌聲，亮

麗的演出，中科音樂會開始

了！ 8月 3日、31日，本局 101會

議廳傳出陣陣悠揚樂聲，分別由中

科實中協同蛹之生 Butterfly樂團演

奏「歌與樂．電影奇幻之旅．Movie 

Music」與蘭馨的演唱，以及聞韶軒

絲竹室內樂團與三金歌王殷正洋共

同演出的「歌樂 中科」，節目有西

樂、國樂及著名歌手演唱，豐富而

精采。這是中科公共藝術民眾參與

首次以音樂活動的形式進行，非常

成功，讓民眾親近中科，度過愉快

的夜晚。

歡樂笑聲與悠美旋律交織

的音樂會 

中科公共藝術民眾參與計

畫的活動，在8月3日揭

開序幕，開場即以氣勢

磅礡的「歌劇魅影」樂

曲搭配電影精彩畫面的投

影，引領觀眾進入電影情

境，尤其雙簧管首席林冠

瑩老師的獨奏，令人意猶未

盡。下半場由樂團小提琴首席，也

是名歌手－蘭馨，演唱「我的未來

不是夢、何日君再來、月亮代表我

的心」等名曲，歌聲嘹亮細膩，富

含情感。期間穿插有獎徵答，與會

民眾更是踴躍搶答，笑聲與歌聲交

織直到活動結束，讓本局首場音樂

活動在悠揚樂聲畫下完美句點。

國樂+美聲
觀眾熱烈迴響  意猶未盡

8月31日舉辦「歌樂 中科」，由聞

韶軒絲竹室內樂團與殷正洋聯合演

出。聞韶軒樂團曾在紐約林肯中心

等重要場地演出，獲獎無數，享有

盛譽，當天演奏「草螟弄公雞」等

多首台灣名謠，令人懷念。而歌王

殷正洋搭配國樂，唱出一首首國、

台語著名老歌，過程中他亦以感性

嗓音訴說歌曲由來。節目一共演出

14首曲目，觀眾也一起哼唱互動，

有趣的是在最末曲「浮生千山路」

曲末，主持人尚未謝幕，觀眾已傳

出陣陣「安可、安可」聲音，殷正

洋從善如流加唱「晚安」曲，最後

觀眾在他動人心弦的歌聲中，意猶

未盡的結束這場盛會。

中科實中協同蛹之生Butterfly樂團演奏氣勢磅礡的「歌劇魅影」樂曲。

聞韶軒絲竹室內樂團與三金歌王殷正洋聯合

演出，許多民眾慕名而來。

9月28日（五）19：00

大開劇團《好久茶的秘密1－日月潭傳奇》

11月9日（五）19：00

極至體能舞蹈團《換位遊戲：大風吹》

12月7日（五）18:00 

Butterfly青年樂團／中科實中管弦樂團《親子音樂

劇－你很特別》

活動地點：本局行政大樓101會議廳

電話預約：04-25658588轉7612陳小姐

線上報名：https://goo.gl/forms/czANX6tFT8IpNzu43

免費入場、免費停車，座位有限，可先預約報名。

活

動

預

告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20 Sep.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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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廖英凱、黃春英

中科實中暑假充電  蓄能不停歇
NEHE@CTSP Summer Learning Programs 

NEHE@CTSPの夏休みイベント

赴日交流  帶回滿滿收穫 

由科技部與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

構JST（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共同舉辦的櫻花科學交流

計畫（SAKURA Exchange Program in 

Science），徵選30名台灣中學生至日

本科學觀摩，實中由何家齊老師與

廖英凱同學代表參與。本次交流計

畫主要參訪東京理工大學、國立筑

波大學、未來館、台場、千葉縣立

柏高校、日本農工大學等處，其中

東京理工大學著重於物理、化學、

生物、數學與資訊，而近期更新增

「機器人研究」，以培育理工優秀

人才為重點，要為日本工業帶來新

力量。

實中的專題研究亦是以科學為主，

故在交流時，更能從他國的狀況，

思考本校未來課程的內容。此次

參訪，廖同學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訪

未來館時，毛利館長所言：「大家

都想改變世界，只是你們都還不知

道該怎麼做，要保存心中的火苗，

邁向未來。」毛利館長是日本第一

位登陸月球的人，廖同學以他為榜

樣，更堅持自己的理想，堅定地邁

向未來。此次參訪除了借鏡他國的

科學教育，也刺激師生思考更多科

學教育的發展性，收穫良多。

研習營＋育樂營

種下智慧製造產業的種子 

107年度中科實中申請科技部中

科管理局補（捐）助衛星基

地推動智慧機器人計畫，辦

理「My Arm, My Design. 機

器手臂虛擬設計」種子

教師研習，經由專業

對話、經驗交流、分

享資訊及楷模學習來擴展教師關於機

器手臂專業知能，再由教師依教學現

況共同研發符合國高中之課程教案，

使機器手臂教育課程成為中部地區學

校特色。

中科管理局攜手實中深耕AI教育，促

進園區與學校資源互享，實中也結合

學校特色課程規劃「機器手臂暑期育

樂營」，培養中學生對智慧機械領域

的基本知識及興趣，種下智慧製造產

業的希望種子。育樂營活動規劃機器

手臂虛擬設計，協同國中端智慧機

器人聯盟學校（居仁國中、南投國

中、清水國中、崇倫國中、中興國

中、沙鹿國中、成功國中、福科國

中、溪南國中、北新國中、潭秀國

中等）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地、台達臺中分公司及本校，運用

園區智慧型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的

相關設備，啟發孩子們對科技的興

趣與創意，期待打造未來科技產業

人才。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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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京理科大學上課後，與教授對談（廖英凱為中間學生）。
2. 機器手臂虛擬設計種子教師研習。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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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專案─成功嶺營區新建工程動土典禮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of Ammunition Depot Relocation Project in 
Cheng Kung Hill 

起工式—成功嶺に新たな軍事基地建設

文、圖／營建組 蔡豐吉

中科電影院─二林、中興園區 fun幸福
CTSP Cinema Free Fun Movie at Erlin & Chung Hsing Park

映画鑑賞

文、圖／環安組 何怡佳

因
應國家經濟發展，政府提

出中科「台中園區擴建計

畫」，並於100年年底與國防部協調

釋出緊鄰台中園區西側東大路之庫

房用地。在國防部及國軍各級單位

全力配合下，庫房遷建作業迅速於

102年年底前完成，騰空後之土地順

利作為本局台中園區擴建使用。而

本局也因此代辦國防部「JQ專案」

成功嶺營區新建工程，於7月31日舉

辦工程動土典禮，由國防部陸軍第

十軍團指揮官中將莫又銘及本局局

長陳銘煌親臨主持。

為
促進中科從業人員休閒育樂活動，並增進與鄰近居民

情誼交流，本局自97年度起開辦中科電影院，台中園

區放映時間為每月第二個周三晚上，並自103年度開始擴大

於五個園區巡迴辦理，二林、中興園區今年度分別於8月22

日、29日舉辦電影放映活動。

二林、中興園區電影放映活動分別安排「妖怪手錶：飛天巨

鯨與兩個世界的大冒險喵」、「萌牛費迪南」2部影片，帶

領觀眾一起感受活潑有趣的動畫電影。

各場電影放映前還精心安排勞工法令有獎徵答活動，讓現場

民眾更瞭解性別工作平等、就業歧視與勞工權益法令。在本

次活動過程中感謝立法委員洪宗熠、二林鎮公所鎮長張國棟

的蒞臨參與，讓活動進行更加圓滿、順利。

國防部庫房遷建後

之土地，目前已提

供台積電、巨大等

國內優質廠商建廠

營運，總投資額達

5,500億元，預估未

來每年創造3,000億

元之營業額，引進6,900名直接就業

人口，並帶來更多間接就業人口，

使我國半導體及精密機械產業保持

世界領先地位。

「台中園區擴建計畫」乃國防部及

本局間跨機關協調合作最佳典範，期

許未來「成功嶺營區新建工程」施工

時，各相關單位能緊密配合，建立優

良口碑，並秉持團隊合作精神，同心

協力確保本工程能圓滿完成。

本局環安組組長朱振群（左三）頒發獎品予勞動法令有

獎徵答獲獎民眾。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六）、副局長施文芳（左六）及陸軍第十軍團指

揮官莫又銘（右五）中將等人出席成功嶺營區新建工程動土典禮。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22 Sep.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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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快遞 Lif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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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局工商服務大樓目前進駐

台灣銀行、土地銀行、第

一銀行、博群國際商務法律事務

所、亞蜜咖啡廚房、台灣牛國際

餐飲、中科就業服務台、園區員

工診所等工商服務業，9月1日安

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正式進駐中

科駐點服務園區廠商，為園區工

商服務寫下新詩篇。

輔導新創團隊不遺餘力

近年來，安永支持政府鼓勵民間與

學研以豐沛之創新能量所推動之創

新創業政策，共同執行「科技部創

新創業激勵計畫」、「科技部國研

創價聯盟」、「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新興產業加速育成計畫」、「行政

院網實整合創業服務平台推動計

畫、「國發基金創業天使計畫」等

政府重要創新創業推動計畫。

全方位專業服務

全力協助園區廠商 

安永是全球領先的專業服務機構之一，2017年安

永為《財富》全球500強中78%及《富比士》全

球2,000強中69%的企業。安永台灣成立於1969

年，是安永在台灣的正式會員所，總所設於台

北市，並於桃園、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設

有分所。安永在亞太區擁有近44,000人，是為客

戶提供優質服務的最佳機構之一。

針對中科園區廠商日益國際化的布局及跨產業

的合作，財務會計複雜度也隨之提升，安永會

發揮其國際型事務所的專業，協助園區廠商從

股權規劃、稅務議題、公司內控到進入資本市

場諮詢，及時提供園區廠商專屬便利之全方位

財稅諮詢管道。

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崔麗英

工商大樓新成員  園區服務更多元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nters CTSP to Offer a Variety of Business Services

EY会計事務所がCTSPに入居-多様なニーズに対応

   
   

   
   

   
   

   
   

   
 

安永榮譽榜

2017年度「SAP頂尖獎（SAP Pinnacle Award）—年度最佳客戶選擇
合作夥伴」。

IDC 於2017年全球商業諮詢機構相關分析中評選安永為數位化策
略、代理服務諮詢，及風險諮詢的領導機構。

2012∼2015連續四年榮獲臺灣證券交易所頒發「流通證券獎」。

2014年榮獲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新創俱樂部指定為「台
灣科技新創最佳專業夥伴」。

安永中區新創服務團隊

審計服務 黃子評 台中所所長（汽車工業暨消費品產業負責人）

審計服務 陳明宏 執業會計師（新創暨科技產業中區負責人）

財務管理諮詢服務 崔麗英 副總經理

稅務工商諮詢服務 邱筠琪 經理

聯絡方式：中科管理局 工商服務大樓901室
諮詢窗口：崔麗英副總經理／0931-422-963／ LiYing.Chui@tw.ey.com 

■ 全球審計方法
■ 財務會計諮詢
■ 舞弊調查與爭議協調
■ 氣候變遷與企業永續發展

■ 稅務諮詢
■ 移轉訂價
■ 跨國調派人員稅務服務
■ 稅務及工商法令依規服務
■ 帳務薪資及稅務依規委外服務

■ 風險管理
■ 資訊科技諮詢服務
■ 績效改善

■ 交易支援
■ 營運交易諮詢
■ 評價與商業模型服務
■ 併購諮詢
■ 企業重整
■ 交易稅務諮詢

■ 新創企業之財務輔導

■ 數位轉型暨營運諮詢服務

■ AI人工智慧
■ RPA機器人流程自動化
■ Blackchain區塊鍊技術
■ 生命科學產業

■ 法律諮詢服務

審  

計

稅  

務

企
業
諮
詢

交 

易 

諮 

詢

【安永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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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交流 CTSP Visitors

上研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參訪自造基地。

重慶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

辦公室綜合調研處處長陳

子敏（右四）率團參訪中

科，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

（左四）接待。

交通大學副校長林一平（左四）及

交大 AI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曾煜棋

（右四）率領 AI創新研究中心團隊

前往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觀摩

學習，由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三）

及主任秘書林梅綉（右三）接待。

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研究所貴

賓參訪中科，本局局長陳銘煌

（前排右五）接待。

美國中大西洋洲議會領袖訪問團團長

Hon. Craig Blair（右四）參訪中科，本

局局長陳銘煌（左四）接待。

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關務長

葉明星（左四）拜會本局局

長陳銘煌（右五）。

8/8 8/14 8/158/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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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世
界著名的童書故事《比得兔》「跳」上大銀幕魅力鉅獻！小兔比得

與他的姊妹手足小福、小白、小毛、班傑明，從小生活的綠地被老

麥先生占領，變為自己的私人菜園，比得的父親也在闖入菜園後被老麥先

生作成了派，這使得比得長大之後，時常侵入老麥先生的菜園，跟他作

對、偷他栽種的蔬菜水果。然而某天老麥先生心臟病發過世了，接替老麥

先生的是來自倫敦的小麥先生（多姆納爾格里森飾演），他想將菜園與房

子以合理的價格賣出去，讓自己開一間玩具店。 比得則希望小麥先生離

開菜園，而牠與小麥先生的諜對諜隨著日子過去，一天比一天更加白熱

化，不過兩人的關係卻受到超有愛心的鄰居碧小姐（蘿絲拜恩飾演）影

響，悄悄出現意想不到的神秘變化。

比得兔

◎ 放映時間  107/9/12（三）PM6：30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劇情
◎ 片長  1時33分

普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25

參訪交流 CTSP Visitors

科技部駐德國科技

參事戴龔（左二）、

駐俄羅斯科技參事

黃崧任（左三）、駐

歐盟暨比利時科技

秘書鍾幸如（右四）

參訪中科，本局副

局長施文芳（右一）

接待。

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左四）

率該校同仁參訪自造基地。

南科管理局局長林威呈（左五）參訪自造基地，

由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左六）接待。

8/16 8/20 8/27

成功大學 AI生技醫療

中心蒞臨觀摩。電機

資訊學院院長許渭州

（右三）、電機工程

學系教授王振興（左

三）參訪自造基地，

由本局主任秘書林梅

綉（右二）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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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文／投資組 沈慈雅   圖／陳大明

平 滑 如 鏡   美 不 勝 收

連日落雨

清澈的水面倒映著天空

與周遭景色互相輝映

顯得寧靜而美麗

不妨趁天氣放晴

到戶外走走

欣賞這如畫一般的美景
拍攝地點：水堀頭公園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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