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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計畫 

103年度 1至 12月份大事紀 

日 期 重  要  事  件 

103/1/2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召開二林相思寮暨農

場巷專案讓售第二次地主說明會。 

103/1/3 
環保署專案小組召開七星園區審查結論變更

環差審查會議。 

103/1/7 

立法院三讀通過科技部及本局組織法，並經總

統於1月22日公布，原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改為科技部。 

103/1/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召開七星園區環評訴訟案

(100訴118號)第5次程序準備庭。 

103/1/9 
召開「因地制宜之園區租金與管理費收費機制

研議委託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103/1/10 
南投縣政府召開中興新村文化景觀維護計畫

及保存計畫期中審查會議。 

103/1/14 
環保署召開七星園區辦理二階環評事宜研商

會議。 

103/1/16 
行政院蔡玉玲政委召開七星園區環評進入二

階研商會議。 

103/1/21 
本局王永壯局長致贈春節加菜金予保警隊，並

參加103年春安工作警、民力展示校閱典禮。 

103/1/21 
環保署召開第254環評審查會議，決議七星園

區環評進入二階。 

103/1/22 
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環評近期辦理事項及訴訟

因應會議。 

103/1/22 環保署公告進行七星園區二階環評結論。 

103/1/22 參加勞委會103年第1次授權勞動檢查機構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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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會報，提供園區勞動檢查、宣導及輔導成果

與減災目標達成情形。 

103/1/23 
本局林威呈副局長率營建組同仁，赴二林園區

進行文化遺址現地勘查。 

103/1/23 
建管組林梅綉組長率隊拜訪相思寮讓售案地

主陳正宗先生，協調讓售土地位置。 

103/1/24 
中科實中103學年度單獨招生修正計畫書及招

生簡章函報教育部國教署核定。 

103/1/24 

為辦理七星園區二階環評，將環說書分送相關

機關、並陳列揭示環說書計30日及刊登新聞紙

3日。 

103/1/27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辦理二林園區文化遺址現

勘會議，本局營建組施文芳組長率相關同仁出

席與會。 

103/1/27 

辦理本園區103年模範勞工選拔會議，經評選

結果計有12家事業單位之24名勞工獲選為中

科模範勞工，並決議推薦華邦公司洪甄珮小姐

參加103年全國模範勞工選拔。 

103/2/5、2/10、

2/13 

舉辦本局各園區新春祈福祭祀儀式。 

103/2/10 
環保署召開因應2/18七星環評訴訟開庭第一

次研商會議。 

103/2/12 
辦理二林園區放流水排放影響專案評估計畫

評選。 

103/2/13 
本局王永壯局長視察二林園區公共工程開發

進度。 

103/2/14 
環評委員為七星園區二階環評案現勘七星園

區。 

103/2/14 台灣燈會於中興新村點燈開幕，吳敦義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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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江宜樺院長、陳志清代理縣長主持點燈，

本局王永壯局長蒞臨觀禮。 

103/2/17 
環保署召開因應2/18七星環評訴訟開庭第二

次會議。 

103/2/18 召開七星園區環評訴訟程序準備庭。 

103/2/19 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環評範疇界定會前會。 

103/2/20 
假本局401簡報室舉辦103學年度「科學工業園

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中區學校提案說明會。 

103/2/20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兩位副局長及一級單位主

管召開新春記者會。 

103/2/20 
召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毒化災應變聯防作業

說明會。 

103/2/21 
國科會(現科技部)召開后里七星園區環評追

蹤小組會議。 

103/2/21 
召開二林園區有關開發計畫案第一階段審查

會。 

103/2/22 

舉辦中科園區廠商聯合徵才博覽會，本局王永

壯局長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賴樹立副署長

共同出席開幕式，本次徵才共提供1518個職

缺，計約3000人參加，初步媒合率4成。 

103/2/24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七星園區二階環評公

開說明會。 

103/2/25 
國科會(現科技部)至本局進行102年建管業務

考評。 

103/2/25 
相思寮讓售建地調整方案陳報國科會(現科技

部)核轉財政部同意備查。 

103/2/26 
環保署召開國科會(現科技部)政策環評公聽

會。 

103/3/1 本局王永壯局長受邀參加財團法人國家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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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與台中市磐石會策略聯盟簽約儀式。 

103/3/2 

配合科技部將於3月3日成立，完成資訊系統、

對外網站、網路系統、電子郵件等移轉與檢核

作業，以確保資訊環境無接縫移轉。 

103/3/3 

科技部組織法及所屬三科學園區管理局組織

法正式施行，張善政為首任科技部部長，同日

馬英九總統主持部長布達暨揭牌典禮，行政院

毛治國副院長及蔣丙煌政務委員、前國科會朱

敬一主委、中央研究院陳建仁副院長、清華大

學校長賀陳弘校長、交通大學吳研華校長及本

局王永壯局長等人共同出席。 

103/3/5 
舉行本局王永壯局長布達典禮暨科技部中科

管理局揭牌儀式。 

103/3/6 
行政院蔡玉玲政委主持七星園區訴訟案和解

方案研商會議。 

103/3/7 
參加台中精密機械園區納排環差專案小組審

查會。 

103/3/7 
營建署召開台中園區特定區計畫第三次專案

小組會議。 

103/3/10 
環保署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環評範疇界定第二

次會前會。 

103/3/10 
召開103年度環境保護業務執行重點宣導說明

會。 

103/3/10 
本局召開台中園區第1場廠商訪視座談會，由

王永壯局長主持。 

103/3/11 
於大安區農會辦理「在地食材推廣計畫」及「中

科園區職工福利網站使用說明會」。 

103/3/12 出席科技部資訊處與各科學園區管理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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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工協調會，協商派駐人員差假及採購核

銷流程。 

103/3/13 

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主持二林園區萬興農場

萬興排水系統萬合第三制水門設施改道遷建

事宜會議。 

103/3/14 

辦理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第二期計

畫-103年度中科場次宣導說明會，本局陳銘煌

副局長蒞臨致詞。 

103/3/16 
科技部辦理創新創業激勵計畫舉辦第一梯次

開業式，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同仁參加。 

103/3/17 
為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文化景觀管理案，本

局王永壯局長拜會南投縣陳志清代理縣長。 

103/3/17 

依科技部所屬三園區管理局資訊業務協調會

紀錄，回復組改前原有網站網址及電子郵件帳

號。 

103/3/18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都審大會，審議通過中科特

定區案。 

103/3/20 
因應二林環評審查結論訴訟案，函請科技部轉

陳行政院二林園區擬辦理二階環評程序案。 

103/3/20、3/21 本局舉辦103年度廠房綠美化競賽。 

103/3/21 
科技部召開台中園區擴建計畫有償撥用彈藥

庫營區土地協調會議。 

103/3/23 

科技部辦理創新創業激勵計畫舉辦第二梯次

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本局王永壯局長率投

資組黃懿美組長等同仁參加，本園區培育之銀

實力及自立耕生兩團隊獲頒「創業潛力獎」。 

103/3/25 
為園區巡迴巴士路線及班次事宜，辦理中科園

區交通改善座談會。 

103/3/26 環保署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環評第三次範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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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前會。 

103/3/26 

彰化縣政府函告土銀員林分行將相思寮讓售

案林老望等8戶地價補償費，逕自保管專戶直

接匯入國產署讓售土地繳款專戶，俾憑辦理後

續土地讓售作業。 

103/3/26 
財政部國產署辦理相思寮讓售案建地2戶擬調

整讓售陳正宗建地及既有道路調整方案現勘。 

103/3/28 
研商因應4月9日二林環評訴訟案北高行言詞

辯論會前會。 

103/3/28 

本局王永壯局長拜會國產署李政宗副署長，洽

商調整相思寮與農場巷專案讓售土地範圍

案，及讓售戶建地地主陳永傳申請繳回地價補

償費以購買讓售土地案。 

103/3/28 

本局王永壯局長邀集國防部軍備局共同拜會

國產署李政宗副署長，洽商台中園區擴建計畫

案軍方土地撥用相關作業程序事宜。 

103/3/28 科技部舉行資訊資源向上集中會議。 

103/4/2 

函報科技部核轉行政院同意比照台北市政府

撥用「北投營區」案例模式辦理台中園區擴建

計畫軍方土地有償撥用案。 

103/4/7 

為利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劃本局入選之團

隊增加專業知識，舉辦專家座談會，邀請台大

陳炳煇教授、悅聲志業陳冠宏董事長、宏景智

權商標法律事務所蔡志雄所長等分別針對計

畫試辦方案、創業經驗、稅務法規等作專題演

講。 

103/4/9 
舉辦台中園區第2場次廠商訪視座談會，參加

對象為標準廠房廠商。 

103/4/9 
本局與軍方簽署「軍民防護災害搶修(救)支援

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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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9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召開二林園區環評訴訟案

言詞辯論庭。 

103/4/9 
環保署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環評範疇界定會

議，下次會議於5月9日召開。 

103/4/9 

土地銀行將二林園區相思寮專案讓售案，林老

望等8戶地價補償費自保管專戶匯撥至國產署

指定帳戶。 

103/4/9、4/15 二林鎮張國棟鎮長率所轄里長參訪二林園區。 

103/4/10 本局林威呈副局長視察二林園區。 

103/4/10 

國產署中區分署彰化辦事處函請該分署核轉

國產署同意調整二林園區相思寮及農場巷專

案讓售案，陳正宗地主讓售土地位置及辦理道

路改道事宜。 

103/4/11 
南投縣政府委辦朝陽科技大學召開中興新村

文化景觀專家座談會。 

103/4/11 

敘明台中園區擴建計畫案增列20億元地價補

償費調漲之合理性及理由函報科技部核轉行

政院同意增加經費。 

103/4/14 
舉辦103年度本局第一梯次「創新到創業激勵

計畫報到暨簡報會議」。 

103/4/15 

與工安促進會六大工安家族核心企業討論災

害緊急應變聯防事宜（包括災害通報機制、聯

防協定、應變器材通用可行性等）。 

103/4/16 

函送二林園區相思寮專案讓售案，林老望等8

戶讓售契約文件予財政部國產署辦理土地過

戶作業。 

103/4/16 國產署接獲中區分署函報調整二林園區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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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及農場巷專案讓售案，陳正宗地主讓售土地

位置及辦理道路改道案現勘結果。 

103/4/16 
環保署辦理后里園區(后里農場)環評監督專

案計畫-環境監測(地下水)QA/QC查核。 

103/4/17 
環保署召開七星園區環評訴訟案和解方案研

商會議。 

103/4/18 
辦理『103年度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防災重點廠

場化學品資料查對及輔導計畫』計畫說明會。 

103/4/21 
監察院黃煌雄監察委員現勘台中園區擴建用

地(大肚山彈藥庫)。 

103/4/22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召開七星園區環評訴訟案

程序準備庭。 

103/4/22 
環保署進行本局「虎尾園區污水處理廠申請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初審現勘。 

103/4/22 
台中市政府將「中科附近特定區計畫案」(含

擴建案主要計畫)函送內政部核定。 

103/4/25 
南投縣政府召開中興新村文化景觀保存維護

計畫期中審查會議。 

103/4/28 本局辦理103度第1次資訊安全委員會議。 

103/4/29 
財政部國產署函請所屬彰化辦事處補充說明

二林園區相思寮讓售案既有道路改道情形。 

103/4/30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召開二林環評訴訟案言詞

辦論庭。 

103/5/1 
台中市政府假本局召開台中園區配合擴建案

細部計畫變更公開說明會。 

103/5/2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陳銘煌副局長及相關業務

主管訪視二林園區愛民衛材公司，賴志佳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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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接待。 

103/5/5 
辦理中科園區103年高階主管聯誼會暨模範勞

工表揚活動。 

103/5/5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相關組室主管訪視盟立公

司。 

103/5/5、5/7 
配合台中市政府消防局辦理聯合稽查勤務(台

積電及台積太陽能、茂德、華邦、日東)。 

103/5/6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同仁拜會台中市政府經發

局王誕生局長。 

103/5/7 

科技部函轉本局請行政院同意台中擴建案增

列20億元預算及參照北投營區案辦理有償撥

用。 

103/5/7、5/28 分別於后里、虎尾園區辦理電影放映活動。 

103/5/8 
於后里園區舉辦「就業促進研習暨廠商聯合徵

才活動」，本局林威呈副局長主持。 

103/5/9 

環保署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範疇界定延續會

議，決議103年5月23日先邀當地居民、環團、

專家學者現勘。 

103/5/9 

科技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辦理「103年度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交通號誌、標誌、標線設施維護

工程」查核。 

103/5/9 

為防災業務需求，本局朱振群組長率相關同仁

拜會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由郭鎧紋主任

接待。 

103/5/12 
行政院蔡玉玲政務委員召開七星二階環評訴

訟案研商會議。 

103/5/14 
舉辦「阻擋APT威脅確保機密資訊安全」資安

研討會，邀請園區廠商及園區週邊工業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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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出口區廠商參加。 

103/5/14 
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率同仁訪視大鴻、怡聚2

家公司。 

103/5/16 
立委蔡錦隆台中服務處為二林園區相思寮專

案讓售案召開協調會。 

103/5/21 

向陳永傳君說明二林園區相思寮專案讓售案

已無申購資格，陳君將自行洽國產署了解可否

依國產法相關規定申購讓售土地。 

103/5/21 

科技部請本局依行政院國發會意見就增加台

中擴建案之20億成本支出，納入擴建案財務計

畫。 

103/5/22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各級主管接待台中園區周

邊民意代表及里長並參訪台中園區污水處理

廠。 

103/5/23 環保署辦理七星園區範疇界定實地現勘。 

103/5/23 
行政院毛治國副院長視察高等研究園區開發

情形。 

103/5/26 

假雲林縣政府舉行「中科虎尾園區招商說明

會」，本局王永壯局長率陳銘煌副局長、林梅

綉主任秘書及各組室主管共同出席，計有雲林

縣政府建設處劉以興副處長、園區公會陳季媛

副處長、雲林縣工策會林源泉總幹事、虎尾鎮

公所林文彬鎮長及各工商代表等逾130人參

加。 

103/5/27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102年度主管建築機關辦理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考核檢討會議。 

103/5/27 
國產署中區分署辦理本局后里區圳寮段55-8

地號土地廢止撥用案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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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28 
舉辦后里園區廠商訪視座談會，由本局賴明志

組長代理主持。 

103/5/30 

邀請中國醫藥大學健康風險管理系江舟峰教

授至本局演講「中科園區健康風險評估決策支

援系統」。 

103/6/3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同仁訪視園區廠商聯豐

公司。 

103/6/4 

本局辦理虎尾園區交流參訪活動，邀請園區周

邊民意代表及里長至園區廠商元翎公司參

訪，由陳銘煌副局長率一級主管及同仁與會。 

103/6/4 
與二林鎮公所現勘認定二林園區相思寮專案

讓售案既有道路是否預留供公共使用。 

103/6/4 

立法院陳碧涵委員、行政院蔡玉玲政務委員、

科技部陳德新次長與文化部劉炯芳主任、國研

院佘日新主任率隊視察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

區，本局由王永壯局長率林威呈副局長及林梅

綉主任秘書等同仁陪同。 

103/6/9 

科技部張善政部長率陳德新次長等科技部長

官蒞中科視察，透過實地探訪方式，深入了解

中科發展狀況。 

103/6/16 

友達森勁太陽能電廠舉行竣工啟用典禮，李焜

耀董事長、台中市胡志強市長及本局王永壯局

長等人共同剪綵。 

103/6/17 

監察院林鉅鋃委員、洪德旋委員視察中科二林

園區，科技部陳德新次長、彰化縣林田富副縣

長及本局王永壯局長率林威呈副局長及林梅

綉主任秘書等人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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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17~6/19 

參加「2014台北國際光電週」展，本局陳銘煌

副局長出席，園區廠商新科光電、優源光電、

曜凌光電及合盛光電等共同展出，其中曜凌光

電獲得第十七屆傑出光電產品獎，吳敦義副總

統親自頒獎。 

103/6/18 
環保署召開台中園區擴建環評案第三次專案

小組審查會議，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隊參加。 

103/6/18 
舉辦台中園區第3場廠商訪視座談會，由本局

林威呈副局長主持。 

103/6/19 
本局召開台中園區擴建案環評工作會議，由本

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 

103/6/19 
行政院函復本局同意103年度辦理台中擴建案

公有土地有償撥用。 

103/6/19~6/21 

本局王永壯局長赴蒙古烏蘭巴托參加ASPA第

九屆領袖會議，並擔任大會講者，介紹中科開

發歷程及現況，提升中科國際影響力與能見

度。 

103/6/20 

行政院蔡玉玲政務委員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環

評訴訟案研商會議，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隊參

加。 

103/6/20 
台中市政府公告中科特定區主要計畫（含台中

園區擴建案）並自103年6月24日起生效。 

103/6/20 
召開園區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定期會議，本局

林威呈副局長主持。 

103/6/22~6/27 

本局王永壯局長赴姊妹園區大陸山東德州經

濟技術開發區，參加「兩岸姊妹園區現代產業

合作研討會」論壇，並進行招商。 

103/6/23 召開后里環保監督103年第2次會議，本局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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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副局長主持。 

103/6/25 
召開性別工作平等定期會議，本局林威呈副局

長主持。 

103/6/25 
舉辦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大隊第二中隊交

接典禮，由楊志雄中隊長接任。 

103/6/25 
台中市政府勘定市公車45路增設停靠中科轉

運站。 

103/6/26 本局賴明志組長率隊訪視園區廠商東君公司。 

103/6/27 
台中市政府公告中科特定區主要計畫-台中園

區擴建案細部計畫，並自103年7月1日起生效。 

103/6/27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召開二林園區開發許可訴

訟案程序準備庭。 

103/6/27 

與文化部文資局向蔡玉玲政務委員報告「103

年6月18日南投縣中興新村文化景觀保存維護

計畫及保存計畫執行進度及相關事宜協調會

議」。 

103/6/27 召開台中園區環保監督小組103年第2次會議。 

103/6/30 

高等研究園區廠商台灣可速姆股份有限公司

舉行開幕典禮，蕭萬長前副總統親臨剪綵活

動，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投資組同仁前往與

會。 

103/7/2 

執行「創新創業激勵計畫」，本局與安永聯合

會計事務所及天使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舉辦中區創業青年企業講座。 

103/7/4 
行政院函復科技部同意 104 年增列台中擴建

計畫案土地款預算 20.18億元。 

103/7/4 中科聯防協定正式啟動，整合官方、軍方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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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廠商的防災機制。 

103/7/6 
行政院毛治國副院長召開「中興新村發想會

議」。 

103/7/8 

本局林威呈副局長及營建組施文芳組長，赴立

法院楊瓊瓔立委辦公室協調七星園區星科路

交通改善(通風口改善)工程事宜。 

103/7/9 
環保署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環評案範疇界定延

續會議。 

103/7/9 
辦理二林園區二階環評環說書分送及公展事

宜。 

103/7/10 

於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廠區舉行

緊急應變聯防演練，邀請軍方共同參演，並由

林威呈副局長與台灣康寧公司蔡忠恕廠長共

同主持。 

103/7/10 科技部召開討論中科三期和解方案會議。 

103/7/11 
台中市都委會審查中科特定區細部計畫案(含

本局提送環資中心土管變更案)。 

103/7/12 

舉辦工安環保健康月系列活動之兒童繪畫比

賽頒獎活動、生態之旅暨國研院颱洪中心參訪

活動。 

103/7/16 

本局林威呈副局長率同仁拜會經濟部水利署

中區水資源局鍾朝恭局長，商討園區用水事

宜。 

103/7/16 

與勞動部合辦「103年度職業災害保險權益及

未來修法方向說明會」，園區廠商代表計75人

參加。 

103/7/16 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檢驗室取得環保署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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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認證。 

103/7/19 行政院毛治國副院長視察中興新村。 

103/7/20 

科技部舉辦103年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第一梯次

頒獎典禮，中科輔導之GRISM及宜默瑞科技有

限公司進入10強並獲得「創業潛力獎」。 

103/7/24 

本局舉辦「中科11  再創佳績」週年慶活動，

園區公會沈國榮理事長、立法院楊瓊瓔委員及

顏寬恆委員、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侯惠仙

執行長、彰化縣政府林田富副縣長、台中市政

府曹美良秘書長、園區廠商代表及本局同仁約

250位到場參加。 

103/7/24 台灣高岳電機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開幕茶會。 

103/7/24 

科技部召開台中園區擴建案環評專家學者會

議，由科技部陳德新次長主持，本局王永壯局

長率同仁參加。 

103/7/25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召開七星環評訴訟和解庭。 

103/7/26 
提供台中園區場地供教育部辦理工業區健康

快樂跑活動，本局王永壯局長領跑。 

103/7/27~8/2 
本局投資組黃懿美組長率同仁赴日本招商並

參加「波特蘭國際工程與科技管理研討會」。 

103/7/29 
行政院蔡玉玲政務委員率青年創業者會勘中

興新村。 

103/7/30 

有關臺中市中科放流管沿線自來水幹管至用

戶水量計間埋設費用專案補助案，103年7月30

日獲行政院核復「准予照辦」。 

103/7/31 
國防部軍備局函同意本局依程序辦理其經管

坐落於台中園區擴建案台中市西屯區永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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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號等60筆國有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撥用。 

103/7/31 
科技部召開中科四期和解方案及二階環評時

程研商會議。 

103/8/1 

清查園區高風險設備及工作場所，並列管(冊)

及加強相關火災爆炸及化學品洩漏預防宣導

輔導及檢查工作。 

103/8/1 

科技部竹科資訊服務處整合之三園區土地、廠

商、宿舍出租資訊上線，可於各園區管理局網

站首頁開放查詢。 

103/8/4 

為台中園區擴建基地水土保持計畫審查作業

案，本局王永壯局長拜會農委會水土保持局黃

明耀局長。 

103/8/6 
辦理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開發座談會，由本

局王永壯局長率一級主管與會。 

103/8/8 
本局舉辦員工座談會，由本局王永壯局長、兩

位副局長及主任秘書共同主持。 

103/8/8 

為規劃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實驗場域，本局王永

壯局長率陳銘煌副局長及投資組同仁拜訪「台

北數位藝術中心」及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

司王榮文董事長、國研院楊啟航顧問及華山遠

流別境葉紫涵策展人等。 

103/8/8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同仁出席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召開七星環評訴訟第3次和解協商會議，並

達成和解。 

103/8/10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舉行103年第二梯次開業

式，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投資組同仁參加 

103/8/11 由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主持召開台中擴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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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案私有土地取得協議價購會議。 

103/8/12 

環保署召開七星二階環評案範疇界定第5、6

次延續會議，本局陳副局長率相關組同仁出

席。 

103/8/12 
科技部張善政部長視察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

區，本局王局長率相關組同仁出席。 

103/8/19 

立法委員蔣乃辛考察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整體開發建設情形，本局王永壯局長、科技部

陳宗權司長、黃育欽副司長、黃郁禎專門委員

及洪滋遠組長等陪同。 

103/8/19 

配合台中市政府勞工局於本局展出「臺中市職

場工安互動體驗巡迴特展（職災怪獸OUT!職場

勞工SAFE!）」。 

103/8/20 

環保署召開七星二階環評案範疇界定第7、8

次延續會議，本局陳副局長率相關組同仁出

席。 

103/8/20 科技部舉辦103年科學園區上半年記者會。 

103/8/20 

至二林鎮圖書館暨文化活動中心舉辦「中科二

林FUN電影  歡樂冒險YA」電影欣賞活動，並

由環安組朱振群組長致詞揭開序幕，約250名

觀眾前來欣賞。 

103/8/22 

辦理后里園區村里長交流參訪活動，由本局王

永壯局長率一級主管參加，並邀請當地民意代

表及里長參觀崴立機電公司。 

103/8/27 
辦理「新一代mobilIT資安防禦趨勢」資安研

討會。 

103/8/27 環保署召開台中園區擴建案第四次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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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本局王局長率相關組室出席。 

103/8/28 

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分）污水下水道系統納

管水質暨收費標準（草案）送台中市政府核

定。 

103/8/29 配合科技部辦理資通安全通報演練。 

103/9/1 

辦理工安環保健康月系列活動-環保研討會，

由本局王永壯局長主持，並邀請環保署張子敬

副署長講述氣候變遷的挑戰與契機。 

103/9/2 

結合法務部調查局辦理「企業肅貪研討會」，

由本局王永壯局長主持，以協助企業改善內控

稽核制度，提升法律素養，建立企業誠信與倫

理規範。 

103/9/3、9/11、

9/18 

本局同仁分3梯次，至南投縣集集鎮之農會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進行環境教育體驗學習。 

103/9/5 

本局林威呈副局長率環安組同仁拜會二林鎮

張國棟鎮長說明有關二林園區二階環評公開

說明會事宜。 

103/9/9~9/19 
本局王永壯局長赴美國參加高科技會議及招

商。 

103/9/12 
完成二林園區相思寮聚落耕地專案讓售，林老

望等8戶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103/9/15 

「工研院中台灣創新園區」舉行開幕儀式，吳

敦義副總統親臨主持，科技部陳德新次長及本

局陳銘煌副局長前往與會。 

103/9/15 

科技部陳德新次長及行政院蔡玉玲政務委員

邀請臺灣省政府林政則主席及中興新村地方

人士舉辦座談會，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同仁與



 19 

會。 

103/9/15 
財政部關務署台中關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辦

公室遷至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路 10號 1樓。 

103/9/17 
本局林威呈副局長視察二林園區調度使用農

業用水工程中游引水口執行進度。 

103/9/17 
完成台中園區擴建計畫價購私有土地，已完成

所有權移轉登記。 

103/9/19~9/25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投資組同仁赴歐洲招

商，除參訪德國法蘭克福 Automechanika展及

拜會汽車零配件相關廠商外，更分別拜會德國

機械手臂大廠 KUKA、法國 3D醫學影像處理公

司 VISIBLE PATIENT、瑞士自動化運送倉儲公

司 SWISSLOG及法國微創手術訓練中心。 

103/9/19 
內政部營建署至本局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生活環境業務督導。 

103/9/22 
二林園區讓售耕地林老望等 8 戶土地所有權

狀交付所有權人收執。 

103/9/23 

科技部陳德新次長召開「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

區南北核心區機關搬遷協調會議」，本局王永

壯局長率建管組及公管組同仁出席。 

103/9/26 
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率同仁拜會環保署督察

總隊，協商園區相關事宜。 

103/9/29 

辦理二林園區二階環評暨健康風險評估計劃

範疇界定公開說明會，由本局林威呈副局長主

持。 

103/10/1 
環保署召開七星二階環評範疇界定第10次延

續會議。 



 20 

103/10/1 
本 局 王 永 壯 局 長 率 投 資 組 同 仁 拜 訪

FutureWard負責人楊育修先生及林佑瀓先生。 

103/10/4~10/12 

本局與交通部觀光局及南投縣政府於中興新

村高等研究園區舉辦 2014 年南投世界茶業博

覽會，並邀請吳敦義副總統與會。 

103/10/6 

辦理內部控制教育訓練，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

主持，並邀請前政治大學校長鄭丁旺博士講授

「內部控制原理及架構」。 

103/10/7 

為台中園區擴建計畫案土地撥用事宜，本局王

永壯局長率同仁拜會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李政

宗副署長，俾加速公地撥用作業。 

103/10/8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林威呈副局長、林梅綉主任

秘書及營建組同仁，視察台中園區供水、供電

設施實際運作情況。 

103/10/9 
完成台中園區擴建計畫私有土地地主撥款作

業。 

103/10/12~10/23 

本局王永壯局長赴伊朗設拉子市及卡達杜哈

市，參加亞洲科學園區協會（ASPA）第18屆年

會及世界科學園區協會（IASP）第31屆年會。 

103/10/18 
辦理 103 年大安區淨灘及認識濱海生態活

動，本局林威呈副局長率同仁共同響應。 

103/10/22 
科技部函送台中園區擴建案內國產署經管土

地撥用計畫書，請國產署同意有償撥用。 

103/10/23 

為台中園區擴建案內臺中市西屯區永林段 3-1

地號等 3筆土地價購案，本局陳銘煌副局長拜

會台糖公司楊錦榮總經理。 

103/10/23 辦理「保障營業祕密提升企業誠信內控機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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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邀請智慧財產局王美花局長、台灣康

寧公司黃誠勳副總經理、聯發科許維夫法務長

等人進行專題演講，科技部陳德新次長等貴賓

蒞臨，共計約 250人參加。 

103/10/23~10/24 

行政院蔡玉玲政委於高等研究園區舉辦「中興

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生活區引進青年創業方案」

座談會邀集國內外青年創業人士參與，本局林

梅綉主任秘書率同仁與會。 

103/10/24 
中科實驗高級中學舉辦校慶，本局企劃組賴明

志組長率員參加。 

103/10/24 
本局獲頒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進用身心障礙者

績優機關(構)特殊貢獻獎。 

103/10/28 

文化部至本局進行文化遺址專案紀錄計畫，由

營建組施文芳組長接待並說明二林園區疑似

文化遺址案進度，並由營建組同仁陪同現勘。 

103/10/28 
吳敦義副總統頒發第 23 屆國家磐石獎予本局

園區廠商橙的電子公司。 

103/10/29 

台中園區擴建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業經環保署

同意確認，並預定於 11月 12日召開環評大會

審查。 

103/10/30 

行政院蔡玉玲政委就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說明推動構想召開會議，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同

仁出席。 

103/10/30 

南投縣文化局召開「中興新村文化景觀保存維

護計畫及保存計畫，整體規劃研究計畫期末報

告審查會議」。 

103/10/30 本局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共同辦理「創新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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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師資培訓營」，本局林威呈副局長開場致

詞。 

103/10/31 

台糖公司董事會同意本局價購該公司所有座

落台中園區擴建案內台中市西屯區永林段 3-1

地號等 3筆土地。 

103/10/31 

百佳泰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於高等研究

園區舉行開幕啟用典禮，科技部陳德新次長及

本局王永壯局長共同剪綵。 

103/10/31 

本局王永壯局長獲選參與 103 年度高階公務

人員出國短期研習，並由行政院毛治國院長授

獎表揚。 

103/11/5~11/9 

本局及 18 家園區廠商組成中科聯合展區參加

「2014TMTS台灣國際工具機展」，並舉辦招商

說明會及記者會，本局王永壯局長及陳銘煌副

局長共同出席。 

103/11/7 

行政院函同意台中園區擴建計畫範圍內國防

部軍備局經管國有土地，於103年度一次辦理

有償撥用及分2年期(103年及104年)付款。 

103/11/10 

函送「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園區特殊性工業

區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計畫」

(修正版)予台中市環保局。 

103/11/11 辦理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營運績效評鑑會議。 

103/11/12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員參加環保署召開之台中

園區擴建計畫環評大會，決議擇期續審。 

103/11/12 

辦理「圖利與便民實務案例之研討會」，邀請

最高法院檢察署俞秀端檢察官講授便民、圖利

之區隔與廉政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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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14 辦理 103年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座談會。 

103/11/19~11/26 

本局企劃組賴明志組長隨同科技部陳德新次

長赴大陸北京訪察高科技園區及創新、產學合

作研究機構。 

103/11/20 
本局王永壯局長視察二林園區公共工程開發

進度。 

103/11/21 
召開園區地下氣體管線供應單位及本局分工

會議。 

103/11/23 

科技部舉辦「103年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第二梯

次決選暨頒獎典禮」，典禮由張善政前部長主

持，本局王永壯局長率投資組同仁參加。 

103/11/24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林梅綉主任秘書及建管組

同仁拜會中科三期環評行政訴訟原告廖明

田、許金水及陳欽全先生。 

103/11/24~11/ 

28 

本局林威呈副局長率環安組朱振群組長等

人，赴日本拜訪京都研究園區進行國際合作事

宜，並參訪高科技廠商及污水處理廠商以進行

技術交流。 

103/11/25 
獲行政院核准台中園區擴建計畫軍方土地有

償撥用及同意先行使用。 

103/12/1 中科郵局舉辦開幕典禮。 

103/12/3 
召開工商服務大樓承租戶研商公共空間空調

解決方案會議。 

103/12/3 
科技部召開科學園區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

追蹤小組103年度第4次會議。 

103/12/4 園區公會召開中科高階主管聯誼會。 

103/12/5 辦理本局高階主管及聯防單位緊急應變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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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訓練，由本局王永壯局長率一級主管、同仁

參加，並邀請園區廠商及周邊聯防塵變組織共

同參與。 

103/12/5 

逢甲大學舉辦產學聯盟企業菁英論壇，本局王

永壯局長受邀主講「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科學園

區」。 

103/12/8 
環保署召開后里農場環評監督小組第 32 次會

議。 

103/12/8/~12/12 

本局與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共

同主辦「103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展示全國巡迴

展示活動-台中巡迴大型展示活動」，本局由林

威呈副局長出席開幕典禮致詞。 

103/12/11 

辦理廉政倫理規範講座，邀請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楊富強庭長講授公務員利益衝突迴避及財

產申報課程。 

103/12/13 
中科實中學生獲頒第十三屆旺宏科學獎，科技

部林一平代理部長應邀出席頒獎。 

103/12/16日、

12/25 

撥付台中園區擴建計畫範圍內軍方、國產署經

管國有土地撥用價款，即擴建區全數公有土地

取得工作辦理完竣。 

103/12/17 
台中市環保局召開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及

空氣品質測站設置計畫審查會。 

103/12/18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環安組同仁參加園區公會

第 11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 

103/12/18 

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虎尾園區）開發計畫

與細部計畫變更內容對照表」召開局內初稿審

查會議，並於103年12月30日函送科技部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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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本案仍屬原核准科學工業園區之事業性

質。 

103/12/22 配合科技部辦理共構機房改善專案啟動會議。 

103/12/24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建管組同仁參加環保署召

開台中園區擴建計畫環評大會延續會議，決議

補正後提會討論 

103/12/26 

召開「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財務計畫（第二

次修正）」審查會議通過，並提報 104/1/9 作

業基金管理會第 44次會議審議。 

103/12/29 

台中園區擴建計畫範圍內價購台糖公司土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即擴建區全數私有土地

取得工作辦理完竣。 

103/12/31 

為二林園區工程開發進度案，本局林威呈副局

長率營建組同仁拜會二林鎮代表會許杰霖主

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