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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未來製造 進化智慧工廠
科學工業園區如何搭上生產力 4.0 浪潮
文、圖

投資組 張豪君

Featured Story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は生産力4.0へ
Science Parks March towards Industrie 4.0

願景及目標
• 促進經濟成長、
產業國際競爭力

發展基礎

著時代變遷，工業歷經自

隨

動化、量產化、全球化三

次革命後，生產製造模式日漸月
染，產業及人口結構改變；近年

• 掌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
• 培育實務人才
• 挹注產業政策工具

推動做法
• 優化領航產業智慧供
應鏈生態系統
• 催生新創事業
• 促進國產化

來，在全球競逐智慧科技發展趨
勢的拉力及就業人口遞減現實的
推力下，已醞釀出第四次工業革
命的氛圍，不論是德國「工業
4.0」、美國AMP、大陸製造2025
計畫及日本機器人新戰略，全
球主要國家均積極推動智能化製
造、生產及銷售系統，以快速反
應或預測市場需求。

行政院因應產業轉型，積極推動

產業聯盟及強化人才培育三項原

生產力 4.0 方案，以過去生產力

則推動，期望在十年內提升人均

3.0 知識密集階段的智慧自動化為

產值 30％，產業附加價值提升

基礎，鎖定 3C、金屬加工、工具

15％。

機、食品、醫療、物流、農業等

科學工業園區產值占103年國內

七大產業，結合網宇實體（Cyber

GDP比重達14.45％，使高科技

Physical System, CPS）、 物 聯 網

產業在臺灣經濟上扮演舉足輕重

（Internet of Things, IoT）及巨量

的角色，其中，中部科學工業園

此時，我國也面臨就業人口數量

資料（Big Data）等技術引領國內

區除具備3C、金屬加工及工具

減少與紅色供應鏈搶占市場雙重

產業發展，提升附加價值，同時

機等產業聚落外，近期更積極思

挑戰，因此，如何加速促進國內

發展人機整合之智慧製造工作環

考轉型及發展方向，如促進中興

產業創新轉型、掌握關鍵自主技

境，以降低社會勞動力減少的衝

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形成智慧化創

擊；並掌握關鍵自主技術、推動

新聚落，發展成為國家級的創新

術及維持國際競爭力，是我國產
業發展重要議題。

研發及市場化實驗場域，並結合
產官學研豐沛資源推動園區朝智
慧化創新園區邁進，未來相當有
潛力成為生產力4.0實驗及落實
應用場域。
生產力4.0是一個新概念，目前
處於概念整合及初步發展階段，
隨著相關技術逐漸成熟並實際應
用於生產線時，科學工業園區的
重要性將會越顯重要，如何與
整合生產力4.0各項技術同步並
進，正是科學工業園區需要預先
準備的課題。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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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高階主管聯誼會
文、圖

服務廠商最用心

環安組 何怡佳
投資組 蔡方琪

Featured Story

園区同業組合の管理職交流会
A Gathering of CTSP's Top Executives

科

學園區同業公會高階主管

展及重要產業發展計畫，

聯誼會12月3日在台灣精銳

使與會者對大臺中之未來

公司舉行，理事長沈國榮及秘書

發展能洞燭先機。另當日

長張致遠、臺中市市長林佳龍、

會議，亦邀請外貿協會專門委

前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陳建仁、本

員陳廣哲主講「東南亞國協經

局局長王永壯等人皆到場與會，

貿概況與佈局策略」，從東協

透過意見交流，加強對廠商反映

（ASEAN）的競爭優劣勢，分析

事項之瞭解及園區事務的推動。

未來如何開發與佈局東南亞。

沈理事長首先致詞感謝園區各廠

陳前副院長提及先前擔任國家科

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

商代表的參與，本局王局長致

學委員會主委任內對於科學園區

員」頒獎活動，由獲獎廠商台灣

詞時提及本園區發展現況，並

開發的努力及成效，並於現場開

樫山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台灣積

期勉園區廠商營業額能屢創佳

放廠商提問，討論的議題涵蓋能

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15廠紀

源、兩岸關係、貨貿協議、稅制

哲全先生上台接受表揚，與現場

等，令現場與會者獲益良多。

的貴賓及廠商代表共同分享獲獎

當天聯誼會同時進行「103年推

殊榮。

績。林市長則以「大臺中經濟發
展願景」為主題，在會議中介紹
大臺中人口、就業結構、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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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右二）、本局局
長王永壯（左二）頒發職業安全衛生優良
單位及人員獎狀，並與獲獎公司台灣樫山
公司副董事長吳俊福（左一）、台積電紀
哲全先生（右一）合影留念。

前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陳建仁（右二）、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左二）、臺中市政府副秘書長郭坤明（左一）及本局
局長王永壯（右一）與廠商進行交流座談。

企劃組 沈惠容
建管組 陳冠樺

サービス提供をレベルアップ

Going Smart—CTSP Provides Innovative Services

Featured Story

スマート園区へ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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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智慧化 服務再進化

智慧交通計畫
交通便民資訊系統架構圖

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溫室氣體減
量新協議，做為地球的一份子，
台灣自無法置身其外，本局亦優
智慧運輸系統

停車場資訊

先推動「智慧用水、用電計畫」
以建立園區節能減碳之管理機
制；再者，因極端氣候影響造成

路況及時資訊

風災、水患擴大，105年即先擇
定虎尾園區辦理「自主智慧防災
水情系統」，以警報發布方式，
設置淹水示警系統，輔以事前導
入的主動式防減災服務模式，並
大眾運輸資訊

於災害發生前適時提醒廠商採取
可能的應變措施，以有效減輕園
區內局部淹水造成的損失。
除了上述優先推動計畫，本局另
爭取科技部經費辦理智慧交通試
辦計畫，將建置交通便民資訊、
交通控制及智慧停車系統等，並
整合大眾運輸資訊、路況即時資

全球以推動智慧城市發展

智慧園區的概念係先以建立智慧

做為產業商機的市場氛圍

化的基礎環境為架構，再衍生並

在

下，科學園區提供了一個我國推
動智慧城市典範的良好示範場
域，因此自105年起，本局配合

導入各類適合園區應用的創新服

訊及停車場資訊，讓園區從業或
洽公民眾無論搭乘大眾運輸或自
行開車都可無縫接軌進入園區。

務系統，依循這樣的概念，本局

配合智慧園區計畫之執行，本局

優先推動「園區無線網路建置計

更強化科學園區招商與服務競爭

畫」，以建構園區智慧化基礎環

力，賡續推動各項園區創新服

科技部規劃推動「運用ICT技術

境；另因全球氣候變遷已成為全

務，以滿足園區企業服務需求及

發展智慧園區計畫」，秉持科學

人類共同面臨之議題，而巴黎氣

提升園區生活圈幸福感受，落實

園區將朝向智慧與創新轉型之政

候協議已於104年12月12日獲得

「園區智慧化，服務再進化」之

策執行。

近200個國家一致通過，為一具

目標。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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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環境 不舍晝夜
文、圖

環安組 羅裕堂、吳岱曉

Park News

中科は環境の守りに取り組む
CTSP Is Devoted to Environmental Preservation

104

年12月19日凌晨，

即與全國15家通過認證之檢測公

一個平凡、寒冷的

司進行聯繫，然而因為夜間進行

夜晚，當您熟睡的時刻，后里環

煙道採樣較為危險，僅3家可配

保監督小組委員、本局環安組同

合進行夜間採樣。

仁、檢測採樣人員一個個陸續出
現在后里園區辦公室，也因此引
來保警隊的好奇，原來是本局依
照后里環保監督小組委員要求，
正要前往園區廠商進行隨機煙道

12月19日凌晨1點，環安組組長
朱振群率同仁在環保監督小組委
員馮詠淮（公館里里長）、張進

白天進行煙道採樣情形。

義（敦南里里長）陪同下，與檢
測機構煙道採樣人員於后里辦公

排放標準」。感謝台灣美光公司

室集合，為達無預警檢測之目

全力配合，更感謝委員對園區環

后里環保監督小組委員曾提及園

的，集合後由委員指定前往台灣

境保護的重視，本次隨機採樣並

區周圍民眾容易嗅得異味，本局

美光公司，再由委員隨機指定酸

不代表本局對維護環境責任的結

為釐清園區廠商是否是造成異味

性管道進行煙道檢測。採樣結束

束，而是一個責任的開始，為了

之原因，已於去年8月至9月間，

時，天空已經露出魚肚白。

維持環境的美好，本局將持續規

本次採樣結果已於12月25日出

劃無預警檢測，希冀透過實際行

爐，數據顯示煙道中採集之五種

動化解民眾對園區廠商量產時是

酸氣（氫氟酸、鹽酸、硝酸、磷

否造成異常排放之疑慮，降低民

酸及硫酸）均符合環保署公告之

眾與廠商之間的對立，開創一個

「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

對環境真正友善的多贏新局。

檢測。

日間無預警抽測園區內廠商煙
道，共計15次，檢測結果未發現
異常。有鑑於委員再度於9月22
日環保監督會議中，提出夜間進
行酸性管道檢測之要求，本局立

現場觀看夜間採樣檢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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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節能新知 園區再生水回收再利用
文、圖

AUOにて省エネ見学

Learning from AUO's Water-Recycling and Energy-Saving Strategies

Park News

水資源を大切に

營建組 蔡榮峯

本局營建組組長謝東進（前排左四）率隊參訪友達光電。

配

合行政院推動「國家節能

為友達光電P3廠，著眼於友達光

節省水量17,618,319噸/年，相當

減碳行動方案」及因應

電P3廠（8.5代）獲得全球第一

於3.27座寶山水庫。

「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落實

座LEEDTM（Leadership in Energy

節水與節能不僅可以降低營運成

國家節能減碳之行動，本局持續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能源與

本，提升水與能源使用效率，而

開辦「高科技產業節水、節能技

環境先導設計），整體節能成效

術輔導計畫」，輔導園區廠商提

21％，減碳量87,000噸，相當於

法與策略值得園區內的其他廠商

升用水及能源使用效率，藉此降

330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碳吸

參考與仿效。

低園區排碳減量。

存量，其先進的技術包含廢空氣

本年度除了定期輔導廠商以外，

回收系統（REA）、TC3 DI再生

更就園區用水大戶進行現訪調

熱泵節能效益、TC3 CDA進氣改

查，目的除了落實園區環評之要
求，更積極的透過參訪節水績優
廠商與經驗分享，促使這些用
水大戶能做為園區的領頭羊與標
竿，落實節水與節能，排碳減量
與及早因應未來可能的缺水與限
電危機。

友達光電公司的節能、節水的做

善節能效益等。水資源用水策略
包含開源、節流與管理層面等全
方位節水，令人印象深刻的包含
純水系統ROR全回收可分別送至
離子樹脂交換塔（2B3T）、純水
系統產生水與冷卻塔使用，無排
放；製程廢水回收水量經分類分
層處理可達到約40,000 CMD等做

本年度參訪節水與節能績優廠商

法，使製程水回收率達90％，總

友達光電經理戴佑宗（右一）介紹水回收系統。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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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液空擴廠展效益
產學合作共創雙贏

文、圖

亞東氣體工業 陳映竹
投資組 魏銘志

Park News

エア・リキードの工場拡張による
産学連携に取り組む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for the New Plant of Air Liquide Electronics
Systems Asia Ltd

畫預計可為中科帶來新台幣20億

葉鎮宇、化學系主任林助傑、精

元以上的投資效益。此外，法液

密所韓斌教授討論未來產學合作

空集團旗下亞東工業氣體公司亦

機會，期能結合產學資源及研發

將於此設置全台最大的氮氣生產

能量，共創雙贏。

廠，除供應法液空電子設備公司
廠房之用氣，亦可為園區其他高
科技廠商提供服務，設置兼具高
安全性及高效率之供氣管網。

法液空公司積極尋找產學合作夥伴，網羅研發人才。

12/14 積極尋找產學合
作夥伴

本次參訪除了瞭解中興大學現有
各項精密貴重儀器設備，更看到
其堅強的師資陣容及培育之高階
研發人才的軟實力，若雙方能建
立具實質效益之產學合作平台，
共同為培育先進科技產業所需之
高端人力而努力，將可達到精進

法液空電子設備公司因應擴廠需

在地人才之成效，對該集團募集

12/15 法液空中科廠開
工動土大典

求，積極募集高階研發人才，12

人力及在地扎根有所裨益外，期

月14日在中科管理局陪同下前往

能進而活絡區域經濟、帶動園區

拜訪中興大學貴重儀器中心、化

產業升級及提高我園區國際競爭

全球第一大氣體商法國液空集團

學系與材料系，與貴儀中心主任

力。

在台投資之事業體－法液空電子
設備股份有限公司於12月15日
舉行動土典禮，中科管理局副
局長陳銘煌、法液空電子設備公
司總經理周中揚、亞東工業氣體
公司副總經理陳安迪等貴賓齊聚
一堂，祈求建廠工程一切平安順
利。
法液空主要生產半導體及光電產
業所需之高精密氣體供應設備，
有鑑於台灣光電及半導體產業之
蓬勃發展，2008年進駐中科台中
園區二期標準廠房，並於2015
年11月獲准興建廠房，此擴廠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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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液空中科廠於12月15日舉行開工動土大典，中科管理局副局長陳銘煌（左三）與法液空
電子設備總經理周中揚（右三）、亞東氣體副總經理陳安迪（左四）等人到場祝賀。

園區要聞

文、圖

投資組 唐佩珍

園區新夥伴－正瀚生技
創造農業生技新紀元 高等研究園區新指標
A New Force at CTSP—CH BIOTECH R&D CO., LTD.

Park News

高等研究パークにて新たに一軒増加した。正瀚生技

宗作物，另已完成棉花、小麥及
牧草田間試驗並進行推廣，進駐
本園區後將吸引世界頂尖農業研
發團隊進駐及交流，提高台灣研
發實力之能見度，提升國內農資
產業研發能力及人才培育，台灣
之農技實力將名揚世界。本局歡
迎正瀚生技的加入，期待以前瞻
的研發計畫創造農業生技新紀
元，成為高等研究園區新指標。
正瀚生技研發中心由八個核心實驗室所組成，依照優良實驗室規範（Good Laboratory
Practice，GLP）執行相關試驗。

著滿滿的研發成果及前瞻

載

打造世界一流研發中心，建立世

的研發計畫，董事長吳正

界頂尖高端智能溫室、專業分析

邦先生自美國回台設立正瀚生技

化學中心、具國際認證的GLP實

股份有限公司，研發環保及高效

驗室及8個系統性串聯的實驗室

農化產品，為全球暖化造成的潛

所組成的中央實驗室，其包括：

在糧食危機帶來新解藥。

植物生長實驗室、細胞發育實驗

正瀚生技為協助本局了解該公司
目前（彰化線西）之營運狀況，
特於12月7日安排王局長一行前往
參訪，由副總經理林士豔親自接
待及各實驗室主持人說明工作內
容，本局對其國際認證之實驗室
及專業研發團隊印象深刻。正瀚
以「台灣研發、美國製造、世界
行銷」的理念展開全球市場之佈

室、植物生理實驗室、生物化學
實驗室、基因表達實驗室、植物
微生物互作實驗室、化學分析實
驗室及產品創新實驗室，並將聘
用台灣高階研發人才，結合產官
學能量，放大研發產能，出口台
灣之科技軟實力，預期將為台灣
創造可觀外匯收入及稅收，活絡
經濟並帶動農技產業加速成長。

局，計畫投資新台幣10億元，聘

正瀚生技主要市場在北美地區，

請國際建築團隊於高等研究園區

產品主要應用在玉米及大豆等大

研究人員藉由檢測植物體內葉綠素相對含量，做為研判
生長勢的重要指標，生長勢較佳的植物較易取得競爭上
的優勢。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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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本局榮獲行政院內部控制考評甲等獎
文、圖

Park News

行政院内部管理制度の評価

企劃組 秦惠桑

本局は賞を獲得

CTSP's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Was Rated A by the Executive Yuan

行

政院為督導所屬各機關

局內部控制作業，自100年2月

（構）、學校確實依「強

1日行政院頒訂「健全內部控制

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辦理內

實施方案」，本局即於同年3月

部控制（含內部稽核）工作，有

31日簽奉核准成立內部控制專

效發揮內部控制功能，並供執行

案小組，由副局長擔任召集人、

成效良好者對其參與人員給予適

主秘擔任副召集人、其餘委員由

當獎勵，以達鼓勵效果，於103

一級主管兼任，並每3個月開會

年10月30日訂頒「政府內部控

一次，截至104年12月已召開25

制考評及獎勵要點」，並於今

次會議（組改前16次、組改後9

（104）年第1次辦理考評作業，

次），全局共同參與致力推動本

針對103年度內部控制執行情形

局內部控制作業，爭取好成績，

進行考評，由各機關自由報名參

此次獲獎，著實讓人感到欣慰。

加，本局參與考評並榮獲甲等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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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開表揚各獲獎機關於強化內
部控制機制之努力及貢獻，行政

本次考評的項目，包括：落實風

院於12月8日下午2時30分舉行頒

險導向內部控制制度、採納具體

獎典禮，由簡太郎秘書長親自頒

興革建議並納入內部控制制度設

發獎狀，本局由企劃組賴明志組

計、法令遵循、強化內部控制監

長代表授獎，典禮中簡秘書長並

督機制及其他強化內部控制機制

勉勵及期許大家，持續及落實推

具體事蹟等項目。而為落實本

動機關內部控制作業。

建管組 陳妍君

Park News

CTSPと文化部提携

文、圖

園區要聞

邀文化部藝同來駐村
文化部藝發司場勘中興新村
中興新村を活性化に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CTSP Join Hands to Revitalize
the Advanced Research Park

中

興新村早期為省府疏遷而

宿舍及31號倉庫，提供做為藝

規劃創建之花園城市行政

術家創作、聚集及交流之場域，

社區，環境優雅，具備濃厚的藝

並由文化部辦理藝術村規劃、推

術與人文氣息，現為善用這些閒

動、遴選等相關前期作業。後續

置空間，文化部與本局決定攜手

再視前期作業結果，預計徵選國

合作，於中興新村建置科技藝術

內外藝術家進駐研究、創作，促

駐村集散地，規劃遴選藝術家進

進國內外科技藝術家交流對話，

駐，12月4日文化部藝術發展司

以期落實科技人文之結合與交流

司長梁永斐、南投縣政府文化

互動、催化科技藝術創作能量。

局局長林榮森再度到中興新村場

體驗工研院「無標籤式動作擷取系統」，該系統可
即時對舞者肢體與關節進行細部動作分析。

屆時進駐之藝術家或表演藝術工

與體驗室的「無標籤式動作擷取

作者除可利用中興新村既有之場

系統」，可應用在表演者動作分

館外，本局與文化部本次亦共商

析或虛擬替身等，並有3D快速成

文化部近年來積極爭取資源挹注

利用現有資源來成立媒合藝術及

型與3D雷射掃瞄研究室，可提供

科技藝術的新興領域，漸有成

科技平台，如南核心區已進駐之

科技與感性工學創作應用。

效，除了在國內引發跨界創作風

研發機構如資策會或工研院中台

臺灣的科技發展已臻成熟，人文

潮，亦於國際上嶄露頭角。本局

灣創新園區等，皆可提供研發資

藝術在國際上亦有相當之能見

與文化部規劃即將於105年整修

源及運用先進科技研發設備，與

度，期望藉由本次合作將科技能

利用中興新村光華三路一帶空置

藝術者對話，如工研院感性設計

量帶進藝術，由二個領域跨界結

勘，與本局討論跨領域創作的更
多可能性。

合及激盪碰撞，將展現更為多元
的藝術型態。

位於環山路的31號倉庫，是未來科技藝術家交流的場域。

工研院中創園區副營運長陳鐵元（右）向文化部藝發司司長梁
永斐（左）介紹3D快速成型作品。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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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中科小巢─您在地貼心的好厝邊

文、圖

建管組 陳益君

Park News

2015台中園区従業員寮の住民懇談会
Listening to Tenants in CTSP Dormitories

元約15坪，每月租金約5,600元

邀集住戶召開住戶座談會，以往

（含稅），每房間設有床鋪、衣

都是在白天召開，很多住戶因

櫥及電磁爐，故只要帶著一卡行

要上班無法參加，今年特別選

李箱，即可入住，因宿舍數量有

在11月26日晚上舉行，不僅了

限、申請人踴躍，常供不應求，

解大家對住的需求與看法，也增

目前需列冊等候。假如您已通知

進住戶間彼此交流，共創美好的

列入等候名冊，請您再稍微等一

「家園」。本次座談會由本局建

下，下一個或許就是您了！眷宿

管組組長洪耀堂主持，在其平易

舍有3房（約52坪）、4房（約67

近人及感性的氛圍下，住戶們發

坪）兩種型式各50戶，每月租金

言非常踴躍，提供本局不少寶貴

分別約20,000元及25,600元（含

意見，大部分住戶提出的問題，

稅），其壯麗的外觀及舒適的環

也都當場獲得明確的答覆，大夥

境還被住戶的訪客形容為「台中

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這場聚會聯

的帝寶」。

誼。

近期中科實中發布105學年度辦
理國中部招生，設籍台中園區有
眷宿舍的學生優先錄取消息後，
申請入住踴躍、搶手，假如您有
居住及小朋友國中就讀問題的煩
戶外兒童遊樂空間可讓孩子們盡情奔跑。

惱，申請入住有眷宿舍就對了，
中科實中辦校成績，在中部地區
是有口碑的！宿舍數量有限，請
儘早提出申請，以免向隅！

您

在找房子嗎？在找有公

中科宿舍區除了上述好康外，還

園、有好學區、有24小時

有一個百萬夜景，可媲美望高

保全巡邏安全的住家嗎？您擔心

寮，每天晚上飯後與家人朋友一

口袋不夠深，找不到上述的好房

起散散步、吹吹風，欣賞美麗的

子嗎？免驚！免驚！照過來！照

夜景。再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過來！中科小巢報好康乎您知。

單身宿舍一樓餐廳預定105年年

本局為解決台中園區從業人員居
住需求，開發初期即在環境優
美、林木蒼翠的台中都會公園

初引進生機飲食商店，屆時，大
家又多一個聚會吃飯聊天的好所
在。

旁，規劃單身宿舍及有眷宿舍，

本局為了營造提供住戶更優質、

其中單身宿舍有400單元，每單

舒適的生活居住環境，每年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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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及有眷宿舍皆有桌/撞球室，歡迎多加利用。

室內兒童遊憩室，幫您解決下雨天溜小孩的困擾。

╱

劉坤林∕中科管理局工商組科長
題：本次座談會就相關法規大幅鬆綁修法後，保稅、通關作業流程簡化，並藉此
加速園區間貿易之資訊流通與整合，以提升園區廠商國際貿易競爭力，並
期使園區外貿暨保稅業務人員具有專業素養，以利廠商對於通關及保稅業

Knowledge House

工商組 吳傳棻

主講人： 李佳暹∕關務署臺中關保稅組中科業務課辦事員

主

新知講堂

文、圖

12 09

▲

園區進、出口保稅作業委員會座談會

務之管理及推動園區外貿暨保稅管理業務更為便捷。

文、圖

▲

推動職工福利業務暨
營造職場友善育兒環境研習座談會

12 11
╱

環安組 鄭燕嶢

主講人： 黃惠君∕勞動部專員、彭冠宇∕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陳青
穗、吳美慧∕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稅務員
主

題： 為協助職工福利委員會瞭解相關法規、稅務結算及申報之法令與實務，以提升
職工福利及為鼓勵雇主營造友善職場環境，提供孕齡員工各項親善措施，並配
合105年度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經費補助申請作業，加強說明有關注
意事項，協助事業單位辦理及申請上開經費補助，促進企業營造職場友善育兒
環境。

文、圖

工商組 洪新墉

▲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注意事項與查核實務講習

12 17
╱

主講人：施松伯∕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經理
主

題： 每年度5月為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旺季，因應產業脈動，法規命令也隨之變
動，為利園區廠商申報順利，特別針對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注意
事項：外銷營業收入、存貨調撥國外發貨倉庫、災害損失與保險理賠收入
之認列、移轉訂價、境外及大陸所得稅稅額之扣抵、中小企業租稅減免優
惠、未分配盈餘加徵10%等議題做深入說明，期園區廠商申報順暢、間接
節省交易等成本。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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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講堂

勞工權益報您知！
文

環安組 蔡博涼

Knowledge House

動基準法所規定的工作時間、國定假日自105年起有重大的修正，同時勞動部對於工資、工

勞

時等規定衍生的疑義也發布了幾則函釋，請園區事業單位能確實遵守，以保障園區勞工權

益。相關規定、函釋內容摘要如下（完整內容可至本局網站最新公告處查詢）：
●

事業單位採四班二輪制，夜班受僱者之工作時間跨二曆日，其請休產假、陪產假及生理假之計
給方式如下：產假、陪產假應以一曆日為請假單位，生理假每次以一曆日為原則，至於工作時
間跨越二曆日者，應合併計算為一日給假。

●

勞工遲到之時段，不論採遲到扣薪或以請事假方式辦理，於計算該日延長工時時數，遲到或請
事假之時段仍應與該日工作時間合併計算。

●

勞動部配合105年1月1日起法定正常工時由「每2週84小時」縮減為「每週40小時」，於104年12
月9日修正發布休假日（俗稱國定假日）由原有的19日調整為12日，並自105年1月1日施行。本
次配套減少國定假日之做法，與公部門實施「週休二日」之處理模式完全相同，但對勞工朋友
意義重大的「五一勞動節」，仍予保留，故勞工之國定假日自105年起比公務人員多一日。

您所不知道的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緣由（上）
文

政風室 張蕙璿

企業界，大家一定聽說過「王品憲法」，

在

在王品企業創立初期就訂立了最基本的規

則，第1條即是任何人不得接受廠商100元以上的
好處，如果違反的員工，即開除。王品憲法所代
表的就是一個企業重視的道德形象和其企業文化
的落實，那您是否知道，在公務界也有類似的規
範呢？有的，而且民國97年就開始實施屬於公務
員的王品憲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事實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的訂定，並不是參
考王品憲法，而是參考美國、新加坡等國家的立
法；在美國，聯邦公務員只能接受基於「私人關
係」且非用以回報、影響職務20元美金以下的
禮物；在新加坡的公務員，除了退休外，不能接
受部屬餽贈的任何禮物，部屬因長官退休而為餽
贈、邀宴應先報告機關常務次長，而常務次長如
何斟酌許可？1.考量禮物或娛樂活動不會涉及太

出於自願性，5.禮物或娛樂活動分攤金額不超過其
月薪的百分之二，在諸多考量後，才能許可；在日
本，公務員接受事業主的金錢、物品或其他因職務
關係而收受勞務報酬超過日幣5,000元，在一定期間
必須對於贈與內容提出報告書。

多機關成員，2.禮物不超過新加坡幣100元（約台

知道了其他國家的規範，想知道企業界除了王品外

幣2,200元），3.娛樂活動並不奢華，4.參加的人

是否也有其他類似的規範？有的，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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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下載中科園區
客運到站資訊APP

▲

文、圖

新知講堂

104/12/1 中科巡迴巴士調整上路！
建管組 涂裕雯

士台中園區高鐵線、園區宿舍線（標準廠房段、宿舍段）、

后里園區后里線均已配合調整發車時間，以利轉乘接駁，歡迎舊雨
新知繼續支持，踴躍搭乘。
巡迴巴士的動態資訊，除可透過本局網站查詢（http://www.ctsp.gov.
tw/，路徑為—首頁「認識園區」—「園區交通」—台中∕后里園

Knowledge House

配

合高鐵與台鐵自104年12月1日起部分班次改點，中科巡迴巴

區之「大眾運輸服務」），也可下載手機APP「中科園區客運到站
資訊」，隨時掌握乘車資訊，歡迎多加利用。
變更說明
◎ 園區宿舍線—宿舍段原訂 8:15 班次提早至 8:10 自宿舍發車。
◎ 園區宿舍線—標準廠房段原訂 8:03 班次延後為約 8:11 自中科轉運站發車。
◎ 高鐵線原訂 7:35 班次延後至 7:43 自高鐵站發車。
◎ 后里線增開 8:00 自后里火車站發車班次。
◎ 后里線原訂 8:24 班次延後至 8:28 自后里火車站發車。

中科 FUN 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

環安組

故事的起源是來自《怪獸電力公司》導演的女兒，可愛的阿布就是以她
為藍本，但經過十幾年，女兒已經進入叛逆的青春期，不再是那個時常
笑口常開的小女孩。所以導演將大腦擬人化創造了這部動畫。
主角萊莉因為父親工作的因素舉家搬遷至舊金山，要準備適應新環境，
但就在此時，萊莉腦中控制歡樂與憂傷的兩位腦內大臣樂樂與憂憂迷失
在茫茫腦海中，大腦總部只剩下掌管憤怒、害怕與厭惡的三位幹部負

腦筋急轉彎

責，導致本來樂觀的萊莉變成憤世嫉俗的少女。樂樂與憂憂必須要在複

◎ 放映時間：105/1/13（三），PM6:30

雜的腦中世界回到大腦總部，讓萊莉重拾原本快樂正常的情緒……片中

◎ 放映地點：中科管理局行政大樓一
樓101會議室

她們途經想像樂園、夢境片廠等區域，碰到萊莉兒時幻想的好友，還搭

◎ 類型：動畫

上思想列車，讓複雜的人腦成為一座冒險樂園。

◎ 片長：1時42分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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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中區處 帶您走讀高等研究園區
文、圖

Park Activity

資策会の科技体験
発展に

資策會 朱怡甄

高等研究パークを活性化と地域の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and Industry Prospers Central Taiwan Innovation
Campus
錫修主任進行機器人展示，讓民
眾可體驗傳統工藝也可體驗高科
技產品。
6日邀請營北國中進行舞龍迎
賓、畫．茶．樂三藝表演、光復
國小熱舞、麻煩小天使跳舞及竹
笛家族竹笛表演。現場更為參加
者精心擺設具特色的茶席，讓大
家同時享用好茶和欣賞音樂、表
演，且三藝表演現場完成之畫作
將於現場進行義賣，並將義賣所
資策會組長李綉芬（右一）、光輝里里長沈玉珠（右二）、光明里里長廖淑芳（右三）、
光榮里里長陳武強（右五）與本局公管組簡任技正劉時穎（右四）一同響應本次活動。

得將全數捐贈協助南投縣麻煩小
天使協會。
本次公益茶會活動成功結合當地

資

策會於12月5日至6日舉辦

隨後走訪植物生態園，最後參訪

的產業資源，除了提供符合消費

「飲領幸福臺灣∼茶鄉智

資策會「幸福與關懷科技體驗

群喜愛的旅遊體驗行程，如三館

活南投」成果展示與公益活動，

館」，透過互動式創新研發科

共go、養生減壓、村光縮影、走

希望透過兩天的活動，讓民眾瞭

技，帶給參與者各種幸福體驗。

讀中創等遊程，更透過靜態三藝

同一時間於光明二路90、92號前

表演，為弱勢團體募款奉獻愛

廣場也進行幸福市集，邀請在地

心，未來將持續舉辦各類活動，

手工藝、小農及文創商品等20個

為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打造不

攤位進行展示，另外還有南開無

同的風貌。

解中區產業服務處對中創園區活
化之推動的成果，並舉辦公益茶
會，一同來為麻煩小天使們盡點
小小心意。
5日登場的是「村光縮影∼幸福
旅行在中興」活動，帶領大家拜
訪記憶中的省府─中興新村，首
先看看有「小歐洲」之稱的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再到金城社區
（俗稱五百戶）附近的中興小
巨蛋，走過被歲月刻滿斑駁痕跡
的白千層林道後，尋找老上海，
停留一會兒，喝茶聽故事；歇息
後，走向成源圳上的紅色拱型鋼
橋，觀看「成源圳中興新村水橋
碑記」，彷彿歷史變遷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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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民眾踩踏協力車漫遊高等研究園區。

園區活動

台日友好聯誼
高等研究園區及南投文化之旅

文、圖

投資組 廖麗雲

2015 Gathering for Japanese Enterprises in CTSP

局應園區日商要求於12月11

經驗，及表達希望能在台灣深耕

日舉辦「104年中科日商招

發展之意願。

本

商暨聯誼活動」，副局長陳銘煌
率領投資組同仁與來賓參訪高等
研究園區，參加日商踴躍，包括
台灣樫山、JSR台灣捷時雅邁科、
台灣倉敷、台灣大福、優貝克、
台灣日東及潛在廠商等，另日僑
學校校長也特地參加本活動。

此行更精心安排南投知性之旅，
一為日治時代即開發，在台灣木
業及鐵道文化具有歷史意涵，同
時有台灣最美麗的車站之稱的車
埕車站。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築，好

輕鬆一下，與園區日商朋友來趟南投知性
之旅。

似時空轉換回到日治時期的伐木
加工重鎮，讓人彷若置身五十年

日軍委託燒製的防空缸，馬上引

高等研究園區是以研發前瞻技術

代幽靜的小村落，而具當地特色

起大家熱烈討論；而介紹到「鑽

為主的園區，非常適合引進日商

的木桶便餐也讓貴賓回味無窮。

窯洞，賺好康」（意譯：鑽窯

另一地點為台灣現存最古老、最

洞，賺大錢），大家的情緒也帶

具傳統代表性的南投燒技藝術的

到最高點，迫不及待鑽進窯洞，

窯場「蛇窯」。看到窯廠早年受

期待新的一年得好運，發大財！

進駐投資，本局特地先於高等研
究園區進行園區招商簡報與意見
交流，日商代表則分享中科投資

Park Activity

中科の日系企業交流会―高等研究パークと南投の旅

參觀台灣最具傳統窯業文化的水里蛇窯，仔細聆聽導覽人員解說。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5

園區活動

友達友善職場 照顧員工身心平衡

Park Activity

AUOはフレンドリー職場を創り

文、圖

環安組 何怡佳

社員の健康を守る

Employee-Friendly Workplace in AUO

溫馨的哺乳室提供媽媽們安心哺乳空間。

友達光電台中人力資源部高級管理師沈宏霖（左三）、副理鄭博文（左二）向與會者介紹
廠區位置，左一為本局環安組組長朱振群。

簡潔明亮的閱讀書城空間。

強化推行中科園區性別工

懷、友善職場等事項，期發展成

心廁所、鞋櫃、協助申請孕婦車

作平等業務，本局於12月

為永續經營的卓越企業。

位、廠車博愛座、好運禮物及哺

為

17日召開104年度第2次性別工作
平等會議，安排參訪友達光電各

友達光電台中廠人力資源部副理

（集）乳室等。

鄭博文表示，公司非常重視員工

廠區內休息區空間更規劃包含影

身心平衡發展，提倡工作與休閒

視區、增設按摩椅及視障按摩師

並重，定期舉辦家庭日、運動會

之推廣運用等措施，有助於提升

等活動，藉以抒解工作上的壓力

員工工作效率，並強化企業社會

與辛勞，凝聚員工交流情誼、向

責任。本次參訪行程感謝友達光

友達光電擁有製造完備大中小尺

心力。此外，員工福利事項含

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人力資源部

寸面板的各世代生產線，現於中

員工關懷、體能保健等。針對

細心解說，讓本局性別工作平等

科園區從業員工人數已超過1萬

懷孕的女性同仁，依法核給安胎

委員獲益良多，值得作為未來推

人，除不斷強化產品技術及開發

假、產假及流產假，並設置「維

動中科園區職場性別工作平等之

客戶群外，更致力推動員工關

力中心」提供孕期健康照護、愛

參考。

項友善職場優良措施，內容包含
廠區導覽、產品展示區、員工關
懷及性別工作平等業務推行情形
介紹。

16╱ Jan. 2016

秘書室 趙士玲
投資組 蔡方琪

年末お買い物タイム

Park Activity

CTSPにて

文、圖

A Very Merry Christmas in CTSP

享喜悅，似乎就要辜負這個季節

白色雪人逗趣的卡哇伊模樣更吸

歡天喜地的美意了。

引眾人目光，這也是園區裡獨特

為了讓所有園區員工、國內外訪
客及洽公民眾，都能在這個特別
的日子裡，感受家的溫暖以及濃

21日還特別商請園區公會與臺

局一樓大廳及四樓公共空間。

中市好禮協會合作，展示多款台

聖誕星條的新衣，更襯托出他的
高聳雲霄；精心設計的耶誕背景

地

歲末年終之際，耶誕季節

閃綻放著迷人的光芒。

同發揮巧思與創意，精心妝點本

子樹四兄弟，早已悄悄地穿上了

球村早已讓世界無國界，

中科人的節日，從裡到外一閃一

本局除了布置辦公廳舍外，12月

勢磅礡，一樓大廳頂天立地的椰

現場人員仔細介紹精雕細琢奈米抑菌純手
工皂禮盒。

的耶誕景觀吧！讓這個屬於全體

濃的節慶氣氛，秘書室同仁們共

偌大而挑高的行政大樓，總是氣

園區活動

歲末耶誕風 年終大採購

中人氣伴手禮年貨大街，滿足同
仁與洽公民眾團購年節禮盒的需
求，現場還有購物滿額摸彩喔！
未來會不定期舉辦，屆時歡迎大
家前來選購。

布幕，讓來訪洽公的民眾可以停

2015不一樣的耶誕節，讓大家遇

下腳步，一起「打卡按讚」。搭

見．不一樣的中科，也希望所有

乘電梯來到四樓，包裝華麗的禮

中科人平安喜樂，期許來年更發

物盒，堆疊成風姿綽約的聖誕

光發熱。

樹，在夜裡婀娜多姿的閃耀著，

一到，每當夜幕低垂、萬家燈火
的時刻，便可發現園區的角落，
也增添了幾分耶誕的氣息，本局
也於公共空間布置閃閃發亮的燈
飾，不趁著這繽紛熱鬧的季節分

同仁巧手布置雪人讓辦公室空間變得俏皮有趣。

秘書室同仁把握機會拍照打卡按讚！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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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騎 139 品茶趣
紅腳丫 & TSMC 自行車隊聯誼之旅

文、圖

Park Activity

中科とTSMC

秘書室 林素娟
環安組 陳冠宏

自転車イベント

Let's Go Biking—CTSP and TSMC Bike Clubs Rode on

面而來吃力的上坡段淹沒，途
中，不斷有人輕鬆談笑地從身旁
而過，筆者雙腳一直努力的踩踏
著，突有一陣茶香撲鼻而來，不
覺分外舒暢，終也抵達茶之鄉－
松柏嶺受天宮，再轉進「品香茶
葉」品嘗特等烏龍茶，搭配黑芝
麻茶食，身心得到莫大的滿足。
此次爬山路初體驗，證明筆者與
愛車搭配的還不賴喔！回家後彷
彿聽見愛車說：「主人啊！要常
帶我出去走走，別老是派給我買
便當、去便利商店繳費這種小差
事。」所以，發願要開始多練習
騎車，好迎接下一次的活動！
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也加入騎車的行列！

12

月19日紅腳丫及TSMC自

此次兵分勇腳與休閒二組，勇腳

行車隊聯合安排縱騎139

組約十餘人從禾家牧場出發，看

縣道，從禾家牧場出發，經鳳山

著TSMC自行車隊不僅服裝整齊

寺抵達松柏嶺受天宮，當日太陽

劃一、個個身材姣好，伴著紅腳

賞臉，一掃前兩日陰霾天氣，非

丫騎至鳳山寺與其他成員會合。

常適合單車活動。

鳳山寺是中部地區車友們139縣

紅腳丫社員給人熱情、健康、有
活力的印象，常辦自行車活動並
享受各地美食，筆者稱羨許久，
這次終於付諸行動，拎著愛車、
戴上新買的車帽開心赴約，展開
一段爬山路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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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集散地，大伙一行約三十
幾人在此或聊聊或補充熱量後，
續往下一站前進。爬山路是體力
與耐力的考驗，139沿線均可見
鳳梨田，兩旁綿密樹林，時而享
受下坡衝刺的快感，但隨即被迎

本文作者林素娟（右一）現場展現泡茶手藝。

樂活中科

發現中科樹醫生
有趣的啄木鳥

文、圖

營建組 蔡榮峯、陳大明

Beauty Park

中科キツツキの話
Tree Doctors in CTSP—
Gray-Capped Pygmy Woodpeckers

園區之美
www.facebook.com/
CTSPBureau/?fref=nf
※ 本紀錄影片由陳大明先生
提供。

實您大可不必舟車勞頓跑到深山
野地尋覓，抽個空檔，來到中科
園區內的公園、綠地就可見到牠
的身影，幸運的話沿著管理局正
門兩側的步道上或許就有意外的
小啄木鳥正努力尋找樹枝樹幹內躲藏的蟲子。

發現呢！
有關本期內容所觀察到啄木鳥

次介紹的啄木鳥，牠正

這

一般人經常在繪本或卡通影片上

式 名 稱 是 小 啄 木 （ G r a y-

看到啄木鳥的介紹，也知道牠是

欣賞https://www.facebook.com/

capped Woodpecker），體長約

樹木的醫生，但可曾真正目睹啄

CTSPBureau/?fref=nf（本紀錄影片

22公分，是普遍留鳥，多單獨

木鳥的樣子以及覓食的情形。其

由陳大明先生提供）。

覓食的影片歡迎至下列網址

或成對地在中、低海拔闊葉林活
動，常在樹幹上螺旋狀橫移，以
搜尋樹皮中的蟲子覓食。小啄木
背部大致為黑色，下背至腰密布
白色橫斑；喉以下黃褐色，有黑
褐色縱斑（資料來源：台灣賞鳥
地圖）。從最近的一次觀察活動
中發現，啄木鳥最愛吃的是木材
裡和樹皮下的昆蟲幼蟲，通常是
天牛、蠹蟲和金龜子的幼蟲。牠
利用的長嘴敲擊樹幹，依據聲音
判斷出蛀蟲躲藏的位置，並利用
牠最為奇特的且能夠伸長的舌頭
從洞內鉤出蟲子。因此一對啄木
鳥可以保護幾百畝的森林免遭蟲
害。所以人們都說啄木鳥是「樹
醫生」。

小啄木鳥外觀有明顯的黑色羽翼與白色身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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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市區中的寧靜小道—
潭雅神自行車道

文、圖

投資組 林宜吟

Beauty Park

都市に静かな道―潭雅サイクリングコース
A Peaceful Urban Path for Bikers—Tanya Shen Green Bikeway

在地輕旅行
travel.taichung.gov.
tw/zh-tw/Attractions/
Intro/25
潭雅神自行車道

潭雅神自行車道坡度平緩，非常適合親子騎車同遊。

潭

雅神自行車道是臺中市政

沿著園區自行車道往北騎，跨越

此處緊鄰清泉崗空軍基地，自行

府近年來所闢建的三大自

中清路上的自行車專用天橋後就

車道巧妙的融入了在地特色，設

行車專用道之一，其中大雅段還

進入大雅與神岡交界，映入眼簾

置了軍機公園，在車道旁放了一

與園區自行車道相連，全長約12

的景色有別於大雅忠義社區的寧

架退役的戰機，看著機身上斑駁

公里，橫跨潭子、大雅、神岡三

靜純樸，路的兩旁種滿綠樹，樹

的痕跡，昂首向天的模樣，彷彿

個行政區，是沿用軍方舊運輸鐵

影交錯，金黃色的陽光從樹葉間

在告訴著路過的人們：我仍有航

道闢建而成，正因為是舊鐵道改

灑落在自行車道上，在開闊的場

向天際保家衛國的雄心壯志，

建而成，全線平緩無陡坡，非常

景中迎著微風前行，原本充斥心

此時心中不禁想到《楚辭》•

適合假日全家親子騎車出遊，共

中的各種垃圾，瞬間消失的無影

國殤：「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

享天倫之樂。

無蹤。

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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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auty Park

2

4

3

1. 騎乘路線清晰，一目瞭然。
2. 騎累了，逛逛軍機公園，喝個水再上路吧。
3. 球愛物語餐廳主廚套餐：法式小羔羊。
4. 喜歡單純不擁擠的騎車樂趣，這裡是一個好選擇。

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

迎接每一位受邀的貴賓，在這翠

靈，魂魄毅兮為鬼雄」，令人肅

綠山坡上有絕佳的視野環境，讓

然起敬。

用餐的人們有著視覺與味覺的雙

潭雅神自行車道闢建完成至今約

重享受。

10年，如今儼然成為臺中市民平

球愛物語餐廳不僅提供新人婚禮

日休閒運動的好去處，她就像一
條翠綠的翡翠項鍊一般，靜靜的
躺在喧囂的都市當中，默默的等
待忙碌的人們可以卸下平日的武
裝，投入她的懷抱，在充滿陽光
與綠意自行車道上，悠閒度過每
一次休假的美好時光。
接近用餐時間，來到位在大肚山

宴客場所，午、晚餐還有多樣主
菜套餐可供選擇，還有冬天必吃
的火鍋，還包含半自助式的沙拉
吧、飲料、湯品及甜點，份量十
足，價格卻非常平易近人；吧台
上五顏六色的新鮮蔬菜搭配精心
調配的醬汁，清爽可口！

麓的球愛物語景觀婚禮會館，由

此趟行程收穫滿滿，平日被工作

台中高爾夫球場所打造全台獨一

壓到喘不過氣的你（妳），建議

無二的「童話主題」景觀婚宴餐

週末假日時光不妨到潭雅神鐵馬

廳，以旋轉木馬造型為主軸，搭

道騎單車、吃美食，相信會補足

配迎賓大道浮雕木馬造型，繽紛

滿滿的能量，面對來日的挑戰！

火鍋搭配菜盤清爽健康。

球愛物語景觀婚禮會館
臺中市大雅區橫山里通山路46號2Ｆ
（台中高爾夫球場內）
04-25691488
AM11:30 - PM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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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不斷學習
走向國際成為聚焦大廠

採訪

投資組 楊素琴、蔡方琪
撰稿 陳益郎
圖 和大工業公司提供

Beauty Park

訪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沈國榮
台湾科学工業園区同業組合理事長―沈國榮
CTSP Exclusive Interview—Mr. Kuo-Jung Sheng,
Chairman of the Allied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Park Industries
焦點人物
www.hota.com.tw
和大工業官網

時

序進入立冬，吃過湯圓，

2016年首刊，我們訪問了和大工

就是2016年了，本單元在

業股份有限公司及高鋒工業股份

去 年 介 紹 了 12 位在中科開發初

有限公司董事長，同時也是台灣

期就參與園區建設的黃埔一期同

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學，今年將擴大訪問對
象，並更名為焦點人物
專欄，希望讀者透過
本專欄，能更瞭解
中科的人事物。

沈國榮 專訪

理事長─沈國榮先生。理事長在

後因國內摩托車市場已飽和，所

百忙之中接受訪問，訪談間理事

以開始跨足汽車產業，當時，國

長提到，在1996年前主要

外的廠商都是團隊模式來參訪，

業務是做國內摩托

而且討論項目很細，例如：技術

車，1996年

研討、探討品保系統、金流、
庫存……等，完全感受到不一樣
的商討模式，也因外國客戶提出

和大公司座落於中科
台中園區的營運總
部，建築亮麗相當具
有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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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想到矽谷，而英國則是劍橋一
樣。

標，就是儘快完成建廠及生產
線。2004年動土，2006年完工，
開設第一條生產線，並於2007年

Beauty Park

回想建廠初期，大家的共同目

開始啟用，2008年雖然遇到全球
金融海嘯，許多工廠倒閉，但在
2010年景氣回升時，公司反倒增
加許多新的客戶；到2015年底，
和大已締造一年52億4千萬的營
業額，並已連續5年、每年加薪5
％，在全球景氣普遍低落的情況
下，已創下業界奇蹟，也激勵員
工努力打拚的鬥志。
從事精密汽車傳動零組件生產
的和大，客戶有通用汽車、福
特、克萊斯勒、Volkswagen等國
際大廠，2012年獲頒經濟部第
20屆台灣精品獎、連續兩年獲
科學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沈國榮期許未來一年再創佳績。

疑惑說：「為何國際型的大廠會

取貨需求增加，已不敷使用，

設立在鄉下？」而發現當時的廠

急需興建較寬敞新穎的廠房，

房，讓客戶無法感到有具品質優

以符合客戶需求。

良的保證，信任感也低。

頒EATON 2012 亞太區最佳供應
商獎、TESLA 2012卓越品質獎；
2013年獲頒AGCO 2013最佳交期
獎；2014年通過ISO14064溫室氣
體盤查認證、通過PAS 2050碳足
跡認證，營業額屢創新高；2015

業額為500萬，之後每年穩定

年更由經濟部委託國際知名波士

Volkswagen……等大廠時，理事

成長20％，在2003年時已達月

頓顧問公司（BCG）合作，進行

長發現國外的廠雖然都是一般的

產能1.8億，因應營業額的成

調查「台灣創新企業」，而入榜

建築，但連研發中心都很具規

長，在鄰近中部地區尋找適合

「2015台灣創新企業20強」，股

模，而會議室起碼也有好幾十

的地點擴廠，這已是刻不容緩

票每股超過百元，相信在沈理事

間，這時理事長就在想公司既然

的事情。

長的領導下，能穩健成長，再創

剛好這時期中部科學園區成立
了，理事長覺得是個很好的機
會，所以在中科草創初期就已申
請土地及建廠。

矚目焦點：理事長表示想建立

▲

已走向國際，就要以此為範本。

▲

擴廠需求：在1989年時每月營

在國外參觀通用、BMW、

佳績。

亮麗有氣勢的廠房，同時擁有
大小不同的會議室空間，讓各
國客戶到公司參觀及討論細節
時，能夠盡情的討論與發想，

理事長也詳細說明到中科建廠主
要有三點考量：

塑造具規模化的形象，藉以提
升國際客戶的信賴感，也使中
科能走向國際，在提到台灣就

中市大里區廠房，因國際客戶

會想到中科，如同說到美國時

▲

國際化：成立初期建置的原台

和大公司專注於各項精密汽車零組件之研
發與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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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交流

12 2
╱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教授賴美蓉
（前排左三）率大三學生參訪，環安組副組長莊
志峰（前排左二）接待。

◢

CTSP Visitor

12 4
╱

逢甲大學進修暨推廣教育處推廣組組長陳光中（左）率
福建省師資閩台聯合培養計畫理工類培訓班參訪，副局

◢

長施文芳（右）接待。

12 14
╱

◢

日本長野縣經營者協會會長山浦愛幸（前排右三）率團參訪，局長王永壯（前排右二）接待。

12 22
╱

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參事廖峻德（右三）與亞
洲大學副校長林峰田（右二）參訪，局長王永壯
（右四）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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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啟事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Probe Process and Software Engineer、 Wafer Sort Test Engineer、 Photo Process Manager/
Dept. Manager、CVD/PIR Process Manager/Dept. Manager、 Yield Enhancement Lab
Manager、 Incoming Quality Control Manager、 Control Systems Manager、 Control
Systems Manager、 PQA Manager、 Probe Manager、 Wafer Sort Automation System Team
Leader、 Wafer Sort Program Development Team Leader、 Product Quality Assurance
Team Leader、 Product Risk Assessment Team Leader、 Senior PQA Engineer、 Big Data
Engineer、 Equipment Engineer、 PHOTO Equipment Engineer (Experienced)、 RDA
Engineer、 Yield Engineer、 Process Engineer、 PHOTO Process Engineer (Experienced)、
Process Integration Engineer、 Central Bench (Repair Center) Section Manager、 Central
Bench (Repair Center) Engineer lea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Specialist、 QEM
Documentation Management Engineer、 Quality Master Trainer
Bachelor's degree in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Senior R2R Engineer、 Senior FDC Engineer、 Automation Transfer Equipment
Engineer
BS/MS/PhD degree, major in Control & System, Mechanical/ Chemical or other engineering

零件維修及維護技術員
專科以上電機、機械、軟體等相關工程科系畢業。

Warehouse Technologist
大學畢

Contract Interpreter (Japanese/Korean) 契約日文韓文工程翻譯、 Contract
Interpreter (Korean/Chinese) 契約韓文中文工程翻譯
Requirements: o Bachelor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歡迎至公司網站 TW.MICRON.COM及104人力銀行投遞線上履歷。

友達光電
股份有限公司
LCD/CF 製程∕設備工程師
大學以上，理工相關科系

測試整合工程師
大學以上，電機、電子、化學相關科系

技師（台中廠）
專科以上理工相關科系

生產技術員（台中廠）
專科以上
請進入 http://hr.auo.com/cht/joinus.aspx
登錄詳細履歷，若有合適職缺，友達將與您主動聯繫。

就職情報
Join CTSP Now—Job
Openings in January 2016

自然療癒心靈
文

陳益郎、圖

張晊暐

消除平日工作壓力，到郊區體會自然芳療，
共乘協力車穿梭林蔭大道，
暖陽從葉隙流瀉全身，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微徐涼風像調皮小精靈輕拂臉龐，
順著廣寬的大道，一路愜意暢遊，
眼睛不停歇，沿途拍攝綠意美景，
將愉悅的心情保存，做為平時的放鬆資料庫。

科 技 部 中 部 科 學 工 業園區管理局

40763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2號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Bureau,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chung City 40763, Taiwan, R.O.C.

No.2, Zhongke Rd., Xitun Dist.,
Tel : +886-4-2565-8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