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成功爭取

2018 FIRA主辦權

Newsletter 中科│國際│創新│活力

MAY 2018 

164

吸取國際AI經驗 赴日取經

CTSP Delegation Visited Japan for Studying Global AI Technology Trends

日本のメイカースペースとAI産業を見学

CTSPが2018年FIRAロボットワールドカップの開催権を獲得
Congrats! CTSP Has Been Chosen to Host 2018 FIRA RoboWorld CupCongrats! CTSP Has Been Chosen to Host 2018 FIRA RoboWorld Cup

陪伴型機器人崛起 於中科展開競賽

AiR Competition Held in CTSP  AI Robotic Hub

コンパニオンロボット応用コンテストがCTSPで開催



164
May 2018

訊息快遞Life News
18 中科實中告捷

 台灣首件探究式教具獲國際肯定

19 中科實中好「德」意 
 德語檢定ALL PASS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20 虎尾園區公4、公5公園
 規劃特色

21 建築美  景觀佳  
 中興園區處處是亮點

22 中興新村轆轆散步市集  作伙來逛街

22 中科FUN電影免費欣賞
23 焦點人物

 十年光陰  綠蔭成林
 訪園區綠美化推手─蔡紹斌

24 參訪交流 CTSP Visitors

 徵才啟事 

版權所有，本刊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本刊刊登之文稿不代表任何機關發言，且

基於編排需要，本刊對於文稿有刪修權。

CONTENTS
園區要聞 Park News
01 中科推動AI 獲國際肯定
 成功爭取2018 FIRA 主辦權

04 吸取國際AI 經驗  赴日取經

06 陪伴型機器人崛起  於中科展開競賽

07 培養人才  中科 AI 課程強強滾

08  松騰力抗全球第一  專利戰實例分享

09 107 年模範勞工風雲榜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12  參訪園區  一探未來智慧生產趨勢

新知講堂 Training Session
14 保障權益  國賠法報你知

15 營造友善職場 
 平權暨性騷擾研習會開課

16 保稅業務人員講習課程  圓滿結束

17 報稅季來臨  營所稅教戰講習

本刊採用環保用紙，並以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中科成功爭取

2018 FIRA主辦權

Newsletter 中科│國際│創新│活力

MAY 2018 

164

吸取國際AI經驗 赴日取經

CTSP Delegation Visited Japan for Studying Global AI Technology Trends

日本のメイカースペースとAI産業を見学

CTSPが2018年FIRAロボットワールドカップの開催権を獲得
Congrats! CTSP Has Been Chosen to Host 2018 FIRA RoboWorld CupCongrats! CTSP Has Been Chosen to Host 2018 FIRA RoboWorld Cup

陪伴型機器人崛起 於中科展開競賽

AiR Competition Held in CTSP  AI Robotic Hub

コンパニオンロボット応用コンテストがCTSPで開催

CTSP5COVER.pdf   1   2018/5/3   下午6:42

發  行  人  陳銘煌

編輯顧問 施文芳、許茂新

總  編  輯  林梅綉

編輯委員 彭麗春、林靜慧、朱振群

 黃懿美、謝東進、洪耀堂

 簡豪成、邱異珍、李安妤

編輯小組 楊舜婷、吳羿萱、陳冠宏

 陳妍君、邱敏惠、蔡榮峯

 洪新墉、林歆儒、黃寶誼

校　　對 吳羿萱、楊素琴、沈慈雅

 
發行機關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地　　址 40763  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 2號
網　　址 www.ctsp.gov.tw
聯絡電話 04-2565-8588轉 1118
創刊日期 93年 9月 5日
編輯製作 紅藍創意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02-2240-1141 歡迎申請檔案閱覽、抄錄、複製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

園區要聞 Park News

即
將在 2018年登場的 FIRA第

23屆大賽，由本局代表台灣

成功爭取到主辦權，8月 6日至 11

日將在台中盛大舉辦，預計會有來

自十餘個國家以上、超過 800人的

團隊參賽，屆時各隊將會展現 AI技

術，各顯神通角逐冠軍，歡迎各界

人士踴躍至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

基地官網報名（http://www.ctsphub.

tw/2018-fira/）。為了替活動熱身，

本局於 4月 13日舉辦「2018 FIRA

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之授旗

主辦暨會員頒證記者會」，科技部

部長陳良基特地到場，邀請大眾一

起來關注這場機器人國際盛事。

文、圖／投資組 張豪君、沈慈雅

中科推動 AI獲國際肯定 
成功爭取 2018 FIRA主辦權
Congrats! CTSP Has Been Chosen to Host 2018 FIRA RoboWorld Cup

CTSPが2018年FIRAロボットワールドカップの開催権を獲得

2018 FIRA在中科熱鬧啟動

4月 13日的「2018 FIRA世界盃智

慧機器人運動大賽之授旗主辦暨會

員頒證記者會」開幕別開生面，在

FIRA小檔案

FIRA（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Robot-sports Association）世界盃智慧機器

人運動大賽是由Jong-Hwan Kim教授於1995年創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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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舉辦22屆，舉辦地點包括：澳洲、巴西、

法國、韓國等。經過歷屆年度大賽的成功，已使FIRA自 1997年7月正

式註冊的商標，逐步成為世界知名的機器人嘉年

華會標誌，加入會員國包含韓國、台灣、日本、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印度、伊朗、

菲律賓、澳洲、紐西蘭、中國大陸、美國、加拿

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德國、英國等20個

國家。 FIRA報名網站。

擂鼓聲裡，配合以六軸機器人操作

的舞獅表演展開。待與會貴賓都入

座後，由 FIRA大會主席 Jacky Baltes

親自頒發會員證書予本局局長陳銘

Congrats! CTSP Has Been Chosen to Host 2018 FIRA RoboWorld Cup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右六）、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五）、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右一）、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右三）、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左

三）、上銀科技總經理林明堯（右四）、經緯航太董事長羅正方（左五）、祥儀董事長蔡逢春（左六）等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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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令人驕傲的是，本局是全球第

一個以 Industry member會員身分加

入 FIRA國際組織的單位。授證後，

在臺中市政府經發局局長呂曜志、

FIRA大會執行秘書 Christine Kim等

多位嘉賓的蒞臨見證下，主席 Jacky 

Baltes將已達 23歲、具有歷史價值

的大會會旗交至陳部長及陳局長手

中，兩人先後揮舞旗幟，象徵大會

正式啟動，為世界盃大賽揭開序

幕，同時也顯示台灣力拚國際機器

人發展的企圖心！

中部發展 AI條件齊備  前景可期

陳部長致詞時強調，之所以會爭取

FIRA世界盃大賽在中科舉辦，是因

為中部地區一直是政府發展精密

機械產業的重鎮，希望透過比賽將

台灣的強項推廣出去，比賽主要強

調人形機器人足球賽，隨著 AI時

代來臨，透過大數據分析可讓機器

人擁有人工智慧，做更多比賽布局

上的考量，展現台灣發展 AI及精

密機械的能量。主席 Jacky Baltes接

著表示，選擇在台灣舉辦 FIRA國

際大會，除看重台灣有高科技的產

業背景外，更瞭解台中擁有機器人

和 AI相關聚落及人才的發展潛力，

這不僅可因應全球機器人快速成

長的需求，更是符合發展未來機器

人產業的重要條件。

呂局長則代表臺中市市長林佳龍前

來致意，表示這場國際性盛會一定

會獲得臺中市政府最完整的協助。

本局陳局長最後致詞時，特別引用

數據說明園區廠商的特色，2017年

中科營業額達 5,638億元，從業員

工數約 4萬人，平均每人貢獻的生

產力約 1,300萬元，遠高於其他產

業園區，原因即在於中科廠商廣泛

引進運用 AI及智慧機器人先進技

術。

機器人運動大賽  要挑戰團隊技術

台灣的智慧機器人領域已從工業型

機器人跨足服務型機器人，現在更

轉為發展最新最夯的人型機器人，

除了走跳、舞蹈、甚至可進行拳擊。

近年興起的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

跳脫單機模式，讓機器人比賽踢足

球、跑馬拉松，進一步挑戰團隊技

術。

而 FIRA 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

1.FIRA大會主席Jacky Baltes（右二）將FIRA會旗交給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左二）。2.FIRA會員證書。

3.FIRA主席Jacky Baltes（右）頒會員證書予本局局長陳銘煌（左）。

園區要聞 Park News

1

現場參賽機器人。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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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科技高精度光固化 3D列印、經

緯無人機、智高公司智能互動機器

人及勵德機器人自動咖啡販賣機等

機器人與來賓互動。

如機器人自動咖啡販賣機，還可以

拉花，所煮出的咖啡比起人工現泡

毫不遜色。自造基地就是希望成為

一個帶著想法來，就可以玩得盡

興，又可以實現夢想的平台。

中科掌握趨勢  開拓 AI產業先機

本局為了掌握契機，積極投入國際

機器人競賽，本次舉辦的 FIRA世界

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在人工智能

及機器人學的發展上佔非常重要的

地位與指標，期望未來 FIRA競賽與

產業有更多鏈結，掌握智慧機器人

產業脈動，啟動嶄新的產學合作模

式，更期望透過本次主辦世界盃，

接軌國際暨促進國際團隊交流。賽

後也預計安排國內外選手參訪園區

智慧機械產業，透過交流互動，從

中洞悉智慧機器人的發展趨勢與契

機，為台灣開拓產業先機。

大賽之所以難得，即在於它的

所有項目皆是以 AI自主方式進

行機器人賽事，透過大賽，要

讓 參 賽 者 掌 握 Robotics（ 機 器

人）、Sensor Fusion（感測訊號

融 合 ）、Intelligent Control（ 智

慧 控 制 ）、Communication（ 通

訊）、Image Processing（影像處

理）、Mechatronics（機電整合）、

Computer Technology（電腦技術）、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等

不同領域的科學與技術的精髓。

2018 FIRA RoboWorld Cup競賽項目

分為 4大類 10大項。4大類為：

Sports（運動）、Youth（青少年）、

Challenge（挑戰）與 Air（空中）。

其中 Sports包括 HuroCup（智慧全

能人形機器人），AndroSot（3對

3人形足球賽），RoboSot（2對 2

輪型足球賽），SimuroSot（模擬

組人形機器人足球賽）等 4項；

Youth包括 City Racer（城市運動

賽）、DRC Explorer（空間探搜）、

Cliff Hanger（ 相 撲 ） 與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等 4項；

Challenge包括 Mini DRC Humanoid

（小型DARPA人形機器人挑戰賽）

1項；Air則為 Drone（全自主四旋

翼直升機搜救賽）1項。

本次記者會活動就在現場安排一場

HuroCup的競走表演賽，讓現場貴

賓體驗 AI機器人比賽的趣味。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啟航國際

科技部配合前瞻基礎建設，於中科

設置「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希

望透過國際級自造場域，結合體驗

式學習活動，帶動國內相關產業投

入智慧機器人研發升級，並形成自

造風氣。

本次記者會活動，也同時在自造

基地展示 Nvidia深度學習工作站、

NEXCOM機械手臂、上銀公司六

軸關節機器人、台達公司插件作業

機器人、安川公司人機協作機器

人、工研院安全皮膚機器手臂、鐿

鈦科技 3D脊椎手術導航系統、馬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前排中）、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右六）、臺中市政府經發局局長呂曜志（前排右五）、FIRA大會主席Jacky Baltes（前排左
六）、FIRA大會執行秘書Christine Kim（前排左五）等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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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陳惠楓  圖／工研院產服中心 陳俊翰

吸取國際AI經驗  赴日取經
CTSP Delegation Visited Japan for Studying Global AI Technology Trends

日本のメイカースペースとAI産業を見学

創客基地小檔案

‧DMM.make AKIBA

DMM.make AKIBA由日本知名的電子商務網站DMM.com打造，於2014

年創立，為專門打造一個支援原型製作到產品開發的創客基地，提

供創客所需要的設備與資源。

‧TechShop Japan

TechShop Japan由日本富士通公司與美國TechShop合作，成立於2016

年，目前由富士通持有85%股份，廣告公司TBWA\HAKUHODO持有

15%。

‧FabLab

FabLab起初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位元與原子中心（Center 

for Bits and Atoms）主持人Neil Gershenfeld教授開始提出的概念，後續

MIT在全球30個國家設置FabLab創客基地，讓當地居民學習使用其數

位製造的設備，創造所需的產品，

並促成當地創業的風氣。

為
瞭解日本創客基地經營模式

及人工智慧領域之發展，本

局副局長許茂新，於 3月 29日至 4

月 4日率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組長簡國明、台灣

經濟研究院主任連科雄及筆者至東

京參訪創客基地及新創公司，同時

參觀 AI人工智慧應用展（AI‧人工

知能 EXPO）。

參訪創客基地

這次共參訪東京三家創客基地，分

別 為 DMM.make AKIBA、TechShop 

Japan及 FabLab。

DMM.make AKIBA位於東京秋葉原

富士ソフトアキバプラザ大樓內，

共分為兩大區域，分別為 Studio及

Base。Studio位在 10樓，屬工作區，

有許多設備器材供創客使用；Base

則位在 12樓，屬共創空間與交流

區。據 DMM.make AKIBA導覽人員

菊池聰表示，該公司投資約 10億

日幣，其中 5億日幣為機器設備

購置費，自 2014年年底成立至今

約營運 3年，已達損益平衡，並

成功扶植 5家新創公司，約有 350

家企業會員及 750個個人會員。本局副局長許茂新（中）、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張仁久（左三）、科技組組長

洪儒生（右三）、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組長簡國明（左一）、台灣經

濟研究院主任連科雄（左二）合影。

DMM.make AKIBA工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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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EXPO小檔案

AI人工智慧應用展（AI EXPO）是日本最大的AI技術、

應用、服務專業展會，許多專業人士和管理者都利用

此展會聚集在一起交流，是參與AI技術與服務的專業人

士進行互動的理想

場所。

TechShop Japan位於東京六本木 Ark 

Mori Building商業大樓中，以個人創

業為主，有許多個人 Maker以此為據

點，共同發想、討論、諮詢個人創

業所遇到的困難等，目前約有 200

家企業會員及 660個人會員。

FabLab位在東京神田錦町的 FabLab 

Kanda Nishikicho，辦公室在舊大樓的

1樓，大約僅有 8坪，整體較像是小

型的 workshop，裡面有一張小型工

作討論桌，並有基本的Maker設備。

當他們接到案子時，會與二樓的 Leif.

designpark與 Designito Co., LTD 兩間

設計公司一起企劃與設計，形成一

個各自獨立又合作的團隊。FabLab設

立之初並不以賺錢為目的，主要收

入為企業贊助與企業合作，例如負

責企劃與執行日本 Maker Fair活動、

負責經營 Sony在品川的大樓內部的

workshop空間，及與 Loft合作共同設

計開發新產品。

參訪新創公司 Moff

新創公司Moff於 2013年 10月成立，

在一次 Hackathon活動中，由共同創

辦人高萩昭範與軟硬體技術夥伴結識

而創立，目前公司約有 10人。2014

年 3月，Moff在 Kickstarter群募網站

上募集 79,000美元的資金，產品完

成開發後，於 2014年秋季在日本和

美國開始銷售。他們主要的產品是可

穿戴的 Moff Band與搭配的 App，可

針對健康促進與專業復健計畫，以遊

戲化的互動方式增加運動的趣味性，

並提高成就感，未來發展性很大。而

Moff目前以健康復健與老人安養院為

主推市場，不僅可做為復健師判斷病

人復健狀況的輔助工具，也是護理師

協助維持和評估老人健康的工具。這

些產品台灣未來也有需求，所以本

次參訪除帶回相關經驗，也預計邀請

Moff到台灣參加醫療器材展，以做

進一步交流。

參訪 AI EXPO展覽

今年的 AI EXPO在日本東京國際

展覽中心（Tokyo Big Sight）舉行，

此次共有 287家廠商參展，46,323

名參訪者，與去年相比，參訪者

增加 11%。很多大企業及新創企

業都前來參與，如 Fujisoft、NTT、

HITACHI、OPTiM等，是非常完整

的展覽。在開展第一天，明年的攤

位在現場已經被預約 5成以上，可

見其受歡迎的程度。

日本產業愈來愈倚重 AI人工智慧的

技術與應用，AI EXPO展示最新的

技術與科技，包括影像與聲紋辨識、

雲端運算、大數據資料處理等效能，

促成來自金融、醫療、製造、運輸

零售等產業的製造商、零售商及經

銷商在此達成交易與合作，可說是

進軍日本市場的最佳平台。

帶回寶貴經驗助 AI發展

此次參訪日本，經許副局長的安排，

拜訪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與

副代表張仁久及科技組

組長洪儒生會面。張副

代表提及，台灣與日

本的交流非常熱絡，但

大多停留在觀光、文

化、貿易等面向，在工程、技術與

科技的交流相對較少，十分可惜，

而且具有工程背景又精通日文的人

才不多，這對工程技術的實際交流

有很大的障礙，希望未來能重視此

問題，並加以改變，增加台日在工

程、技術與科技上的交流。

此次參訪收穫很大，可提供 AI機

器人自造基地在自造空間活絡、推

廣與營運的參考方向，並帶回機器

人展示空間的創新思維，作為基地

AI人工智慧應用與發展的借鏡。

參訪團於AI EXPO展覽會場合影。

Fujisoft推出老人陪伴機器人PALRO，可從人
臉偵測年齡及情緒。在與長者的互動中，可

記錄其健康狀況與作息，適時回報給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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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王志群

人才、產出關鍵技術及產品，並透

過創新成果之體現，擴大創造應用

推廣效益。

此外，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更

帶領30位來自印尼之大專院校校長

臨場觀賽，配合新南向政策，本局

就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進行介紹，

並就園區與印尼可連結部分交換意

見，雙方交流互惠，期待未來台印

雙方有更緊密之合作機會。

持續培育 
讓陪伴型機器人運用更廣泛

此次機器人應用競賽決賽優

勝隊伍由大會頒發金獎10萬

陪伴型機器人崛起  於中科展開競賽
AiR Competition Held in CTSP AI Robotic Hub

コンパニオンロボット応用コンテストがCTSPで開催

一般人對機器人的印象，通常就是由金屬組成的儀器，現在隨著

科技的進步，機器人已經可以增添「情感」要素，讓它不再只是

冷冰冰的製品，而是「擁有溫暖、可以互動」的陪伴者，滿足人

們需要他人的關懷照護以及陪伴的需求。

本
局結合大同大學跨界資

源， 4月 1 4日於中科智慧

機器人自造基地盛大舉辦「A i R

（Accompany i n te l l i gen t Robot 

Champion）陪伴型智慧機器人應

用競賽」決賽活動，現場共有10支

隊伍入選決賽，最後由大同大學奪

冠取得金獎，銘傳大學獲銀獎、臺

北科技大學及東南科技大學組成的

隊伍得銅獎。本次競賽以「陪伴」

為核心概念，透過「等一個人的咖

啡」的主題，擴大深化現有的IoT

或機器人煮咖啡技術。

提供補助  鼓勵創客動手實作

為激勵具自造空間及培訓場域之單

位投入拓展智慧機器人應用領域，

鼓勵創客（Maker）自造者、學生

與民眾積極參與智慧機器人相關

領域動手實作，本局透過辦理補

（捐）助衛星基地計畫，鏈結大同

大學及中科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

地，培育智慧機器人與自動化產業

有溫度的陪伴型機器人

1. 本局局長陳銘煌（後排左九），主秘林梅綉
（後排左八）與印尼大學校長代表團合影。

2. 本局陳銘煌局長（前排左七）、林梅綉主任
秘書（前排左五）與大同大學校長何明果

（前排左六）等人與獲獎團隊合照。

2

1

元、銀獎5萬元、銅獎3萬元獎金，

以資獎勵，本局局長陳銘煌頒獎致

詞時，除歡迎並勉勵參賽隊伍外，

並表示中科代表台灣已成功爭取到

2018 FIRA世界盃的主辦權，今年8

月將在台中盛大舉辦，歡迎學校團

隊及各大專院校團隊共襄盛舉。中

科未來也將持續針對各階段、各年

齡層或性別等劃分方式，培育更多

元類型之陪伴型機器人優秀團隊，

匯聚鏈結運用至各領域層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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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蕭富仁

培養人才  中科 AI課程強強滾
Series of AI Courses Initiated in CTSP AI Robotic Hub for Cultivating Future Talents

人材を育成―CTSPのAIゼミ

為
培養台灣青年學子做中學、

學中做的創客精神，並能與

園區廠商工程師有交流及共同學習

的平台，本局4月14及15日於中科

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開設「多軸機

械手臂應用實務」及「高階3D列印

進階軟體」課程，讓參與的學員有

機會實際操作機器手臂及3D列印機

台。

「高階 3D列印進階軟體」課程
（Solid Edge）

3D列印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開

端，是製造流程中重要之技術，而

輸出提供3D列印的第一步，需先進

行製作工件之建模程序，因此在進

行3D製作前之建模軟體，為達成重

要關鍵程序之一。Solid Edge為業界

頂尖的3D設計軟體，可協助工程師

以更快的速度設計出作品。本課程

透過基礎介紹、從無到有設計（零

件與鈑金）、中繼檔修改示範、組

立件設計與修改、BOM表輸出、特

徵建立等單元進行實作操作課程，

讓學員深入了解3D建模的空間概

念，增進學員在3D列印中建模技術

與能力之基礎技能。

「多軸機械手臂應用實務」課程

多軸機械手臂為目前工業界應用廣

泛之機器人系統，為增進學員對

多軸機械手臂應用的瞭解、認知與

概念，善用其功能，開設課程分別

針對機械手臂應用、機構及控制方

法等跨領域技術進行深入教學，同

時亦包含機器人視覺系統介紹及

整合，並以自動化應用案例互動探

討，讓學員的學習兼備跨領域知

識、技術、理論、實務操作及實務

應用等多元化內容，強化整合能

力，更充實研發能量，與產業無縫

接軌。

本局除了持續在機器人自造基地積

極推動「AI機器人及創意發想體驗

主題競賽相關課程」及「軟硬體設

備基礎及應用課程」兩系列超熱門

課程，已規劃之論壇、競賽也將接

續辦理，並舉辦創客社群活動，更

要讓Maker精神在中科自造基地持續

擴散與感染每個人。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課程報名網址：

AI機器人及創意發想體驗
主題競賽相關課程

h t tp://www.c t sphub.tw/
courses/course-ai/

軟硬體設備基礎及應用

課程

http://www.ctsphub.tw/
category/courses/course-
shware/

1.「多軸機械手臂應用實
務」課程學員實際操作

機器手臂。

2 .「高階 3 D列印進階軟
體」課程中，講師介紹

SolidWorks和 Solid Edge之
差異性。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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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蕭富仁、沈慈雅

松騰力抗全球第一  專利戰實例分享
Forum on MATSUTEK Co., LTD.'s Experie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特許守り講座―MATSUTEK会社の実例

專
利是公司經營的獨門功夫，

不僅是企業生財的核心技

術，也是產業攻防市場的利器，更

重要的是，專利開發與布局可創造

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為協助廠商

厚植產業競爭力及強化企業對專利

布局的基礎觀念，進而掌握可運用

之技術轉移資源管道，本局在今年

規劃的六場「AI與機器人應用X產

業AI化系列論壇」中，特地於4月19

日在中科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

辦理一場與專利相關的內容─「小

蝦米力拚大鯨魚─專利戰實例分

享」。

專家教戰  用盾劍護專利智財

專利可分為攻擊型與防禦型，攻擊

型專利偏重於企業自己開發的新專

利，讓其他競爭對手不能複製，確

保自身的獲利；防禦型專利主要是

避免遭競爭對手專利訴訟，通常是

調整製程以做出區隔。為了讓與會

者了解如何在國際訴訟攻防戰中妥

善利用「盾」與「劍」來保護公司

與智財專利權，本局特別邀請與美

國iRobot展開專利攻防戰的兩位參

與者－松騰實業董事長燕成祥、工

研院機械所所長胡竹生，現身分享

專利戰交手之經驗，並由具備國際

合作及技術研發實力的台灣智慧自

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的理事長黃漢邦

擔任主持人，藉由大師對談，讓各

界共同學習精進。

精闢分享  讓參與者收穫滿滿

本局局長陳銘煌特別蒞臨現場聆聽

燕董事長的精闢分享，燕董事長從

公司的成立、營運過

程，到歷經1 0多年

的努力，成功躍居全

球第二大清潔機器人廠商，一直到

如何因應這場艱鉅的國際訴訟攻防

戰，皆有詳盡的解說。

活動現場互動熱烈，與會者對完整

配套的專利攻防策略之必要與重要

性表示肯定，同時也更了解，法人

單位除了是技術提供者，也能在訴

訟過程中提供極大的助益，成功鞏

固台灣品牌及全球的市場，協助產

業開啟未來更大的商機。

本局AI系列第三場論壇將於5月26

日舉辦，屆時邀請機器人競賽名

人分享實作經驗，相關訊息已公

告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網

站（http://www.ctsphub.tw/category/

activity/），歡迎各界踴躍報名。

松騰實業有限公司成立於79年，於92年涉足智

慧型吸塵器機器人產業，並擁有中、美、歐、

日、韓等國之完全智慧財產權，是全球第二大

吸塵器機器人研發製造商。

松騰實業小檔案

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二）、工研院機械所所長胡竹生（右二）、智動協會理事長黃漢邦（左一）

及松騰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燕成祥（右一）合影。

論壇現場與會來賓聆聽講者精闢分享。

AI論壇訊息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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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模範勞工風雲榜
2018 CTSP Model Labors 

2018年模範労働者

文、圖／環安組 羅裕堂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勞
工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也是國家經濟發展最主要的

動力，為提倡勞工敬業樂群、負責盡職的精神及對廠

商營運發展之貢獻，本局於1月間辦理中科園區模範勞工選

拔，審查參選勞工的優良事蹟，共評選出42名中科模範勞

工，並推薦3名模範勞工參與全國性模範勞工選拔，其中台

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

限公司的余彬源先生

被選為107年全國模

範勞工。3名推薦人

選及優良事蹟如下：

余彬源

林育正
推薦公司：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績優事蹟：

1   認真負責，勇於創新改變，藉由本身專業、知識及經驗，解決生

產設備之困境及提升良率。

2  專注機械設計及良率改善，減少機台維修及延宕，大幅提升設備

妥善率及降低物件消耗及成本支出。

獲推薦感想：進入永勝光學後，我懷抱熱情面對職務的挑戰與使命，

並以應用機械設計專業，使公司在設備上申請公告專利，及其他特殊

設備與機構設計開發，進而協助公司在各重要階段完成

目標。感謝公司及主管的信任與肯定，讓我承擔公司重

任。面臨日新月異的製程變化及產能目標，未來我將不

斷精進、持續創新，以追求盡善盡美。

推薦公司：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績優事蹟：

1   屢次完成新技術開發及轉移，負責產品良率超越母廠，更以

第一發明人申請得台灣及美國專利。

2  主動積極，不畏改變，並以優秀的協調能力達到團隊績效。

同時關懷團隊，注重人才養成，主動分享經驗和知識。

獲推薦感想：此次獲選代表中科參加全國模範勞工選拔，除承

蒙主辦單位青睞，更要感謝公司長官們的栽培指導，工作伙伴

的支持和全力相挺。工作中的所有成果，皆來自團隊合作，所

以榮耀應屬公司全體同仁，個人實愧不敢當。在參選過程中，

深感技術及能力的不足，日後除繼續在崗位上戮力以赴，將更

兢兢業業，朝向未竟之目標，堅持下去。

推薦公司：台灣樫山股份有限公司
績優事蹟：

1   運用本身專業技能與知識，確實改善作業環境，促進員工身心

健康，對於各項問題提出創新改善建議，深獲公司肯定。

2  積極推動安全衛生並有成效，獲得中科管理局及勞動部職安署

肯定，並獲獎表揚。

獲推薦感想：我一直深信「唯有建立安全無虞的工作環境，才能確

保員工安全與健康」。在工作上，感謝公司給予完全的信任與支

持，也感謝中科管理局及園區公會的協助與厚愛。這次感謝評審的

肯定與鼓勵，謝謝你們看見我的努力，並且認同我。得到模範勞工

獎項的殊榮，將是我未來持續奮鬥努力的目標。

江宛錡

余彬源（右）獲選為107年全
國模範勞工，與勞動部部長

許銘春（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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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勝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07年模範勞工名單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晶材股份

有限公司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陳采竹

紀吉鴻

嚴宗榮

元翎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友霖生技醫藥

股份有限公司

千附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中科分公司

程泰機械股
份有限公司
中科分公司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分公司

台灣捷時雅邁科

股份有限公司

蔡亞陸

張家豪

陳振奇

陳唐逸

陳麗玲

林宸葦

吳瑞騰黃應良

葉信甫

楊証淇

陳岳煌

蔡世春

魏名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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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15A廠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后里廠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周文偉

林晃達

陳穀鴻

郭年益

涂世昇

陳瑞堂

徐小婷

梁家傑

鍾易辰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15B廠

怡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廠

丁鵬泰

張鈺松

廖信閔

張永

張雅菱

黃洽士

林俊甫王俞傑

許木清

陳滄彬

范和安

姚巧婷

謝文揚鄭東昕



文、圖／投資組 張豪君、沈慈雅

參訪園區  一探未來智慧生產趨勢
Observation Tours to Explore Smar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Developed by CTSP Enterprises

入居企業を訪問  未来の知恵生産トレンドを把握

台中園區擴建計畫廠商－巨大機械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簡報。

授旗主辦暨會員頒

證記者會」後，由

局長陳銘煌率記者

團參觀中科台中園

區擴建基地，及參

訪橋椿及程泰等廠

商。

提升產能及獲利  
橋椿中科新廠導入

自動化生產線

橋椿於中科投資50

億元規劃的中科新

廠，是一個由超過

200座機器手臂整

合成數個製造單元的自動化生產工

廠。從以往的13階段生產流程，轉

為1條智慧自動化生產線，不僅使

生產線作業員大幅減少，以往需要

由具備數十年功底的老師傅處理的

為
讓大眾進一步了解目前台中

園區擴建案執行情形及園區

智慧生產線廠房建置營運的狀況，

本局於4月13日上午舉辦「2018 

FIRA 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之

巨大營運總部及自行車文化

館採用綠建築概念設計，具

有環保意念。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與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楊慶褀（左）合影。

專業打磨，也都由智慧機械處理，

並可在短短15至32秒內即產出一件

產品，大幅提升產能並降低人力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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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零件的生產效率、少量多

樣的應變能力以及生產履歷的追

蹤，並可達到全自動化產線的程

度，藉由中央控制軟體的功能

（G.NET），將區域內具有通訊能

力的機器設備、倉儲系統、機械

手與感測元件等加

以串連整合，並且

達到可於中控台內

進行系統監視、排

程規劃、分析控管

與執行、停止等功

能。

透過無人化的智慧

生產線，不但可提

升產能、降低人

力，生產現場還不

程泰機械成立於民國64年，為台灣目前最具規模的專

業 CNC 車床製造廠商之一，擁有超過三十年生產高品

質、高精密、高性能 CNC 車床的經驗，近年搭上工業

4.0熱潮，更打造一條示範智慧機器人生產線，做為展

示其設備及技術精湛的舞台。

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整個產線明

亮整潔，與過去傳統印象中環境不

佳的水五金工廠大相逕庭，整潔的

環境間接提升產品良率及品牌形

象。橋椿導入自動化生產線對產能

及獲利確有極大幫助，更印證智慧

工廠為未來主流的趨勢。

切合國際趨勢  
程泰機械打造智慧機器人示範產線

程泰示範生產線是整合自動化、

智能化及關鍵監測技術來達到智

能生產的目的，以改善工具機、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與程泰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楊德華（左）合影。

橋椿公司小檔案

用開燈，可節省能源，降低能源耗

損。此示範生產線也與本局配合智

慧機械之都發展項下「強化區域合

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

業升級計畫」合作，持續精進，以

達智慧機械願景。

程泰機械小檔案

橋椿公司為全球第一大鋅合金水龍頭零組件廠商，

於中科開發進階水五金自動化製程設備，包括自動

組裝設備、多工件拋光系統、研

磨前（壓鑄成型）整合製程機器

人自動化生產單元、整合研磨與

拋光製程的機器人自動化生產單

元及表面缺陷自動光學檢驗設備

等，為業界自動化工業的典範。

橋椿的水龍頭產品造型精緻，有如藝術品。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生產之零件。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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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權益  國賠法報你知
On State Compensation Act 

権益を保障  国家賠償法について

文、圖／企劃組 林詩淵

國
家賠償責任是國家責任體系

中公法責任之一環，隨著國

家公共任務涉及層面的多樣化及

複雜化，因國家行為使人民權利受

損，究竟有無發生國家賠償責任之

認定愈形重要，因此本文就國家賠

償法作簡介，讓大家對國家賠償規

定有初步的認識與了解。

國家賠償的意義

在民主國家，人民面對公權力的違

法侵害，應有請求權利保護的途

徑，在多元的權利救濟體系中，不

同的權利保護途徑有著不同的功

能、其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學理

上，人民的權利保護途徑可分為

「第一次權利保護」與「第二次權

利保護」，前者的功能為「權利侵

害的排除」，例如行政爭訟中的撤

銷訴訟與結果除去請求權，均屬第

一次權利保護；而後者的功能則為

「既成損害的填補」，國家賠償訴

訟中的國家賠償請求權，屬第二次

權利保護，兩者

不僅實體請求權

基礎不同，所應

適用的訴訟程序

亦有別。

公務員因職務上

違法行使公權力

或怠於執行職

務，或公有公共

設施因設置或管

理有欠缺，致使

人民權益受損，

此時由國家負擔

受損害人民的賠

償責任。國賠法

的制定，可使該

公務員執行公

務時依法積極任

事，不必瞻前顧

後，縱有侵害人

民權益情事，只

要沒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就不必負

損害賠償責任，而由國家負其責

任。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

原因類型

在何種情況下，人民可以提出申請

呢？一是公務員違法行為之國家賠

償責任，包含公務員、受委託行使

公權力者執行公務時故意或過失致

使相對人受有損害，又可分為積極

的公權力行使與消極的怠於執行職

務，例如地政機關在辦理土地登記

時，不慎登記錯誤致使土地房屋所

有權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等。另一

種則是公有公共設施之國家賠償責

任，包含設置之初及存有瑕疵與設

置後未妥善維護管理，例如某道路

坑洞未能及時填補修繕致使用路人

受傷等。

請求權人

係指得請求國家賠償的權利主體為

何，簡單來說，即是哪些對象符合

提出申請國家賠償的資格。制度設

計請求權人並不限於受有損害之本

人，包含家屬也能代其提出申請，

對象有下列四種：

一、被害人。

二、對被害人支出殯葬費之人。

國家賠償法於69年7月2日公布實施，70年7月1日施行，

全文共計17條，屬普通法性質。

國家賠償法小檔案

請求賠償之項目與範圍（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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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友善職場  平權暨性騷擾研習會開課
Lecture on Gender Equality &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in Workplace  

フレンドリーな職場を作る  ジェンダー平等研修が開催
文、圖／環安組 何怡佳、投資組 沈慈雅

三、被害人死亡時，其父、母、子、女及配偶。

四、對被害人有法定扶養請求權之第三人，例如

被害人的父親，因被害人的生命權被侵害

時，其對被害人的法定扶養請求權也同時被

侵害。

請求權消滅時效

請求權消滅時效，是指請求權人應在什麼期限內

依法提出申請。依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規定，

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2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5年者亦同。

「知有損害」是指知道有發生損害的違法行為而

言，簡單來說，受害人及家屬應在知道遭受損害

起的2年內提出申請。若知道受損害之時間，在

損害發生日起的5年後，依規定，國家賠償請求

權仍舊消滅。請大家注意國賠請求權之消滅時

效，別讓自己的權益睡著了。

國家賠償流程圖（資料來源：法務部）。

  性別工作平等法》是重要的

性別與勞動法案，被視

為台灣保障職場性別平等的重要工

具，它規範了各項消除職場歧視的

措施，像是如何避免懷孕歧視、性

別歧視、性騷擾防治與處理等。

有鑑於此，本局於4月1 9日辦理

「106年度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治

研習會」，以加強園區廠商對於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就業歧視案

例之認識與瞭解，保障職場工作平

權，消除性別及就業歧視，落實

《性別工作平等法》所定內容及就

業歧視之防治，協助園區廠商建立

性騷擾防治機制。

本研習會邀請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

教授郭玲惠主講，議

題包含「就業歧視實

務案例分析」、「性

別工作平等（含性別

工作平等法實務、職

場性騷擾案例分析、

事業單位性騷擾防

治機制之建立及Q& 

A）」。過程中，講

師與參與者共同探討

前項議題相關之法令規定及分享實

務推動經驗，廣受佳評。

研習會由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教

授郭玲惠主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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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稅業務人員講習課程  圓滿結束
Certification Courses for Enhancing Bonding Operation Personnel's Expertise  

パーク保税業務講習

文、圖／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 王儷緣

保稅是一種鼓勵出口的制度，具備手續簡便及減輕廠商資金負

擔等優點，可以有效鼓勵廠商出口，推動經濟發展。它的意義

如下：未經海關徵稅放行之進口貨物、轉口貨物，其應繳納之

稅費，允許由納稅義務人提供確實可靠之相當擔保，或其他海

關易於管控監督方式，暫時免除或延緩繳納義務。其進口稅費

應否繳納，視貨物動向而定，如貨物就原狀或經加工後出口，

則免繳稅費；如貨物進口，自應繳稅。而將此種未稅貨品置於

海關監控之下，以免流入課稅區之制度稱為保稅制度；此種未

稅（暫免繳稅）貨物，稱為保稅貨物。

財稅名詞辭典－保稅

科
學園區為國內保稅業務重點

區域，依據《科學工業園區

保稅業務管理辦法》規定，園區事

業經核准辦理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

月彙報業務的從業人員，必需經辦

保稅業務達2年以上，或通過保稅

業務人員講習並取得結業證書。

密集訓練 
為保稅人員添生力軍

為協助培養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人員

專業學能並取得合格證照，俾利

園區廠商執行保稅相關業務，避免

誤觸法令，及增進廠商自主管理能

力，以提升行政效能，科學工業園

區同業公會中區辦事處每年都依據

《海關審查民間機構辦理自主管理

專責人員訓練及保稅業務人員講

習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科學工

業園區保稅業務人員講習課程」，

今年講習課程於4月23日開辦，共

計39位學員報名參加，課程為期3

天，歷經24個小時的密集訓練課程

後，所有學員於4月25日順利通過

測驗並取得結業證書，為園區保稅

業務人員再添生力軍。

教學深入淺出　

增加學員實務戰力

本課程邀請中科管理局工商組組長

黃懿美及關務署臺中關組長鄭國龍

等單位長官授課，課程內容豐富精

彩，包含科學工業園區保稅實務、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科

學工業園區法規概述、進出口作業

規定、關務基本法規介紹、科學

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相關法規、科

學工業園區年度盤存實務以及貨

物通關自動化介紹等課程。

每位授課講師的經驗皆十分豐

富，教學幽默風趣，課程中透過

實務案件與相關法規搭配說明，

深入淺出的方式，讓每位學員逐

步瞭解多面向的保稅業務課程。

每當學員有問題，講師亦會熱心

利用課餘時間為學員解惑，讓學

臺中關中科業務課課長林昭猛為學員授課。學員專注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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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稅季來臨  營所稅教戰講習
Lectures on Declaring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 Income Tax 

事業所得税講習
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

說明：每年5月為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旺季，因應產業脈動、法規更新，本

局邀請安永與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為園區廠商講授相關訊息，內容包括

結算申報書格式、申報須知、各報表說明、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揭露、外銷

收入漏未申報、進出口運保費、移轉訂價、常見錯誤申報態樣等議題深入

說明，與會廠商抓緊機會提問，講師亦分享歷年查核實務，期園區廠商申

報順暢。

黃子評

林楷

李宛儒

主題：營所稅申報注意事項

與財務分析工具

日期：4月11日
講師：黃子評、林楷會計師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題：106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申報查核實務

日期：4月24日
講師：李宛儒會計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員有更多體會跟收穫。

為了讓園區廠商順利執行推動保稅相關業務，中科管理局、財政

部關務署及科學園區同業公會非常重視保稅人才的培養及經驗交

流，園區公會並設有保稅作業委員會，更由園區廠商推舉熱心又

有嫻熟經驗的保稅主管擔任委員會幹部，加上中科管理局委託園

區公會辦理保稅通關系列交流講座及座談會等，相信在各方同心

協力合作下，能讓科學園區進出口及保稅業務更順利有效率，從

業人員執行業務更得心應手。

1.承辦單位園區公會中區
辦事處處長陳季媛（前

排左六）、財政部關務

署臺中關組長鄭國龍

（前排左七）與上課學

員合影。

2.講師吳世富（中）利用
課餘時間為學員解惑。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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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德國紅點設計

獎比賽，共有來自

全球59國的數千件設計作品參與，

筆者以當年在中科實中任職時所設

計的「磁吸式六芒星棋」數學遊戲

教具參賽，獲得德國紅點大賽設計

相關獎項。中科實中首次參加德國

紅點大賽，就抱回相關獎項，全校

師生皆十分振奮。更難得的是，這

也是台灣首件獲得國際大獎肯定的

探究式教具。

結合科技部執行高瞻計畫

再創高峰

中科實中結合科技部高瞻計畫，頻傳

捷報，此次由於該計畫的經費支持，

讓創意得以找到出口，使本作品順利

誕生。中科實中校長林坤燦表示，感

謝所有高瞻計畫團隊夥伴的積極付

出，也特別感謝筆者多次協助中科實

中師生參與國際科學活動。

「磁吸式六芒星棋」的主要特色有四

點：（一）培養學生由觀察棋組的遊

戲，進一步學會數學歸納的分析習慣

與能力。（二）可以具像化理解數學

歸納法的概念與意義。（三）教師可

引導學生利用數學歸納法來驗證數學

命題。（四）具體理解遞迴數列及體

會排列組合的實際應用。

此項教具已融入創新課程，未來也將

持續推廣，培養學生對自然科學的思

辨素養。

六芒星棋又稱六星棋或星棋，

玩遊戲時，由 2個人擔任玩

家，輪流取走線上1顆或2顆相鄰

的棋子（有直線相接相連的位置即

視為相鄰），取走最後一顆棋子的人為輸

家。六芒星棋簡單又有趣，卻蘊含許多數學原理，包括：數論、集

合論、幾何學、指對數、數列與級數等，是一項寓教於樂的遊戲。

六芒星棋這樣玩

紅點設計大獎（ R e d  D o t 

Des i gn Award）是由德國著

名設計協會Des ign Zent rum 

NordrheinWestfalen於1955年創

立，廣受國際認可，且與德國 

iF 概念設計獎（iF International 

Forum Des i gn）、美國傑出

工業設計獎（ IDEA）、日本

優良設計獎（G o o d D e s i g n 

Award），並列世界四大國際

設計競賽。德國紅點設計獎被

外界譽為「設計界的奧林匹

克」競賽，亦為教育部認可之

知名國際設計比賽獎項之一。

中科實中告捷

台灣首件探究式教具獲國際肯定
Congrats! Hexagon Star Chess Game, Developed by the Former NEHS@CTSP 
Teacher, Dr. Yu-Jen Hu, Won Red Dot Award 2018

CTSP実験高校の教具がレッドドットデザイン賞を受賞

文、圖／胡裕仁

德國紅點設計獎

筆者參訪台北紅

點設計專區。

六芒星專利證書。

獲獎的六芒星棋。



輔
大教授張善禮曾說：「現在

的世代，英文是必備，第二

外語是優勢。」他認為第二外語課

程，除了精進外語溝通與文化理解

能力，也能擴展個人世界觀，培養

未來國際行動能力。有鑑於此，中

科實中就以第二外語特色課程為校

本特色，每名高一新生都須修習一

門第二外語，以培養國際行動能力

及跨文化溝通人才。

深耕外語學習  成效斐然

中科實中自104年起，與歌德學院簽

訂歌德課堂計畫來推廣德語教育，

並與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第二外語教

育學科中心合作，開辦中部地區第

二外語營，鼓勵學生取得新優勢。

今年德語專班再創佳績，10位高一

同學學習僅不到60小時，就全數通

過初級檢定，顯現精緻化小班級，

深耕外語學習，教育

成效斐然。

對於學習德文的感想，

宋宛蓁同學表示，剛接觸

德文時覺得非常困難，但是學習一

段時間後獲得興趣，就越來越著迷

了，努力之後通過初級檢定，覺得

非常有成就感。而王彥祺同學認

為，自己本來帶著好奇心學習，發

現德文很難，極具挑戰性，不過也

因此學到很多新事物，更加了解德

國大小事。

以溝通為目標  助學生迎向未來

德語老師賴怡君認為，學習外語並

非只是學習文法，中科實中德語課

程以表達與溝通為學習目標，透過

課堂上的練習及檢定聽說讀寫各項

能力的訓練，希望能讓學生更有

自信，清楚的表達自己。往後前往

德國交流參訪時，也將書本上習得

的知識運用在實際生活中，希望這

樣走出課堂的經驗不僅能讓學生難

忘，更能在未來勇於挑戰未知。

今年暑假，中科實中也將安排學生

前往德國夥伴學校，進行兩週入門

班課程學習及文化交流。屆時會提

供住宿家庭，學生僅需買張機票就

能前往德國，增加雙方深度互動，

相信對於德語學習及國際化會更有

幫助。

德文專題小班教學採密集式課程，讓學生

短時間提升德語基本溝通能力，進而深度

了解德國文化。

中科實中好「德」意  德語檢定 ALL PASS
All NEHS@CTSP High School Freshmen in German Class Pass Basic German Exam

CTSP実験高校ドイツ語コースの生徒が全員ドイツ語能力試験に合格

文、圖／中科實中 施勇廷

深耕外語學習，教育

對於學習德文的感想，

宋宛蓁同學表示，剛接觸

德文時覺得非常困難，但是學習一

段時間後獲得興趣，就越來越著迷 自信，清楚的表達自己。往後前往

All NEHS@CTSP High School Freshmen in German Class Pass Basic German Exam

CTSP実験高校ドイツ語コースの生徒が全員ドイツ語能力試験に合格

訊息快遞 Lif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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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園區公 4、公 5公園規劃特色
The Ecological Design of Park No.4 & 5 in Huwei Park

虎尾パークの公園計画

文、圖／營建組 蔡榮峯

近
幾年虎尾園區進駐廠商越來

越多，園區顯得更加熱鬧，

公共設施的開發也越形重要。今年

園區公3公園正興闢中，而位於園

區科雲南路旁之公4、公5公園亦將

同步啟動。為提供園區廠商更好的

服務品質，並拉近園區跟社區之間

的距離，本局特別委託廠商進行規

劃設計，依照現有地形地貌與周邊

公園綠地等特性，整合兩處公園與

綠帶、滯洪池及廠商周邊景觀，形

塑整體景觀特色。

公 4公園視野開闊  層次豐富

公4公園位在科雲南路及科虎二路交

界處，西側為廠房用地，在設計上

將保留大面積的綠地空間，讓動線

與視野保持開闊，所以以喬木與灌

木搭配，營造複層植栽，讓整體更

有層次。公4公園以剛發芽的新葉為

設計構想，在北側塑造一處廣場，

公園地形上呈現緩坡內凹的型態，

視野通透，不僅是一處表演廣場，

亦具有生態上的滯洪效果。

公 5公園以自然為師  讓人與自然
共存

位在社區活動中心旁的公5公園，

以生態機能為出發點，所以植栽選

擇蜜源植物及適合生物當棲地（如

獨角仙喜好棲息的光蠟樹）的物種

進行設計，並透過地形變化選擇植

栽群落，以形塑動物、昆

蟲可隱蔽的棲地空間。步

道的材質則以循環經濟的

概念，利用基地內整理的

雜木樹幹製作原木步道，以自然為

師，讓土地可以自然呼吸，達到人

與自然永生共存的目的。此外，位

於公5公園內的社區活動中心是居民

及社區小學重要的聚會空間，在設

計上能引導學生或親子共遊園區，

因此動線由活動中心連接到滯洪池

觀察水域生態，亦可觀察自然步道

內的生物活動，成為虎尾園區重要

的環境教育場域。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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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 規劃中的公4、公5公園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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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美  景觀佳  中興園區處處是亮點
Discover CTSP: Impressive Architectural Designs & Natural Sceneries in 
Chung Hsing Park

美しい建築と景観―中興パークの見どころ

文、圖／營建組 蔡榮峯、楊素琴

Discover CTSP: Impressive Architectural Designs & Natural Sceneries in 

園區之美

中興園區

中
興園區是中科最晚開闢的一

處園區，面積雖然不大，可

是整體規劃與景觀設計卻不輸大型

園區，建築充滿特色與美感。從空

中俯瞰園區，道路呈現巴洛克式的

優美線條，綠地及滯洪系統空間更

是多元化，除了有傳統形式的滯洪

池，也有渠道形式的滯洪溝，整體

空間在工程設計的細緻規劃下，兼

具人文及生態特色。

戶外景觀多變  建築各有千秋

中興園區除了基本的園區景觀，區

內廠房綠建築及戶外景觀更是值得

仔細欣賞。區內工研院的綠建築將

綠地有層次的延伸到建築物屋頂；

百佳泰公司的建築設計，銀色建材

包覆在建築外，有如飛行船造型，

充滿未來科技感；正瀚生技公司半

透明的綠色玻璃遮罩，搭配綠色建

築量體，則充滿前衛與先進的想像。

波斯菊花海  營造景觀亮點

由於中興園區基地內尚有未承租的用

地，本局自去年底即展開規劃，利用

這些空地遍植波斯菊，藉以增加中興

園區的景觀特色，不僅增加景觀亮

點，也提升土地養分。本局局長陳銘

煌於4月13日率一級主管視察中興園

區，並了解花海景觀的營造成果。

波斯菊的花語是純真與永遠快樂

著，園區景觀規劃初衷，即是希望

能讓園區廠商及周邊居民共同享受

這份自然美感，營造愉悅而快樂的

工作環境與生活場域，以創造更多

工作的價值。希望大家能共同維護

這份美好，只欣賞而不要摘採，讓

更多人認識這裡。

3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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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興園區內渠道形式的滯洪溝。
2. 中興園區內的中創園區鳥瞰圖。
3. 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右六）率一級主管視察中興園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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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可可夜總會

◎ 放映時間  107/5/9（三）PM6:30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動畫
◎ 片長  1小時46分

故
事描述一位對吉他執著且懷抱夢想的男孩米高，由於他的祖太

婆被吉他手拋棄，家族因此唾棄音樂且從事製鞋業。有一天，

米高誤闖進死人的世界，這次遭遇顛覆了他的世界，他重新對家族吉

他手有新的認識，也讓他對音樂的熱情和家族的堅持有了一次和解。

米高熱愛音樂，而在「亡靈節」這天，米高的家族發現他對音樂的熱

情，盛怒之下砸了他的吉他。傷心又憤怒的米高跑去已逝偶像－吉他

之神德拉古司的紀念碑內，卻意外進入「夜總會」的世界，變成了只

能被亡靈看見的「活死人」。他必須在亡靈節結束前找到在夜總會的

祖先家人，才能回到活人的世界。他是否能在夜總會的世界釐清家族

對音樂的怨念，並在亡靈節結束之際找到回家的路呢？

普

中興新村轆轆散步市集  作伙來逛街 
Let's Visit RuRu Stroll Market in Chung Hsing New Village 

中興新村轆轆散歩マーケット　一緒に買い物に行こう

文、圖／好約作伙工作室

轆轆散步市集【剛好小滿第八回】

日子剛好，幸福小滿，

快樂生活這樣最好。

吃一點虧，佔一點便宜，

心滿意足這樣最好。

五月初夏 小滿時節，

邀請大家來轆轆散步市集，

一同感受【剛好小滿】的悠閒時光⋯⋯

市集日期：5/26（六）、5/27（日）

　　　　　12:00∼17:30pm

市集地點：南投中興新村中興大

　　　　　操場旁樟樹小森林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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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光陰  綠蔭成林
訪園區綠美化推手—蔡紹斌
CTSP Exclusive Interview: Mr. Shao-Ping Tsai, Promoter of Green 
Landscaping at CTSP

CTSP緑化の推進者―蔡紹斌

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楊素琴

焦點人物

蔡紹斌 專訪

蔡
紹斌原本在清水鎮公所任

職，因為想嘗試不同的職

務，便同時向數個單位投遞履歷。

他對植物很有興趣，本身的專業又

是造園及景觀，是當時稀少的人

才，所以很搶手，最後因中科籌備

處的商調函比其他單位早到，他認

為是緣份，就選擇到中科任職。

當時的中科籌備處位於中港路的中

國商銀樓上，報到手續完成後就被

直接送到籌備處設在大肚山的工務

所，開啟了在園區的營建業務。那

時候正處在建設初期的中科台中園

區，原屬於台糖土地，都是大片的

草莽、甘蔗田與地瓜田，因為中科

園區是採建廠廠商跟公共工程同步

施工的方式，廠商基本上都處於趕

工狀態，導致園區的施工便道常須

配合工程需求而改道，往往前一天

下班時走的路，隔天一早上班時就

不見了，是參與園區開發初期的同

仁難得的經驗。

以專業精選樹種  嚴格把關

蔡紹斌說，園區初期的景觀工作，

是要透過植栽結合近自然工法的方

式，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環境的重

建與復育，讓環境更優美，所以園

區的景觀工作，從設計階段的樹種

選擇、發包之後廠商的種植，到完

成種植後一年的養護工作，每個階

段都得嚴格把關。要讓環境顯得優

美，更重要的就是在這些工程階段

完成後，由籌備處接手的經營管理

工作了。今日中科園區能重新吸引

到眾多的鳥類、爬蟲類、昆蟲以及

兩棲類動物慢慢進駐，也是園區在

環境重建工作上的一項成果。

中科公園化  台中園區被綠意環繞

如今十餘年過去，整個園區的樹木

從點連成線，擴增成綠帶，進而成

為一片「園區樹海」的景觀。從高

處或空中鳥瞰，更可以發現行道樹

就像一條條綠色遊龍般，盤旋在園

區內，顯見蔡紹斌的堅持是對的，

而他對這些植物也充滿了感情，看

著它們從瘦小的樹苗，長成如今蓊

鬱的大樹，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慢

慢長大一樣，讓他不僅充滿了成就

感，也感到萬分自豪。

選擇、發包之後廠商的種植，到完

成種植後一年的養護工作，每個階

段都得嚴格把關。要讓環境顯得優

慢長大一樣，讓他不僅充滿了成就

感，也感到萬分自豪。

蔡紹斌小檔案

在中科任職13年，親身參與園區開

發初期工程，致力於園區綠美化至

退休，將過程及感想寫成《中科13

年園區綠美化手札》一書。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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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交流 CTSP Visitors

加拿大卑詩省

省議會省議長 

Darry l  P lecas 

（右三）率團

參訪中科，本

局局長陳銘煌

（中）接待。

台英國會小組主席

Lord Steel of Aikwood

（右四）率團參訪

中科，由本局局長

陳銘煌（左四）接

待。

本土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林森

（右）拜會本

局局長陳銘煌

（左）。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蕫

事長楊德華（右）拜會本

局局長陳銘煌（左）。

4/2 4/9 4/264/11 4/183/31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副院長樊建國（前排左十二）率隊參訪，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前排左十三）接待。

科技部駐休士頓科技組

組長游慧光（右三）與

逢甲大學主任李德明（右

二）參訪中科，本局局

長陳銘煌（中）接待。

Innovion董事長 Tom Devine（右三）、執

行長 Tim Townley（右五）拜會本局局長

陳銘煌（右四）。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副院長樊建國（前排左十二）率隊參訪，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前排左十三）接待。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蕫

本土股份有限公

Innovion董事長 Tom Devine（右三）、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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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材募集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
Job Openings in May 2018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LCD／CF 製程／設備工程師、
測試整合工程師（后里廠）、技師

大學以上，理工相關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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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
太陽能矽晶圓現場技術員

學歷：高中（職）以上

工作地點：后里／台中／梧棲

執行生產作業、設備操作，生產效能與良率提昇、

設備故障排除。

太陽能矽晶長晶工程師、太陽能矽晶加工工程師、

太陽能矽晶切洗工程師

學歷：專科以上理工科系

工作地點：后里／台中／梧棲

原物料評估，製程標準化設定、生產效能與良率提
昇、設備故障排除。

請至公司網站www.auocrystal.com投遞履歷或至

104網站（www.104.com.tw）搜尋『友達晶材』

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塗工－技術員

學歷：高中職畢業

無塵室作業、溶劑作業、環境使用化學溶劑需配戴相關
防護具、需搬重物、配合4休2連操日夜勤務及加班

品保客服工程師 

國內外客訴案件之處理、協調產線、品保進行客訴分析
與處理、配合長短期海外出差（大陸／日本）、具面板
廠或業界經驗者佳、日文N2以上或英文

請至104人力銀行投遞線上履歷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美公司

Probe Department Manager、Wafer Sort Test Engineer、

Equipment Enginee、PHOTO Equipment Engineer(Experienced)、

Process Engineer、PHOTO Process Engineer (Experienced)、

DRAM ProductEngineer、DRAM ProductTestDevelopment 

Engineer、Packag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ngineer、

PHOTO Equipment Engineer (Experienced)、OCT CPEE RDA/ 

METRO Engineer、OCT CPEE DIFF/IMP Senior Process and 

Equipment Engineer、OCT CPEE Dry Etch Senior Engineer、OCT 

CPEE CMP SENIOR ENGINEER、OCT CPEE Photo Senior Engineer、

Assembly Equipment Support Technician 

Masters/Bachelor in Engineering Electricals, Material 
Science, Chemical Engineering, Physic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or relative fields

生產線技術員／品檢員

學歷：高中以上

更多職缺請至台灣美光職缺網站（http://jobs.micron.

com/）或104人力銀行查閱及應徵。

合盈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型工程師  
1.塑膠成型模具維修保養

2.射出成型機台調整、設定

3.製程改善、治具開發、提升產能

4.SOP撰寫

需具備塑膠射出相關經驗者，月薪40k－50k

請透過104或1111人力銀行投遞履歷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  
學歷：高中職畢業以上

1.須可耐久站和搬重物

2.須配合四班二輪，每兩周輪調日／夜班

請透過104或1111人力銀行投遞履歷

意者請依應徵方式投遞履歷或攜帶履歷親洽臺中市政府豐原就業服務站中科就業服務臺

洽詢電話04-25607437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1號（台灣就業通免付費電話0800-777888）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網址  http://www.eso.taichung.gov.tw/
大臺中人力資源網址  http://takejob.taichung.gov.tw/

2018職來薪旺－大屯區廠商聯合徵才活動

活動時間：107/5/18（五）10:00-14:00

活動地點：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32號）

設攤廠商預計有32家，歡迎求職朋友參加，並預祝找到合適工作



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文／投資組 沈慈雅 圖／陳大明
小白鷺  園區鳥蹤之

小白鷺小檔案

學名：Egretta intermedia

特性：白鷺鷥一共有四種：大白鷺、中白鷺、小白鷺和黃頭鷺，

差別在於體型大小，而小白鷺是其中體型最小的。牠白色的身體

修長，嘴巴和腳都是黑色的，腳掌卻是黃色，由於站姿優雅，看

起來非常悠哉，但聲音卻沙啞而大聲。牠是冬天裡較活躍的動物，

為蕭瑟的冬天增添活潑的氣息。

拍攝地點：水堀頭

十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