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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園區轉型發展

強化在地教育資源 本月
焦點

Featured Story

文 ‧ 圖／企劃組 江國忠　投資組 蔡方琪

二林パークの発展
教育環境改善策略連盟契約を締結
Erlin Park Transforms to Strengthen Loc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本局與國立中科實中、彰化縣政府、彰化縣立萬興國中於 6月 25 日共同簽署「配合二林園區轉型發

展需求之教育環境改善策略聯盟合約」，此為首創科學園區與地方政府及學校等四方聯盟，以建構

二林園區優質投資環境。

◆本局局長王永壯（中）、彰化縣縣長魏明谷（右二）、中科實中校長陳國祥（左二）、彰化縣立萬興國中校長趙士瑩（右一）

在園區同業公會秘書長張致遠（左一）見證下，四方共同簽署策略聯盟。

二林園區各項公共建設及景觀綠美化已漸

趨完善，而強化在地教育資源，照顧園區從業

員工子女就學需求，是打造優質投資環境重要

的一環。自民國 99 年以來，中科實中辦學成果

優異、學生的傑出表現，已成為園區從業員工

子女就學的重要選項，因此，本局著手推動四

方互相交流與支援，達到改善教育環境，建構

優質投資環境，期能吸引國內外高科技廠商及

優秀人才進駐，使二林園區成為高科技產業新

聚落，增加就業人口，並帶動地方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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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科 提升國際競爭力

活動由東海大學音樂系學生所組成室內樂

團演奏拉開序幕，本局局長王永壯表示，將中

科建構為優質的科學園區，成為最具競爭力的

園區，一直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今年 6 月，中

科創園區先例，與中央氣象局簽訂合作協議，

將在中科園區合作建置自動氣象站及強震即時

警報系統，以提升天然災害應變能力。此外，

鼓勵園區廠商積極投入研發創新，持續為園區

注入新的創新動能。

蕭政委表示中科是在地方與中央通力合作

下的成果。沈理事長表示，面對國際競爭，要

以研發為後盾，配合政府政策及資源整合、引

進全球優秀人才，讓旅外學者返國貢獻長才。

會中頒發創新產品獎、高科技設備前瞻技

術發展計畫績優廠商、獎勵園區創業（新）育

成中心培育優質廠商等獎項，期勉得獎的廠商

成為典範，持續為園區注入新的創新動能。

本局 7月 27 日舉辦成立 12 週年「中科 12‧獨一無二」慶祝活動，行政院政務委員蕭家淇、園區

公會理事長沈國榮等約 300 多位貴賓盛情參與，共同見證園區開創 12年的成果。

◆本局局長王永壯（前排左六）、行政院政務委員蕭家淇（前排左五）、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前排右七）及監事長謝其嘉

（前排右六）、副理事長陳麗芬（前排右五）、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執行長侯惠仙（前排左四）、新竹縣政府秘書長楊文科 

（前排右四）、南投縣政府副縣長陳正昇（後排左五）、臺中市政府副秘書長郭坤明（後排右三）、竹科管理局局長杜啟祥（後

排左六）及南科管理局局長林威呈（前排右三）等貴賓出席祝賀中科 12 歲生日快樂。

文、圖／投資組 楊琇喻、蔡方琪

中科１２　独一無二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 12周年イベント
CTSP 's 12th Anniversary

本月
焦點

中科 12  獨一無二

中科歡慶成立12週年
Featured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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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藝術饗宴 現場陶醉

本年度週年慶活動以音樂藝術呈現，由舞

蹈畫家余美心老師從數字 12 延伸，設計出太陽

慶生盤，象徵時間軸概念之週年慶儀式，由蕭

政委、王局長、沈理事長等代表著畫後，用優

美的肢體舞動生命力，以手為畫筆繪出獨一無

二的獨特代表性畫作。

此次特別邀請園區廠商－長園科技副總經

理張惇杰擔任鋼琴演奏，彈奏蕭邦夜曲 Op.9 

No.2、拉赫曼尼諾夫：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第

18 變奏（電影似曾相識插曲）、蕭邦練習曲

Op.25 No.1 等曲目，美妙的琴音，讓人陶醉。

全國動物醫院執行長陳道杰為此次活動準

備天空之城、港都夜雨、貝加爾湖畔等三首曲

目，以小提琴搭配本局投資組陳敬涵小姐鋼琴

合奏出優美樂音，讓大家驚豔不已，接續在港

夜雨別出心裁安排由男性獻花擁抱橋段，又讓

大家莞爾微笑，精湛琴藝搭配貝加爾湖畔美麗

風光在舞台呈現，讓與會貴賓不只享受美妙動

人小提琴音樂，還有視覺上的美感，眾人皆沉

浸於這場精采絕倫的音樂饗宴之中。

「中科 12‧ 獨一無二」，去年營業額突破

5,000 億元大關，高達 5,221 億元，再次寫下歷

史新頁，中科不斷挑戰自我，創造新紀錄，並

以建構為最具競爭力的園區為目標。

◆全國動物醫院執行長陳道杰（右）小提琴演奏與本局

陳敬涵小姐（左）的鋼琴合奏，讓現場與會貴賓沉浸

在週年慶愉悅的氣氛。

◆長園科技公司副總經理張惇杰精湛的鋼琴演奏扣人心弦。

◆知名舞蹈畫家余美心老師（右二）以自由創作舞蹈即興作

畫，與行政院政務委員蕭家淇（左二）、本局局長王永壯

（左一）、園區同業公會理事長沈國榮（左）合影。

12 週年慶得獎名單

1. 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績優廠商

　■前瞻創新獎：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貢獻獎：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人才卓越獎：浩昇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創新產品獎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曜凌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3. 獎勵園區創業（新）育成中心培育優質廠商

　■朝陽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研發創業育成中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創業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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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台灣生技月－生物科技大展」一直是亞太地

區最重要的生技盛會之一，今年持續於 7 月 23 至

26 日在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本次活動吸引超過

600 家公司、1200 多個攤位共同展出，包括美國、

英國、日本、瑞士、印度、新加坡、韓國等國際大廠，

皆慕名前來參與展出！

本局成立中科聯合展區，與園區生技廠商共同

參展，計有中化健康、台灣利得、友華、藥華、聿新、

威旺、優生及綠茵等 8 家，期望透過一年一度的生

技月交流平台，讓生技產業廠商能夠充分掌握契機，

帶來更大的商機。

本局副局長陳銘煌到場關心廠商參展情形，其

中中化健康為新進廠商，主要研發克弗爾（Kefir）

衍生肽之保健素材為主；科技部產學司司長邱求慧

及中興大學前校長李德財等貴賓均到場參加中化公

司開幕儀式。本局亦在活動現場全力展開招商及行

銷宣傳，希望透過展覽促進國內外廠商交流互動與

商機媒合，發展技術合作或國際聯盟，將我國先端

創新的技術及產品推向國際舞台

文 ‧ 圖／投資組 魏銘志

2015 台灣生技展

中科與園區廠商參展 園區
要聞

Park News2015バイオテクノロジーフェア
BioTaiwan 2015

◆本局與園區生技廠商聯合服務台提供各項招商資訊。

◆本局副局長陳銘煌（左二）、中化建康生技總經理

陳小玲（左三）、科技部產學司司長邱求慧（右三）、

中興大學前校長李德財（右二）及研發長陳全木（左

一）於中化健康生技公司開幕式合影。

◆本局副局長陳銘煌（中）關心廠商參展情形，與台

灣利得生技公司董事長林進忠（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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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貴賓包括南投縣縣長林明溱、彰化縣

副縣長陳善報、行政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

副執行長黃青雲、科學園區同業公會副處長陳

季媛、南投縣議員曾振炎、南投縣工策會總幹

事許麗珍及工研院中創園區副營運長陳鐵元等，

與會廠商包括寶成工業、銘安科技、勤堃機械、

聯一光電、福大材料、廣隆光電、亞麥開發、

瀛海國際及昱盛工業等公司，超過 130 人到場

參與。

王局長表示高等研究園區及二林園區目前

有多家具國際競爭力之潛在廠商洽談中，土地

將供不應求，欲申請者要加快腳步。南投縣林

縣長表示發展高等研究園區是他任內推動增加

就業率的重要業務，並且將協助活化園區內之

建築物，促進研發廠商進駐園區。彰化縣陳副

縣長也表示二林園區周邊交通已規劃推動，屆

時園區的交通將會更加便捷，歡迎廠商踴躍至

二林園區投資設廠。

高等研究園區截至 104 年 6 月 26 日止，已

核准 8 家研發測試廠商入區，其中「百佳泰股

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及日商「台灣可速姆

股份有限公司」已進駐營運；另有 2 家研究機

構資策會及工研院中創園區也已進入營運階段。

二林園區因正進行二階環評，目前除愛民衛材

公司進駐營運外，其他已核准廠商有 16 家，將

俟二階環評完成後再進駐，總投資金額約新台

幣 544 億元。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6 月 26 日本局於高等研究園區工研院中創園區舉辦「104 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招商說明會」，由局

長王永壯主持。

中科發展可期 歡迎進駐

104 年招商說明會
2015 年中科「企業誘致フェア」説明会の開催
2015 CTSP Investment Promotion Conference

文．圖／投資組 陳思綾 林宜吟

◆廠商針對進駐園區相關問題踴躍提問。◆本局副局長陳銘煌（左二）、園區同業公會副處長陳季媛

（左一）、彰化縣副縣長陳善報（右二）、南投縣政府建

設處副處長陳錫慶（右一）共同主持意見交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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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劉子瑩 林雲志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精銳盡出

中科 3 團隊獲創業傑出獎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新しいアイディアから創業へ」中科３チーム受賞
Innovation & Startups Project Awards 2015 for 3 Teams from CTSP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自 102 年度發展至今，

已成功培養出不少創新創業的種子，更有團隊

已經締結出結實纍纍的果實。104 年度第一梯

次於 7 月 5 日舉行頒獎儀式，共 5 隊獲「創

業傑出獎」，由科技部部長徐爵民頒發 200

萬元獎金，其中「Caro-pharming」、「Smart 

Calibration」、「Alchemy」是中科所輔導培育

的團隊。

本次獲得「創業傑出獎」團隊中，「Caro-

pharming 凱若發明製藥科技」，利用益生菌生

物工廠高技術、低成本的方式，製造具抗氧化

特性的蝦紅素，以及用於視力保健的葉黃素；

「Smart Calibration」， 以 國 產 零 件 架 設 精 簡

且易於調整的精密儀器校準設備，可用於多種

領域，希望能為台灣精密機械產業注入新血。

「Alchemy」，可讓人在家中輕易釀出不同口味

的自釀酒，並讓初學者利用手機監測釀酒瓶內

的發酵狀況，如此即可在最佳時刻享用美味的

自釀酒。

進入初選的 40 個團隊精銳盡出，一路披荊

斬棘進入最後決選，中科輔導的 3 個團隊皆獲

得創業傑出獎殊榮，由於他們的慧眼獨具，選

擇了中科園區，本局也提供豐富資源協助，並

給予各項技術指導，加上強而有力的園區廠商

做後盾，相輔相成的結果，得到了最美好的成

就，這是屬於他們的榮耀，也是屬於中科園區

的榮耀。

中科園區從 102 年至今培育輔導的創業團

隊，迄今已有 8 個團隊後來成立了公司，正式

加入社會競爭的行列；另外尚有多組團隊已進

行到籌備公司的最後階段。對於「創新創業」

有心、有創意的人，中科園區將可協助規劃人

生創業的藍圖。

◆ Caro-pharming 凱若發明製藥科技獲得「創業傑出獎」。 ◆科技部部長徐爵民（左一）及國家實驗研究院副院長闕志達

（右一）與獲得創業傑出獎團隊「Alchemy」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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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精銳盡出

中科 3 團隊獲創業傑出獎

文．圖／營建組 江誌偉

確保區域排水 以利後續開發

台中園區擴建基地水保工程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台中パークの土地排水の確保
環境保護を基に開発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roject for Taichung Park Expansion 
plan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園區擴建用地（原大肚山彈藥分庫）開

發計畫，日前已進行先期水保工程開發。本基地位處山坡地範

圍，水土保持等相關防災、減災措施格外重要。

為確保後續開發工程進展無虞，本擴建計畫首先發包施作

先期水保工程，該工程水保設施除經顧問公司詳盡評估及計算

水理分析外，水土保持計畫已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本擴建先

期水保工程施工項目除臨時排水截流設施及計畫道路整地回填

等工項外，另有永久及臨時滯洪沉砂池設施，以確保後續開發

地表逕流及區域排水無虞。

本工程開發過程為加強空氣污染防制，裸露處採大面積覆蓋防塵網；而土方邊坡有雨水沖刷之

虞之坡面，亦已加鋪不透水帆布，以避免強降雨造成土方流失產生危害。另考量環境變遷及極端氣

候影響，本基地下游永久滯洪池重現期距已由 50 年調高至 200 年，滯洪池下游並以不超過排水系統

之容許排放量為原則設計。此外，出水工亦設置攔污柵確保排放無虞；池底採不封底設計，以利水

源得以自然滲透回歸大地。另滯洪池永久坡面修整後，即進行草皮的鋪設並通過日前大雨的考驗，

有效發揮水土保持的護坡功能。

擴建基地持續進行各工項施作，相關措施已通過日前大雨的考驗，相信未來再加上預定完成的

另一滯洪量體，更可確保區域排水，讓後續開發工程無後顧之憂。

◆加鋪不透水帆布防止塵土飛揚。

◆邊坡種植草皮避免雨水沖刷造成土壤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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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圖／企劃組 江國忠

國發會訪查兩大計畫

高等研究園區及中科建設計畫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国家発展委員会が二林パークへ視察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Visited Erlin Park

7 月 22 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管制考核處

副處長沈建中率領簡任視察劉延琮等人，至本

局聽取行政院管制計畫「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

區計畫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建設計畫」簡報，

並進行意見交流，會後前往二林園區實地訪查，

進一步瞭解兩項計畫執行情形。

本次簡報重點包括各項工程執行情形、後

續執行可能落後或困難點及其他需協助或建議

事項，並實地訪查二林園區四項工程現況，包

括滯洪池 B 開發工程、東一區開發工程、東二

區 30 公尺環線道路與管線工程及東區區界排水

截流設施工程。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計畫，從 99 年至

108 年逐年開發高等研究園區，除可提供高等學

術與創新研發結合、創造知識情報群聚交流場

域，引領台灣科技未來發展，並帶動中興新村

風華再現。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建設計畫則涵蓋

台中、虎尾、后里及二林園區各項開發工程及

作業設備，期盼完成後可以提供園區廠商更佳

的服務及更優質的投資環境。

◆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左一）陪同國發會副處長沈建中（右

二）、簡任視察劉延琮（左三）等人實地訪查二林園區並

聽取簡報。

◆二林園區滯洪池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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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部長徐爵民於 6 月 25 日頒發

103 年度科技行政研究發展計畫獎，本局

助理員溫婉瑩以「科學工業園區提供園區

從業員工子女教育資源模式之探討─以中

科為例」之計畫榮獲乙等獎。本研究以中

科為例，探討園區實中的設立、園區營運

情形及鄰近教育資源現況之關係及發展，

提出 4 點建議，包含建立教育資源評估基

準、深化法制基礎、強化實中特色及彈性

運用相關教育資源等，讓園區不同基地之從業員工子女可均等享有就學資源權益，並兼顧既有教育

資源的妥善利用，希望促成園區及鄰近社區資源的互通，創造雙贏。

妥善利用既有資源 創造雙贏

賀本局同仁獲科技研發獎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おめでとう 管理局・温婉瑩氏が科技研発賞を受賞
Congratulations to the CTSP Staff on Winning th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Award

文 ‧ 圖／人事室 林歆儒　投資組 蔡方琪

歡送退休同仁 祝福與傳承

定年退職職員への祝福
Retirement Tea Party

◆科技部部長徐爵民（中）、本局助理員溫婉瑩（左三）及獲獎代

表合影。

◆本局局長王永壯（中）與退休同仁公管組參事石國明（右

二）、廖宜賜（左二）及秘書室鄭德榮（右一）、胡慶宗（左

一）合影。

文．圖／企劃組 溫婉瑩

6 月 26 日，本局辦理退休人員公管組參事

石國明、廖宜賜、秘書室鄭德榮、胡慶宗退休

歡送茶會，場面溫馨。局長王永壯致詞時肯定

石參事對高等研究園區的付出，亦對同仁們退

休後的旅程表達祝福之意。

石參事將公務生涯四十多年的經驗濃縮成

三句話來勉勵同仁：「不與長官爭權、不與同

仁爭寵、不與部屬爭功。」，簡單三句話卻發

人省思，讓在場同仁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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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通關系統業務宣導說明會
文．圖／工商組 吳傳棻

日　期：6 月 24 日

主講人：許祥展／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主　題：說明新出口通關訊息、規格項目及配合 7 月份海關新進口

通關上線後調整及改版變更配套做宣導，讓園區廠商及報

關業者，熟悉了解「關港貿單一窗口」通關作業，協助園

區廠商即時配合調整內部作業，以因應通關貿易單一窗口

之新趨勢。

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例介紹
文．圖／企劃組 陳俊安

日　期：6 月 26 日

主講人：陳奕勳／建業法律事務所律師

主　題：為讓同仁及園區廠商對個資法有更深入的瞭解，以司法實

例引導出個資法之基本精神，並解析甚麼是個人資料、要

如何蒐集、處理、利用個資才不會觸法以及如何預防詐騙

等內容。

水污染防治法規修訂及實務案例宣導說明會
文 ‧ 圖／環安組 吳憶伶

日　期：7 月 23 日

主講人：李衍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技士

主　題：有鑒於近來陸續發生環境污染事件，環保署持續修訂水污

染防治法及其相關法規，為避免園區事業單位因不瞭解修

訂規定而遭受裁罰，同時介紹水污染防治法修正 47 條之

內容，以及違反水污染防治法實務案例。

新知
講堂 Knowledge House



文 ‧ 圖／環安組

映画を見に行こう！

中科FUN電影免費欣賞

Free Movie Sceening at CTSP Cinema

馬達加斯加 爆走企鵝 普

放映時間：8/12（三）18:30

放映地點：中科管理局行政大樓 1樓／ 101 會議室

類型：冒險、喜劇、動畫

片長：1時 32 分

企鵝幫為了冒險，將在全球趴趴走，足跡遍及南極、威尼斯、沙漠、上海、

紐約市及美國肯塔基州，將經歷光榮的戰役、從事秘密行動，破壞邪惡的八爪章

魚科學家的陰謀，這一切都將是企鵝史上之前所未見。

四隻企鵝，最逗趣又神秘的鳥兒，從小到大就是密不可分的好麻吉，後來牠

們碰上了企圖要消滅所有企鵝族群的大反派 ── 大章博士，企鵝幫必須挺身而出

與大章博士對決，除了牠們本身已練就的密探好身手外，這次牠們更需要「放風

所」的協助，以及更多高科技的武器，來對抗大壞蛋！

112015 August

勞工權益新知快報
文／環安組

一、勞動基準法第 58 條修正條文說明：

勞動基準法第 58 條第 1 項：「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次月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本法條新增第2項：「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第3項：

「勞工依本法規定請領勞工退休金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勞工退

休金之用。」、第 4 項：「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以確保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

二、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2條及第 29 條修正條文說明：

1.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2 條：「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新條文將中央主管機關修正為勞動部（原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勞工之退休金及請領勞工退休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

抵銷或供擔保」。現為配合勞動基準法第 58 條修正案，本法條同步新增第 2 項：「勞工依本

條例規定請領月退休金者，得檢具勞保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月

退休金之用。」、第 3 項：「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

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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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CTSP Vis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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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張書懷、徐志鴻、陳敬涵

◆ 7 月 22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

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軍

（右三）率團參訪，副局長陳

銘煌（右四）接待。

◆ 6 月 23 日，日本福岡工業大

學校長下村輝夫（左五）率團

參訪，局長王永壯（左四）接

待。

◆ 7 月 2 日，美國聯邦眾議員幕

僚長 Justin Stokes（左六）率

團參訪，局長王永壯（左五）

接待。

◆ 7 月 24 日，靜宜大學境外學

生顧問室趙敏君（右四）率團

參訪，投資組組長黃懿美（中

右）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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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組特優作品「交通安全行快樂賞螢繫好安全

帶 YA ！」（作者：呂婉甄）。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為促使大眾對於環境保護、工作安全以及健康衛生等相關議題的重視及參與，本局每年於工安環保

健康月期間舉辦「兒童繪畫比賽」，以達到寓教於樂之目的。

本年度共分為幼稚園組、小學一∼三年級

組、小學四∼六年級組等三組，繪畫主題包含

居家、交通、旅遊、遊戲、學校、公共場所、

工作場所等之安全、環境保護及健康衛生等，

成功吸引園區從業員工的子女及鄰近的國小學

童投稿，共計 196 件作品參賽。

經美術專業老師審查後，評審出各組得獎

作品（得獎作品公告於本局網站 www.ctsp.gov.

tw），本局訂於 8 月 12 日星期三「中科放電影

活動」前舉行頒獎典禮。

文．圖／環安組 陳冠宏

工安環保健康月 寓教於樂

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
小学校絵描きコンテスト結果発表
Results for Children's Painting Competition Held in the 
Industri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nth

◆小學一∼三年級組特優作品「請愛護地球」

（作者：曾哲恩）。
◆小學四∼六年級組特優作品「沙灘戲水」（作者：晏櫟喬）。

◆小學一∼三年級組特優作品「請愛護地球」

◆幼稚園組特優作品「交通安全行快樂賞螢繫好安全

◆小學四∼六年級組特優作品「沙灘戲水」（作者：晏櫟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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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圖／營建組 廖春國

「生命窗景」系列作品亮相

中科新亮點 公共藝術落成啟用
中科にて新しいパブリックアートが完工
New Highlight of Public Art at CTSP: “The Window of Life” Series

為慶祝中科首場公共藝術啟用，特別於 7月 26 至 27 日一連二天，舉辦相關系列活動及啟用典禮。

◆〈松鼠坡上的追逐〉設置於西區高架水塔

旁，以自行車愛好者時常挑戰的松鼠坡命

名，多款人物角色騎車造型搭配豐富色彩，

營造中科園區舒適的休閒生活。

◆〈紫斑蝶停留的樹上〉位於東大

路與科園路口，以紫斑蝶飛行的

路徑作為設計理念，象徵園區生

產與生態並存共容。

園區
活動

探索體驗 成果發表活動

首先登場的是 26 日舉辦的「公共藝術探索成果發表

活動」，當天豔陽高照，下午 3 點不到已有死忠粉絲到管

理局一樓大廳報到，接著由蔚龍藝術公司老師教導小朋友

如何製作紙風車，各種色彩繽紛的紙風車，妝點在腳踏車

上，迎風飄揚，好一幅美麗的景象！小朋友們依照本局提

供的公共藝術地圖，按圖索驥，沿著東大路及科園路搜尋

公共藝術作品，同時必須答對關主所提出的問題，才算

闖關成功。

傍晚時分，闖關完畢的伙伴們陸續回到圓形廣

場，欣賞中部地區最富盛名的「頑石劇團」展演，

頑石劇團不同於一般劇團的表演方式，藉由人類與

動物的關係，與觀眾進行互動式戲劇體驗，讓參與的大

小朋友，直呼有趣！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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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落成啟用

7 月 27 日下午於台中園區宿舍區舉辦公共

藝術落成啟用典禮，參加的貴賓有以色列駐台

代表何璽夢（Simona Halperin）女士、臺中市

文化局副局長施純福、園區同業公會副處長陳

季媛等，附近里長鄉親及提供材料參與創作的

台積電、華邦電、矽品、千附等園區廠商代表

均蒞臨共襄盛舉，局長王永壯率各界貴賓進行

剪綵時，彩色氣球冉冉升空，這組以《生命窗

景》為主題的公共藝術正式

展現，讓大肚山增添不同的

藝術景緻。

王局長表示，中科設立

至今已 12 年了，園區在規

劃之初以「四生共容」為發

展目標，發展的過程中，「生

產」的腳步似乎有領先的趨

勢，冀望透過園區公共藝術

的設置，加強「生產」與「生

活」、「生態」、「生命」

之間的連結與共容，讓科技

發展與人文藝術並行。

本次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係

邀請以色列著名藝術家大衛 ‧ 葛斯坦（David 

Gerstein）針對台中園區的產業發展、人文薈萃

及生態環境的特性，以「生命窗景」為主題，

創作了三組大型戶外立體雕塑，沿著科園路往

都會公園方向的路旁，一直到往上走到宿舍，

沿路可觀賞到此次落成的公共藝術作品。後續

本局將會在園區陸續設置一系列公共藝術作品

並舉辦藝術季活動，讓我們一起期待這令人驚

豔的美麗。

「生命窗景」系列作品亮相

中科新亮點 公共藝術落成啟用

◆〈生命綻放的窗景〉以「窗景」為主題，

融入園區工作環境與家庭生活對未來的憧

憬，營造宿舍大樓充滿活力的視覺空間。

◆落成啟用典禮參加貴賓，本局局長王永壯（左三）、以色列駐台代表 Simona 

Halperin（中）、臺中市文化局副局長施純福（左二）、園區同業公會副處長

陳季媛（右二）、矽品精密工業處長張美慧（左一）及蔚龍藝術總經理王玉齡

（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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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活動

創新思維 體驗自然人文

參訪中創園區暨生態之旅

文．圖／環安組 洪進源　投資組 蔡方琪

中台湾創新園区にて生態の旅
A Trip to Central Taiwan Innovation Campus

本局為鼓勵各事業單位創新的活動思維，確保所有工作者的安全與健康，由學習、體驗和尊重的方

式來了解自然與人文樣貌，培養對環保與健康的關懷，特委託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辦理工安

環保健康月生態之旅活動。

7 月 10 日，本局環安組組長朱振群帶領園區事業單位環安人員

前往高等研究園區之工研院中創園區參訪，該中創園區建築面積約

4.35萬平方公尺，是國內第一棟取得鑽石級「綠建築」及「智慧建築」

雙證書的建築物，利用生態網路系統、生態微氣候系統及水系統利用

等智慧科技達到環保、省能及人性化管理的目標。

下午行程前往南投縣名間鄉茶二指故事館進行生態之旅，藉由

傳承家族四代百年的茶園重新認識茶業文化，從開始採茶、萎凋、炒

菁、揉茶、分級、焙茶到品茶認識製茶過程，透過各種詼諧有趣的 Q

型人板，心情輕鬆學習世界各地茶飲文化的知識，參加者從活動中享

受自然觀察茶園的樂趣及透過 DIY 活動製作一罐屬於自己的紅茶，

為本次活動劃下圓滿的句點。 ◆透過活動聯絡彼此感情。

◆參觀工研院中創園區綠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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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思維 體驗自然人文

參訪中創園區暨生態之旅

「早安 ‧ 臺中！」清晨 6 時 30 分，市區一片祥

和寧靜，在城市漸漸甦醒之際，紅腳丫一行 31 人紛紛

抵達生態公園集合，或騎自個兒的愛車，或租微笑單

車 iBike，展開城市樂活之旅。沿著秋紅谷旁的綠蔭林

道騎乘，首先印入眼眸的是臺中國家歌劇院，特殊的

建築造型係由日本建築大師伊東豊雄設計，以世界首

創「美聲涵洞」概念被國際媒體路透社譽為「世界第

九大新地標」。

繼續跨上單車，在大街小巷緩慢穿梭，三二成群

談心說笑，經過草悟道抵達由日治時期警察宿舍群改建修復的臺中文學館，在感受老臺中日式木造

宿舍的懷舊人文風情之際，體貼的安妤社長立馬送上第五市場美味的包子及紅茶，真是揪感心ㄟ！

經過短暫休息後，牽著單車經過動漫巷，欣賞海賊王、七龍珠等多幅動漫作品，不禁讚嘆作者的美

術天分！之後來到春水堂享受美味又豐盛的早餐，感恩王局長請大家飽餐一頓。

吃飽後各自解散返家，但對於住在中科宿舍的幾位同仁，才要進入最大的挑戰。此時太陽已經

高掛天空，王局長及林主秘騎著帥氣的電動腳踏車一路領騎，大夥兒也奮力地踩著踏板絲毫不敢落

後，終於達陣完成松鼠坡的挑戰騎到都會公園，不禁感覺腳軟！回到家站上磅秤，體重少了 1 公斤，

果真是單車「輕」旅行。

紅腳丫 6 月 27 日安排一場適合親子同遊的「i 上臺中 Bike 單車輕旅行」，從秋紅谷出發，造訪

臺中國家歌劇院、草悟道、臺中文學館、動漫巷等新興景點，以悠閒的速度探索你我居住的城市。

◆臺中文學館留下了紅腳丫的足跡。

◆紅腳丫踩單車悠遊台中熱門景點。

　　上臺中 Bike 輕旅行

紅腳丫城市樂活趣

文．圖／環安組 陳惠楓、陳冠宏

園區
活動

赤足バイクグラブ部活 ― 台中  I  BIKE
iBike Tour around Taichung Cit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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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中科第十二週年局慶，為展現十二週年活動特色，在管理局前方特別以「吉祥十二」為主題，

在大圓環型花台內，以小篆「羊」字，利用紫色天使花搭配粉紅矮牽牛花，並搭配兩層的弧線型花

台內的矮牽牛、天使花，以多層次的花草交疊，表現精緻園藝造型美。另外在管理局入口的銜牌處，

也採用酒紅色系日日春為基底，搭配粉紅宮粉仙丹與三色彩葉草，營造出令人感到快樂的夏日色彩。

園區標準廠房景觀特色也不遑多讓，利用廠房周邊

綠地空間以「浪漫音符」為主題，以紫色與粉色的天使

花為主角，將原本以黑、白兩色的琴鍵透過兩種色系的

花草，表現出視覺與造型的園藝美學。另外林蔭下以多

種色系的彩葉草，鋪設出層疊色彩繽紛的「彩葉花園」。

在園區科雅路中央分隔島的路口上，也特別栽種

了別具特色的花草，例如酒紅色與淺紫色的日日春，紅

色青葙；科雅路口與中清路口中央分隔島上紅色、桃色、

藍色矮牽牛。這些位於中央分隔島上的花草，除了具有

妝點道路景觀的功能外，也希望進入園區的訪客，在停

等紅燈之餘，可以感受到園區內的用心與熱情。

文．圖／營建組 蔡榮峯

精緻園藝繽紛爭妍

花團錦簇妝點「吉祥十二」
花芸デザイン 中科１２周年を祝う
Special Gardening Design for CTSP's 12th Anniversary

◆管理局前多層次景觀。

◆管理局大門口環形花台用草花排成小篆字體

「羊」為 12 週年局慶增添熱鬧氣氛。

園區之美
Colorful CT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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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園藝繽紛爭妍

花團錦簇妝點「吉祥十二」

文 ‧ 圖／投資組 陳敬涵 蔡方琪　插畫／投資組 張書懷

省府大樓前綠色天地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悠遊中科
CTSP LOHAS

中興新村の緑豊さ
Discover CTSP: Advanced Research Park - the Garden City

本期的「悠遊中科」來到有「歐洲花園城市」之稱的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讓我們來找尋舒適生

活的小角落吧！

提到中興新村，讓人不禁

聯想到綠樹成蔭的環境，悠閒的

生活步調，是個非常適合居住的

大花園，入口兩旁整齊高聳的椰

子樹彷彿伸出雙手迎接遊客的來

到；省府路旁的荷花池總是吸引

無數前來賞花的遊客，只為捕捉

荷花美麗的倩影。

走過椰林大道，來到圓環，左側就是省府大樓，

1957 年臺灣省政府自臺北市搬遷至中興新村，已有近六十年的歷史了，看著這棟走過臺灣省政一甲

子的歷史建築，讓人不禁回想當年，掌管全臺灣各項政經建設的中興新村，在精省後美麗依舊；大

樓旁的草地，依然維護的很好，數十年不變的圓傘造型榕樹，提供過往的民眾歇息乘涼，三座圓形

花壇，在一片綠意中，增添新的色彩，下次路過時不妨停下腳步，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光 華 路

省府大樓

省 

府 

路

N

綠色天地綠色天地

● MAP

◆綠地、綠樹是人們對中興新村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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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美食特搜來到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讓您在洽公之餘、休閒時光

也能品嘗在地的好味道。「老夫子牛肉麵」在兩代老闆經營下，已有

40 個年頭，採訪當天雖然是上班日，但中午時段店內已擠滿用餐的人

潮。

位於中興商場的老夫子牛肉麵店，每逢用餐時刻總是一位難求，人

手一碗必點的「原汁牛肉麵」，湯頭是用澳洲進口的牛肋條，加上數十

種珍貴藥材，經過數小時熬煮而成，清甜而不油膩，牛肉將肉汁完全鎖

住，嫩而不韌；老闆娘還特別推薦「生炒牛肉麵」，用沙茶、生牛肉與

大量的空心菜以大火快炒，肉片軟嫩不柴，還附贈一碗牛肉清湯；不吃牛肉的人可以選擇特製排骨

飯，外皮炸得酥酥脆脆，肉質軟嫩多汁，再搭配小魚干花生和幾樣簡單配菜，相當有飽足感。

櫥櫃內的小菜種類琳瑯滿目，皮蛋豆腐、醃小黃瓜、牛肚、牛腱肉、酸 豆等，

都可以隨個人喜好自由搭配；喜歡吃辣的人必定要點上一份紅油抄手，

皮薄餡多的餛飩，淋上店家特製的紅油醬汁，每一口都酸辣夠味。

飽餐一頓後，就以甜點劃下完美的句點。老闆娘熱情推

薦銀耳蓮子湯、龜苓膏和酸梅湯，她自豪的表示店內的餐點

包含甜點，都是自家製作或熬製而成，堅持讓顧客吃到健康

又美味的餐點，用心經營每一份用餐的感動，讓這家 40 年

老店能夠在中興新村持續飄香。

 10:30 ∼ 20:00 全年無休

 049-2312368

 南投縣南投市光華里光華路 86 號

老夫子牛肉麵

文 ‧ 圖／投資組 蔡方琪

在地的好滋味

老夫子牛肉麵＆健康甜點

悠遊
中科

食べに行こう  老夫子牛肉麵＆健康的なデザート
CTSP Delicacies: Beef Noodles Soup & Healthy Desserts

1. 綜合滷味灑上蔥花，看起來令人食指大動。

2. 湯濃肉軟嫩的原汁牛肉麵是老饕必點。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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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訴說 
寂寞星球的孩子

文、圖／大地出版社提供

冥冥之中第一次因為妳的與眾不同就醫，我排除眾

議，帶領妳來到兒童心智科，妳才一歲半，經過醫生一

段時間的診斷和評估之後，妳終於以「自閉症」之名和

我坦誠相對，我幾乎要自雲端摔落至粉身碎骨。醫生說，

這是一種先天缺陷的疾病，一輩子不會痊癒，但積極早

療會有不錯程度的改進。

漂亮小女孩進小學就讀了，老師的努力和同理心，

全班小朋友因此被教導得很和善，也有了幾位小幫手，

讓我感動不已，長期緊繃不安的心稍稍鬆懈下來，於是

我在大報社的家庭版寫了一篇文章〈明月心，好美麗〉，

表達我對老師的敬佩和感謝，文章刊出後，校長一早就

拿了報紙進教室要鼓勵老師，卻發現老師不在教室裡面，

最後找到她躲在地下室暗自掩面啜泣。

老師情緒激動的說：「校長，這個孩子我帶的好辛苦啊，又怕帶不好，壓力好大，快要心臟病

發作了」，可是當校長遞上我那篇以老師名字為題的文章，老師看了後又破涕為笑了，她知道星星

孩子跟母親非常信任她、感謝她。

不經意的發現妳對色彩有高度探索的熱忱。第一次找上教學經驗豐富的美術教室老師，老師剛

開始也不敢接受，只說：「請帶小朋友過來試試看吧！」結果讓人驚豔。

在往後七年的繪畫過程中，妳一路走過來，手法慢慢成熟多樣，作畫時的情緒也平穩專注，我

們知道妳的彩筆自信又自在，每一頁都訴說著妳心中的故事。

十八歲，妳已然亭亭玉立，我則出現脊椎壓迫、神經疼痛等老化問題，才五十三歲，那應該享

受退休雲遊四方的日子，卻依然為不知如何放手讓妳單飛而擔憂，但今世與妳在地球相逢，我相信

這是一場美麗的前世因緣，慢飛天使的降臨，引我踏進妳的寂寞星球，生命因妳而寬廣、而豐富，

雖然極可能終生等不到妳撒嬌的電話，吃不到妳買的蛋糕甜點，但我將永遠愛妳、如愛我自己，親

親我的寶貝。

那年夏天：
一個自閉症女孩與母親「說畫」的季節

作者：蔡威君

繪者：林依慧

出版社：大地

出版日期：2015 年 6 月

◆《荷花》油畫，2014。

未經精雕細琢的荷花，自有幾分古樸的美感，透

過粗獷的筆觸，反而更能表現出富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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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 ‧ 撰稿／投資組 楊素琴　圖／工研院提供

中科老故事

CTSP ‘s 
Storytellers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中創園區嶄露頭角

工業技術研究院負責興建及營運之經濟部中台灣創新園區，於民國 103 年 9 月 15 日正式啟用，這

座全台第一棟同時取得綠建築及智慧綠建築雙鑽石級證書之建築物，是高等研究園區具指標意義之

建築及研發機構，背後推手正是我們這期訪問的對象──陳鐵元博士。

◆位於高等研究園區南核心的中創園區，儼然

成為綠建築與智慧綠建築的新指標。

經濟部中台灣創

新園區之設置，希望

以工研院及資策會兩

單位為支柱，結合中

台灣產業聚落特色及

產學資源，透過創新

前瞻技術發展與產業

化服務平台，支援及

帶動中台灣產業結構

優化及價值提升。

選址確定在南核心

中創園區在草創階段，首先面臨的是選址

問題，原選址地點位於中興新村入口圓環旁，

緊鄰省府大樓的九二一紀念公園，後有虎山屏

障，生活機能較完善，地理位置佳，因有車籠

埔斷層帶經過，都市計劃規定建築物須距離斷

層帶 15 公尺以上，當初在設計時就以退離 35

公尺來設計，歷經 4 次環評會議，工研院與環

評委員進行多次溝通與修改設計，證明在相當

大程度地震發生時，建築結構仍可承受，以及

人員亦可在短時間內安全疏散，但環評會仍以

九二一紀念公園具有歷史性意涵等理由，不同

意於該處興建；工研院只好另覓地點，後來才

選定位於南核心，也就是台灣文獻館西側的這

片土地上，再重新出發進行相關設計變更與調

整營運策略。

與時間賽跑

選址問題雖解決，但已較原計畫延遲兩年

餘，在南投鄉親深深期盼儘快興建下，工研院

仍本著服務中部產業之初衷，調整組織，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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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中創園區嶄露頭角

現任：經濟部中創園區副營運長

經歷：工研院中分院籌備處副主任

　　　工研院企劃處副處長

　　　經濟部工業局顧問兼理金屬機電組組長

　　　經濟部技術處專任顧問

陳鐵元小檔案

◆中創園區鳥瞰圖。

進行各項興建工作，期間又面臨建築結構採 RC

或鋼骨之爭議，變更場址已完成之設計依法是

否要重新招標，資金短缺、建築結構複雜施工

困難、缺工、夏季瞬間暴雨影響工程進行及經

濟部要求工期由兩年半縮短為兩年等挑戰，在

陳副營運長及同仁們的努力下，均一一克服，

並如期於 103 年 9 月 15 日順利完成研究人員進

駐與完成開放實驗室建置開幕正式營運，達成

不可能的任務。

肩負三項任務

完成建築興建後，陳副營運長及研發團隊

將面臨另一波的新的挑戰，進行三大方向之前

瞻技術研發。

第一是發展精密機械控制器高階應用軟體。

中部是精密機械的大本營，但硬體已逐漸喪失

競爭優勢，各界深切期盼中創園區能兼負起協

助精密機械產業，由硬體優勢轉型質變為創新

加值的軟實力，建立控制器與軟體關鍵零組件

產業聚落，讓台灣成為全球智慧製造中心。

第二是整合農業與工業技術，發展符合亞

熱帶氣候特色之溫室系統。發展精緻農業與溫

室栽培是當前重要農業政策之一，歐洲、美國

與日本等為溫室系統技術成熟的國家，但因位

處較高緯度，作物物種與生長環境與台灣不同，

歐美日之溫室設施無法適應亞熱帶作物。政府

希望中創園區肩負起整合工業與農業技術，發

展具國際競爭力之亞熱帶溫室系統技術之任務，

協助農民建置溫室生產高經濟作物，同時開創

台灣溫室系統新興產業，提供企業轉型機會。

第三則是發展感性設計手法，協助中部中

小企業由 OEM 轉型為 ODM 或 OBM。

展望與期許

目前中創園區研發團隊已逐步成形，有

150 位工研院與資策會研發團隊及 87 位廠商研

發人力進駐，並進行合作研發，至年底園區進

駐人力將達 300 人。未來將致力改善生活機能

及充實研發設備，吸引更多的優秀產學研之研

發人才進駐，並尋求與國外大學合作的機會，

打造中創園區成為台灣「新世代智慧設備」及

「先進溫室與植物工程」的卓越研發群聚，帶

動區域成為全球關鍵研發與生產的重點基地。

此外，將深入評估中部產業未來結構性改

變趨勢，發掘新的研究課題等，期許中創園

區能成為中部地區產業研發之好夥伴及前瞻

技術研發之領頭羊。另外特別感謝中科管理

局，兩次在核發使用執照時，嚴格控管，全

力配合，千鈞一髮之際，總是順利過關，得

以開始營運。



24 CTSP24 CTSP

人事
動態

CTSP
Staff News

建管組 副組長  

王淑妮  
原職：秘書室 科

長

調任日期：104
年 7月 7日

營建組 科長  
廖春國  
原職：營建組 技正
調任日期：104 年 7月 2日

感謝長官的提攜支持，感恩一路上一起努力

的同事，讓我成長。莫忘初衷，與大家共勉。

謝謝局內長官暨同仁厚愛，我永遠感念在心，
今後必當全力以赴勇敢承擔為中科。

調任日期：104
年 7月 7日

調任日期：104 年 7月 2日

榮陞

公管組 簡任技正  
劉時穎  
原職：環安組 科長
調任日期：104 年 7月 16 日
即將轉換投入另一個工作領域，中科開發迄今的這段時間，為長官、同仁及園區夥伴們的支持與攜手打拚，致上無比感恩和謝意，接下來有空的話，歡迎來中興新村走走。

調任日期：104 年 7月 16 日

榮陞

榮陞

專門委員兼秘書室
 主任  

李安妤  
原職：投資組 業

推科科長

調任日期：104
年 7月 7日

期許自己在崗位上秉持「求知若飢，虛心若

愚」態度，保有一顆熱誠的心，持續努力學習

與服務。

榮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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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職缺 工作內容及條件

台灣美光

記憶體

（股）公司

生產線技術員 Operator 高中以上學歷。

Senior PQA Engineer、Frontend Manufacturing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Big Data 
Engineer、Quality Management Office 
Auditor、Wafer Sort Test Engineer、Equipment 
Engineer、PHOTO Equipment Engineer、RDA 
Engineer、Yield Engineer、YE Application 
Engineer、Process Engineer、PHOTO Process 
Engineer、Process Integration Engineer

BS/MS degree, major in Electrical, Material (Semiconduct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enior R2R Engineer、 Senior FDC Engineer、 
Metrology Application Engineer

BS/MS/PhD degree, major in Control & System, Mechanical/ Chemical or other engineering

Quality Master Trainer、Data Analysis Engineer BS in Statistics, Mathematics or Physics with heavy emphasis on Statistics

Quality Management Office – Customer 
Auditor Analyst

Bachelor Degree in Business, Engineering, Related field of Study

Windows System Engineer Bachelor degree(or above) major i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or related fields

Automation Transfer Equipment Engineer
Bachelor degree(or above) major in Automatic control,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ransportation & Logistics or related fields

Fab Support Manager
Required BS degree above related to engineering science with experience on management of 
pump, abatement, heat trace, and chiller as well as parts cleaning

Facility HVAC Engineer、 Safety Management 
Control (ERC) Engineer、 Manufacturing Area 
Engineer/ Shift Engineer、 IE Engineer、 FAB 
Planning Engineer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major in EE, Mechanism,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or relative 
fields

Financial Analyst Bachelor's Degree in Finance related

主管司機 General Affairs Driver Administrator

Basic English skill is a must to qualify for this job
The working hours will be flexible
Completes all required training, and passes are required exams and tests
Receives approval from the Micron safety department to drive a Micron's vehicles
Maintains a valid driver's license and eligible driving record, and obeys all Taiwan driving 
statutes

Paralega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Related field of study
-Chinese and/or English and/or Japanese language skills a plus

應徵方式：歡迎至公司網站 TW.MICRON.COM或 104 人力銀行投遞線上履歷。

永勝光學

（股）

公司

四班二輪、三班制之早、中班輪班技術助理 高中、職畢業。

應徵方式：意者請攜帶 104 制式履歷於每週一至週四下午 13:00-13:30 親洽公司面試（台中市大雅區科雅二路 8號）

上述職缺意者請依應徵方式投遞履歷或攜帶履歷親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中科就業服務台為您服務

洽詢電話 04-25607437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1 號

                                    ( 免付費電話 0800-777888)

歡迎加入賈中哥 (JobGogo) 粉絲團 www.facebook.com/tcesa

中科 104 年 8月徵才

2015 年 8 月の人材募集
CTSP August  Job Vacanc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