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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趙士玲

看見科技新未來
Observation Tour to NCHC & AI Robotics Hub at CTSP for Exploring 
Potential of AI Technology

テクノロジーの新たな未来を見た

AI小國大戰略」以 AI做為下

世代發展主軸，帶領台灣

進入數位 4.0的智慧生活，建構國

家級 AI研發與雲端服務平台是其中

重要的一環。由國網中心與廣達、

華碩、台灣大合組的國家代表隊 A 

Team，已於 107年 11月順利完成

台灣首座自研自製的 AI超級電腦、

也是台灣史上最節能的高速計算主

機「台灣杉二號」（TAIWANIA 2）

超級電腦的硬體建置，目前正進行

各項軟體測試與平台驗證。

國網中心於1月16日邀請竹、南、

中科管理局、國輻中心、災防中心

等單位進行業務交流與經驗分享，

並特別安排機房參觀，近距離認識

台灣杉二號的速度與節能表現，希

望未來各單位人工智慧產業之發展

與推動進行串連，發揮1+1>2的綜

效力量。

中科自造基地  讓來賓驚豔不已

當天參訪行程的第二站，本局局長

陳銘煌特地邀請大家來到中科智慧

機器人自造基地，在基地一樓的競

演擂台中，分別觀摩了發那科公司

所開發，結合視覺辨識與機器手臂

的「雜亂取物機器人模組」，以及

為了因應未來人機協作環境下，由

原見精機所開發的「安全皮膚機器

人」。

最後的壓軸，就是參觀 AI基地最引

以為傲的創客工場，並為每位訪客

打造客製化紀念品－專屬鑰匙圈，

透過光纖雷射打標機的雷射光源，

將訪客人像打印在金屬片上，能在

短時間內製作出獨一無二的客製化

產品，讓每位收到紀念品的來賓都

驚豔不已、驚呼連連！

創客工場除了擁有金工、木工、

CNC金屬加工等各式自造設備外，

更有專精於機構與設計的業師在現

場指導進駐的創客與廠商，讓創新

技術和產品的開發不再是曠日廢時

的過程，著實展現出中科 AI基地

在推動創新、創造與創業方面的強

大能量。

1. 參訪貴賓聆聽自造基地
導覽。

2. A I運算設施台灣杉二
號。

3. 專屬鑰匙圈可任意打印
出所繪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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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美國科技大城芝加哥之高科技

設備大廠ITW總部、SIG總部，及位

於洛杉磯之設備廠商Label-Aire，以

宣傳中科園區環

境並吸引廠商至

中科投資設立公

司。

CES展 中科廠商
展現新技術

在中科園區參與

美國CES展的廠商

中，合盈光電主

要展出車用產品，台灣骨王生技展

出頭戴式智慧手術眼鏡等創新醫療

器材，經緯航太科技在「台灣精品

本局局長陳銘煌（中）參訪合盈光電公司CES展攤位，由副理藍竫
為（左二）接待 。

美國 CES展

美國C E S展為全球規模最大、最具代表

的消費性電子展，由美國消費科技協會

（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CTA）主

辦，堪稱科技業風向球，展出項目包括各

式3C產品、智慧家庭應用、自駕車及車用

電子、AI人工智慧及IoT物聯網應用等，是

資通訊及消費電子業者發表年度新產品的

最佳場合。

赴美參展CES並招商  中科大有斬獲
CTSP Visited U.S. to Join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 Recruit Business

CES 2019視察ツアー　CTSPの外資系企業誘致で大きな成果
文、圖／投資組  唐佩珍

本
局配合行政院全球招商策

略，及科技部4年（106-109

年）10億元打造國際旗艦型的智

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將台灣中部精

密機械產業轉型成智慧機械產業重

鎮，辦理本次108年度赴美國招商

計畫，1月7日至9日本局局長陳銘

煌親赴拉斯維加斯參觀2019美國消

費性電子展（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CES），並特別拜訪來自中

科園區之合盈光電、台灣骨王生技

及經緯航太科技等3家設展攤之廠

商。並於1月10日至12日分別拜訪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二）參訪經緯航太科技公司CES展攤位，由研發
長詹英傑（左二）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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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展示智慧農業無人機「神

農（ALPAS I I）」，是新形態智

慧農業的最佳展現。令人欣喜的

是，台灣骨王公司新創團隊於今

年榮獲CES 2019新創獎。

招商有成

美商 ITW將進駐二林園區

招商團 1 0日至 1 2日拜訪位於

Chicago之高科技設備大廠 IT W

（Illinois Tool Works, Inc.）總部、

SIG（Signode Industrial Group）

總部，及位於洛杉磯之設備廠

商Label-Aire。ITW成立於1912

年，為百年企業，總部

位於伊利諾伊州格

倫維尤，為建

築、汽車行業

以及塑料、黏

合劑和化學

品製造組件之

設備製造商。

S I G為工業包裝

的領先製造商，專

長為大宗貨物運輸。

於全球擁有8 8家製造工

廠。另外，位於加州 Fullerton

之標籤系統製造商Label-Aire，於

5 0多年

前推出

革命性

的 使 用

標籤系統

技術，應用

壓敏標籤的新方

法，獲得專利的「吹氣」標籤系統

概念，為包裝行業提供標籤應用的

首選貼標設備方法，無需通過標籤

系統和貼標設備進行額外的產品處

理，為現有和新興市場中壓敏標籤

系統和貼標設備之領導商。

本局局長陳銘煌率本招商團與ITW、

SIG及 Label-Aire高階主管會面，親自

介紹中科園區優越之投資環境並交換

意見，多位美商主管皆表示近期將來

台參觀本園區，其中美商ITW將成立

子公司進駐二林園區，本局將全力協

助入區投資設廠。展望未來，

本局也將持續與各投資潛

在廠商保持聯繫及提

供服務，為引進高

科技廠商做最大

努力。

本局局長陳銘煌（中）率團拜訪美國包裝設備大廠Signode，
與Senior VP,  Eric Christensen（右一）合影。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

三）率團拜訪美國

科技大廠 I T W，與 
Director of Sourcing, 
Scott Hardiman（左
三）合影。

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三）

率團拜訪系統標籤製造

商Label-aire與Director of 
Systems, Jack Clinkenbeard
（左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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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劉志虔、魏銘志

赴日招商暨簽署軟著陸協定  共創雙贏　
CTSP Visited Japan to Sign Soft-Landing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Kyoto Research Park & Recruit Business 

CTSPがKRPと「ソフトランディング支援協議」締結

3大園區聯手出擊  
招商引資拚經濟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1月21日至26日

率竹、中、南科3園區管理局局長

共同赴日本招商，共計拜訪日本

JSR株式會社、旭化成株式會社、

三菱化學株式會社、長瀨產業株式

會社、住友Bakelite株式會社、日東

電工株式會社及希森美康集團等日

本知名企業，其中日東及JSR已分

別於92年10月及94年3月在中科投

資，設立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

司及台灣捷時雅邁科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日東主要研發製造偏光板

等面板材料，台灣捷時雅邁科主要

研發製造顯影液、光阻液等面板及

半導體材料，並持續擴大投資。

本次招商亦是為中科二林園區在

107年5月通過二階環評審查，已

有大面積土地可供廠商設廠，希

望協助日本高科技廠商於中科再

擴大投資。

招商說明會吸引逾百家

日本企業到場

中科目前已核准196家廠商進駐，

其中37家外商中，以日商最多，

佔15家，顯示日本企業非常重視

在台投資。

為向更多日本企業介紹台灣科學

園區的投資環境，科技部及3科學

園區於1月23日及25日在東京及

大阪各辦理1場次招商說明會，共

計吸引超過百家日本企業到場。

本局局長陳銘煌親自向與會企業

簡報中科開發現況、投資環境及

優惠措施等，並簡明扼要說明中

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的目標及

願景，希望和以發展工業機器人

見長的日本產業界有更多合作機

會。

本次科技部及3科學園區聯合組團

至日本招商，透過宣傳台灣科學

園區的成功發展經驗，吸引世界

知名廠商前來投資，促進台灣經

濟發展，並使產業競爭力向上提

升。

1. 東京招商說明會，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三）回應說明有
關問題。

2. 招商說明會吸引超過百家日本企業到場。
3.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左十）率招商團拜訪JSR株式會社，
由社長小柴滿信（左十一）熱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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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研究園區

成立於西元1989年，是日本第一座民營的研究園區，KRP致力於產官

學研之資源整合與合作，在產業創新、人才培育和企業育成等領域皆

為全球科學園區之翹楚，目前進駐廠商及研究機構高達420多家，涵

蓋資通訊科技、醫療生技、電子機械等多樣性產業，為文化古城京都

賦予嶄新科技面貌，更為日本關西地區之

區域發展帶來正向能量。

KRP BIZ NEXT互惠場域。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互惠場域。

中科與日本京都研究園區簽

署軟著陸協定

另外，本局局長陳銘煌於1月2 4

日率隊赴京都研究園區（K y o t o 

Research Park，簡稱KRP），與

該園區代表取締役社長小川信也

（Nobuya OGAWA）簽署軟著陸合

作協定，未來雙邊園區廠商與新創

團隊可在對方所提供之互惠場域

中，免費短期進駐一星期，使用行

動辦公室之空間設施與服務，作為

探索海外市場與潛在合作夥伴之場

域。

互惠場域  創造商機

京都研究園區所提供之互惠場域為

KRP BIZ NEXT，是該園區於2016

年3月所設立之創業服務基地，提

供高品質的辦公與會議空間、迎賓

接待、商務餐會安排、信件包裹收

發及其他各項支援服務；中科則以

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AI Robotics 

Hub at CTSP）提供日方廠商及新創

團隊免費進駐相關優惠措施，預期

可嘉惠雙邊廠商進行交流互動，創

造跨國合作契機。

中科與京都研究園區自2017年2月

締結姐妹園區以來，多次參與彼此

所舉辦之各項科技交流與廠商媒合

活動，為進一步促進雙邊經貿投資

關係，中科首度與外國姐妹園區簽

署軟著陸互惠協定，希望藉此為園

區廠商與新創團隊提供更多元化的

服務，協助廠商接軌國際、開拓海

外市場商務、創造新商機，進而提

升雙邊園區的發展動能！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與京都研究園區代表取締役社長小川信也（左）簽署軟著陸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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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所有部會同時翻

轉跳躍，為全國規劃

科技發展藍圖；第

三、博士及人才培育

計畫，預計今年就能

順利推動。他希望科技部持續讓

好事發生、「奇基發生」。

本局由副局長施文芳、許茂新及

主任秘書林梅綉前往祝賀，施副

局長代表致意，感謝智慧領航的

機長，讓中科利用良ㄐㄧ，過去

兩年中科通過兩個二階環評，10

奈米和7奈米兩個量產環差以及中

6 ╱Feb. 2019

文、圖／人事室  戴麗美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留任  奇「基」發生
Dr. Liang-Gee Chen Will Stay on as Minister of Science & Technology 

テクノロジ－部部長、陳氏が留任

108年1月14日科技部部長

陳良基原受徵詢出任

教育部部長，部長表示想到要離

開科技部，他的心就在淌血，最

後內閣改組奇蹟發生，確定留任

科技部，原先規劃的歡送會也轉

為慶祝留任茶會，場面溫馨感人

又歡樂。

陳部長表示要啟動「基哥2.0」：

第一，基礎研究仍是重要關鍵，

要持續深耕；第二、再思考摩爾

定律，未來翻轉跳躍速度要更

快，因科技部翻轉跳躍思考，就

興新村無縫接軌移轉等，都是靠部

長指導及協助；近期也是中科「轉

大人」的關鍵時刻，感謝部長指

引的AI智慧機械人及創新創業等方

向，讓中科有調整體質的契機。未

來仍將遵循部長對科技的熱愛、理

念，大家動起來，一起為科技深耕

努力。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左二）留任，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右

二）、許茂新（左一）及主任秘書林梅綉（右一）前往祝賀。

AI跨域小聚  推動在地產業智慧化
Local Enterprise & AI Technology Startups 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 

講演会　ロボット技術を活用した地域産業活性化の推進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為
因應全球產業邁向智慧製

造發展趨勢，臺中市政府

與本局於107年12月27日在「中

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辦理

「AI跨域小聚」，邀請銳泰精密

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與新創團隊酷

手科技、立達軟體科技分享經

驗，以激盪新型態商業模式創

新，並引薦新創團隊的技術與服

務應用於在地企業，創造雙贏。

本局為促進AI機器人與人工智慧

產業創意發展，結合中科園區與

中部地區廠商、科研機構及大專

院校等，共同打造國際旗艦型智

中科自造基地使用設備開發出原型

後，再到臺中市精密機械園區內的

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試製並開發量

產製程，以縮短產品開發期程，進

一步帶動產業智慧化發展，擴大實

際應用，加速接軌國際。

臺中巿政府經發局局長高禩翔（前排左四）、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前排右四）、與會貴賓及新

創團隊合影。

慧機器人自造基地，以培養新世代

產業所需人才為目標，讓自造教育

向下扎根。

未來本局將持續與臺中巿政府合

作，為在地產業導入AI智慧機器人

元素，歡迎創業團隊與新創公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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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廠商與秀傳攜手  打造新醫療科技
CTSP Enterprises Join Hands with IRCAD Taiwan to Develop Cutting-Edge 
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Instruments

秀傳医療センター　最先端技術であるマイクロサージャリーについて
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王翔群

科
技部次長謝達斌1月8日率行

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經濟

部、衛生福利部、科技部及本局

主任秘書林梅綉等同仁，前往秀

傳亞洲遠距微創手術中心（IRCAD 

Taiwan）參訪及辦理台灣微創產業

研發聯繫會議，期透過此參訪交

流，瞭解台灣微創手術進展，並研

商微創產業發展策略。

本次參訪由秀傳醫療集團總裁黃明

和及院長黃士維接待，並介紹秀傳

亞洲遠距微創手術中心。秀傳醫療

體系2008年開始與法國微創訓練中

心IRCAD合作，成立微創手術訓練

中心，訓練外科醫師手術，及協助

微創手術器材研發。該中心積極發

展醫療器材研發平台連結產業，先

進科技如下：

科技部次長謝達斌親自操作手術用立體顯微鏡。

台微生醫開發用於顯微手術之超

輕型手術用立體顯微鏡

透過數位3D立體顯微鏡，直接將

影像輸出至3D螢幕，透過螢幕進

行手術，提升手術醫療品質與安全

性。

上銀科技與秀傳合作智慧內視鏡

扶持機器手臂

整合先進器械追蹤系統，利用影像

技術感測醫師操作的器械位置，讓

內視鏡視野同步跟隨器械移動操

作，改善目前搖桿與踏板控制之精

準度，讓醫師更專注於器械操作，

增加外科手術的安全性和精確性。

承鋆生醫公司與秀傳合作開發3D
微創內視鏡三維影像手術系統

通過歐盟CE及澳洲的上市許可，可

將胃鏡、大腸鏡變成3D影像，為醫

師提供更精確之影像，技術獨步全

球。

參訪者隨後與微創醫材廠商代表

Medtronic公司、Karl Storz公司、上

銀科技公司、承鋆生醫公司、信文

達公司、普惠醫工公司交流，期能

結合中部地區IC T、顯示器與精密

機械產業資源，開發微創醫材產品

商品化，促成中部地區微創醫材聚

落形成，帶動產值。
上銀科技－智慧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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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園區擴建用地公共工程竣工

繁榮可期
2nd Phase of the Expansion Project in Taichung Park Completed

拡張エリアの水分・土壌保全施設が完成
文、圖／營建組  楊榕晟

回
顧台中園區擴建計畫的推

動，由於與台積電公司先進

製程廠房採同步施工方式進行，且

各階段水保設施的完工攸關新建廠

房使用執照請領，整體開發工作一

直在與時間賽跑。第二期公共工程

開始後，雖有前期開發合作經驗，

可協助溝通協調並加速開發腳步，

但不同階段的開發工作往往伴隨著

不同的挑戰。

開工即面臨難題  大家通力解決

工程開工初期，因台積電公司P6建

廠工作推動迅速，迫使西北側排水

明溝面臨需在廠區已完成之格梁護

坡上方施工的難題。除了開挖擋土

可能影響已完成之地錨設施外，還

必須以最快速度完成西北側範圍各

項水保設施，以配合新建廠房使用

執照請領期程。為此，公共工程及

建廠施工團隊經過數次討論與協調

會勘，決定先標示並確認地錨之地

下埋設位置後，再開挖擋土作業進

行施工監測。另於結構物開挖及施

工時採用跳島方式進行，以增加邊

坡穩定性；透過雙方施工團隊的密

切合作，終於順利在預定期程內完

成西北側水保設施。

協調的經驗  有助於工程進行

沒想到，台積電公司P7建廠施工開

始後，卻發生與先前相反的情況。

廠區之格梁護坡施作需在已完成的

西南側排水明溝下方進行，使得已

完成的排水設施處於傾斜與沉陷之

損壞風險。所幸藉著先前的協調經

驗，雙方施工團隊再次合作研商，

並採用分階降挖方式進行格梁護坡

施工，再配合加強施工階段之監

測，對已完成設施之影響降至最

小。

歷經許多艱難的施工歷程後，第

二期公共工程終於在107年12月

完成各項作業，竣工後除了使擴

建區道路系統更為完善外，新建

之配水池亦可滿足日後之供水需

求。另藉由與第一期公共工程銜

接之排水系統，為擴建區提供完

整之防洪排水功能。隨著本工程

完工，擴建區的公共設施開發雖

已暫告一段落，然台積電及巨大

公司仍持續建設，但可預期在不

遠的將來，擴建區將在施工團隊

及諸多工程人員的共同努力下，

呈現更完整而繁榮的樣貌。

擴建區西側排水明溝。 水6用地配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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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建組  曾光毅

科技部科學園區水電輔導管制辦法
On Regulations for Science Park Water & Power Advisory 
Management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における水・電気供給実施要綱

為
有效管理園區之用水量及用

電量，107年12月5日發布施

行《科技部科學園區水電輔導管制

辦法》，針對園區用戶進行節約用

水用電並有效管理、彈性調度及多

元開發，提高園區用水用電效率。

其中主要有5大注意事項：用水、

用電申請機制；用水紀錄及相關資

料留存；短缺時應變措施及配合事

項；節水節能措施及輔導與獎勵；

違反義務之管制措施。茲說明如

下：

園區用水、用電申請機制

當園區用戶於廠房興建、租賃時，

需提送用水、用電計畫書審查，審

查通過後，可向供水單位、電業提

出未來供水、供電之申請，並依

法規及規定實施相關用水回收。另

當園區用戶，其實際用水或用電量

超過核定之用量或連續3年未達核

定用量8成時，需提送差異分析報

告。

又有關用水、用電計畫書中，需註

明用水、用電時程；用水、用電量

推估依據；節約用水、用電規劃；

缺水、缺電之緊急應變機制。

用水紀錄及相關證明文件

留存紀錄

當園區用戶於用水計畫經審查通過

後，用戶依所提之計畫書中時程及

用水量實行，留存相關之實際用水

情形，並定期彙整申報用水情形，

其相關紀錄及證明文件保存5年。

短缺時應變措施及配合事項

用水部分：當園區水源不足時，用

戶需配合政府實施限制用水之緊急

應變措施。如因工程施工、歲修保

養而停止全部或部分供水時，事前

需邀請三方（用戶、管理局、園區

公會）召開協商會議。遇停水時間

持續達12小時以上者，供水單位應

事先邀集管理局及相關單位協商。

用電部分：當供電量可能不足時，

電業應先行通報相關單位。如因工

程施工而停止全部或部分供電時，

事前需邀請三方（用戶、管理局、

園區公會）召開協商會議。遇緊急

停止或異常供電事件發生時，電業

應儘速通報管理局及園區公會。另

電業需設備維護保養因而停止供電

時，應事先與管理局、園區公會及

園區用戶協商。

園區節水、節能獎勵輔導說明

為促進園區用戶落實節水節能並精

進相關技術。

園區用戶違反義務之管制措施

園區用戶如有違反相關法令致使園

區有逾越環評總量管制用量之虞

時，政府得依各園區用戶實際狀

況，核減其用水、用電核配量，並

要求用戶配合減低用量。

管制辦法：《科技部

科學園區水電輔導管

制辦法》全文。

用戶

管理局 園區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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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生力軍─惠特科技、坦前科技
New Forces at CTSP: FITTECH CO., LTD. & TAN CIAN TECHNOLOGY CO., LTD.
新たに二社増  惠特科技と坦前科技

文／投資組  唐佩珍

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49次

會議於107年12月26日於科

技部召開，會中通過中科2件投資

案，投資總額計新台幣9.4億元，

包括精密機械產業之惠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光電產業之坦前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均將於台中園

區設廠。

惠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特科技於機台技術研發方面相

當用心，每年投入研究經費高達

上億元，研發人力近百人，產品

具有競爭力，機台性能比擬國外

進口檢測機台，價格較低且能在

地提供技術服務與機台維修，屬

於自行研發的機台，同時也擁有

LED晶粒代測產線，因此所設計的

機台更能夠貼近使用者的需求，

也能協助中小廠商的發展。本案

對於國內半導體產業有很好的經

濟效益，能提供下游廠商代工代

檢服務，發揮串聯與整合國內上

中下游產業的作用。

坦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坦前科技擁有國內外發明與新型專

利多件，擬購置大型射出成型機，

超高精密加工機與干涉式掃描量測

系統，已具備研發與製程之完備。

產品技術來源從光學設計、模具加

工、射出成型皆為百分百自主開

發，並投注每年15％之研發經費，

對產品研發與製程改良投注相當心

力。  本案技術開發初期即與車廠

密切合作，並以超大尺寸自由曲面

鏡加工技術與廠商共同開發，有助

汽車供應鏈從上游的零組件供應廠

商，到中、下游的汽車組裝與銷售

業者進行有效整合，發揮最大競爭

力。

惠特科技

投資金額8億元，整合自動控制、機械設計、機械視覺、光

電量測、電控、電子電路等技術領域專業人才，於93年切

入自動化設備領域，產品項目涵蓋LED檢測設備、雷射二極

體（LD）檢測設備、雷射加工設備等。

坦前科技

投資金額1.4億元，主要研製抬頭顯示器、照明系統及天文

望遠鏡等，擁有優秀的專業研發團隊，積極計劃建立車用

光學零組件供應鏈，希望藉由建立國人自主研發自由曲面

鏡，提供國內外產業對抬頭顯示器的需求。

╱ 小檔案 ╱

1. 惠特科技整合型LED晶粒晶圓點測機。

2. 惠特科技邊射型雷射點測分選機。
3. 惠特科技半自動雷射切割系統。

1

2

3

坦前科技的成像光學系統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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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檢測的領航者─瑞霸生技
Vida BioTechnology Specializes in Developing Nanomaterials-Modified 
Environmental & Bio Sensors

電気化学測定技術の先駆者―VidaBio

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瑞霸生技

瑞
霸生技與中科的緣分，源自

於F I T I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公司以「腎鬥士」專案參加，並在

中科的協助下，獲得前18強的好成

績。去年，中科開放新創團隊申請

進駐，瑞霸生技也順利通過。

奈米檢測技術獨步全球 

瑞霸生技的團隊成員當初參與奈米

國家型計畫，開發出可運用於疾病

檢測與環境監控的奈米檢測製造技

術，令人欣喜的是，它的檢測靈敏

度比傳統光學檢測高出1,000倍，因

此瑞霸生技便與台中榮總合作，將

此技術應用於B型肝炎及術前麻醉

藥物過敏的檢測開發。

瑞霸生技的英文名V I DA B I O來自

於西班文Viva La Vida，意謂活在當

下，就是希望人們在享受人生的同

時也可以拯救生命，透露出公司的

目標。值得驕傲的是，目前全球相

關研究都在實驗室開發階段，尚未

有可量產的產品，瑞霸生技是全球

第一家有能力將奈米檢測晶片應用

在臨床檢測的公司，其精湛技術可

見一斑。

創業維艱  堅持不悔

優秀的技術讓公司初期發展僅以疾

病檢測為主，但龐大的營運資金缺

口及3到5年的臨床認證時間，卻讓

公司面臨經營存續的難題。成員們

在經過激烈討論後，決定轉型，先

讓公司能夠順利營運，再將所獲利

潤投入疾病檢測所需之資金。

對團隊成員來說，創業的每一天印

象都很深刻，接到訂單時的興奮、

陌生拜訪時不知是否會被拒絕時的

103年成立，以開發奈米電化學檢測晶片
及檢測機台為主要營運方向，產品為電化

學儀全系統（包含電化學晶片、奈米檢測

晶片、電化學儀）及水鉛檢測儀。同時，

亦協助廠商檢測專案開發、電化學儀器開

發及晶片的封裝。隨著預防科學的發達，

瑞霸生技正積極協助業界開發，希望將電

化學相關檢測應用於體外檢測，以提供快

速簡易的檢測方式。

聯絡人：戴宇涵

E-mail：yuhandai@vidabio.com.tw

忐忑不安、虧損時的高度壓力等，

如果沒有足夠的抗壓性，絕對無法

持續。但是身為新創公司的前輩

們，他們仍舊鼓勵大家創業，因為

只有不斷的創新創業，才能夠促進

台灣甚至世界的發展。

未來，他們希望借助中科管理局的

力量，拓展人脈並擁有更多與其他

廠商交流的機會，進而讓公司更加

茁壯。

瑞霸生技榮獲第13屆國家新創獎，團隊成員與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右四）、
前行政院院長張善政（右三）合影。

瑞霸生技產品，右上為可攜式電化學儀，

左下為水鉛檢測儀，右下為客製化電極。

瑞霸生技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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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創新  iCAN計畫助青年創業
MOST Hosts iCAN Project to Encourage Youth Entrepreneurs

若者創業応援プロジェクト（iCAN計画）について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科
技部為活化大專院校研發成

果，建置跨校加速校園創業

培育平台，1月8日在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辦理「科技部研發成

果創業加速及整合推廣計畫（簡稱

iCAN計畫）」第一場巡迴說明會，

透過盤點全國創新研發成果和導入

國內外加速器之創新培育做法，徵

求各大專院校具研發成果、曾受

科技部補助的新創團隊（如FITI、

萌芽、價創與國際產學聯盟計畫

等），加速大學科技研發成果之新

創事業化推動。本次巡迴說明會除

介紹計畫徵案內容，並邀請谷溜谷

溜創辦人陳坤男分享實踐創業夢想

的心路歷程，最後介紹中科創新創

業輔導與中科自造基地可使用資

源。

科技部協助  創業不是夢

為鼓勵青年學子走上創業之路，科

技部自102年起推動創新創業激勵

計畫（簡稱FITI計畫）提供團隊在

創業上所需多元知識，本局持續配

合輔導並提供園區內外資源與服務

協助計畫團隊，積極推動園區創新

與新創事業發展，在107年度輔導

23個FITI入選團隊，並引進12家新

創公司進駐自造基地創新創業場

域，其中包括介接科技部107年度

新型態產學研鏈結創新研究計畫

（又稱價創計畫）補助之中興大學

劉建宏教授與張力天教授等2個創

業團隊，與來自德國紐倫堡大學

育成中心之新創公司S.I.T.Industries

（喜德公司）等。此外，在102至

107年度，中科園區育成中心累積

進駐69家培育廠商，總計資本額

15.8億元，成果豐碩。

為促進AI智慧機械產業創意發展，

今年度自造基地將規劃引進加速器

鏈結產業與業師資源，開放創業空

間與自造設備等資源供人工智慧與

智慧機械之創新創業團隊使用，積

極打造基地為智慧機器人產業創新

平台，建構AI人工智慧創新生態體

系。

1. 谷溜谷溜創辦人陳坤男分享創業經驗。
2. iCAN計畫主持人黃經堯教授（前排右五）及
與會人員合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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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沈朝財、林凱貞

年度補助計畫開跑囉
Applications Are Now Open for 2019 CTSP Incentive Programs

補助金のシーズンスタート

108學年度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108年度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

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為協助園區廠商科技專業人才養成，竹、中、

南三科學園區管理局共同執行「科學園區人才

培育補助計畫」，補助大專校院對焦產業需

求，引進業界資源整合理論教學與產業實務，

開辦相關模組課程及企業實習課程，提供準畢

業生專業知能，修習後即可為企業所用，藉以

縮小科技產業人才學用落差，建立有效之園區

廠商產學合作機制。

本計畫 107學年度共核定 11件補助案，補助

金額 830萬元，培育 1,365人次。108學年度

將持續辦理，補助學校執行計畫模組課程類別

涵蓋精密機械、AI、光電、積體電路、電腦及

周邊、生物科技、通訊、數位內容及其他領域：

工安環保、節能減碳、人力資源、企業經營、

採購實務、文化創意等。本計畫已於元月中旬

公告受理申請，歡迎中區公私立大學及技專校

院踴躍提案。

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

業升級研發補助計畫

本局為激勵國內各產業機械設備廠商投入智慧

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研發高智能化製程所需

之垂直與橫向整合技術，如高階智慧機器人

（設備）關鍵模組及人機協同應用技術，進而

拓展生產應用場域，同時推動製程設備產業上

下游自發性整合與投入提升製程零組件前瞻技

術，促進產業轉型、技術升級、提升機械設備

與關鍵零組件產值及價值，同時期盼廠商可以

結合學研各界能量，強化產學合作及研發資源

整合，提升國家產業競爭力。

● 108學年度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申請

事宜請至計畫網站http://training.scipark.tw/ 

查詢

● 截止收件日期：

108年 3月 7日（星期四）郵戳為憑

● 文件送達地址：

30016新竹市新安路 2號 科學園區人才培

育補助計畫辦公室（博大公司）

● 聯絡窗口：

范小姐 電話 03-5773311 ext 2143

李小姐 電話 03-5773311 ext 2133

● 108年度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

及航太產業升級研發補助計畫申請事宜請至

http://www.smai.fcu.edu.tw查詢

● 截止收件日期：

採隨到隨審，自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

● 計畫洽詢專線：04-25681085分機 10~13 

● 聯絡窗口：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投資組產學研發科

陳科長  電話：04-25658588 ext 7321 

E-mail：iyen@ctsp.gov.tw

林專員  電話：04-25658588 ext 7322 

E-mail：janeling@ctsp.gov.tw

陳技士  電話：04-25658588 ext 7329 

E-mail：yufeng.chen@ctsp.gov.tw

逢甲大學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研發補助

計畫辦公室

林經理  電話：04-25681085 ext 12 

E-mail：yuyilin@fcu.edu.tw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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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企劃組  秦惠桑、圖／投資組  沈慈雅

中科年貨大街  買氣旺旺旺
The Chinese New Year Shopping Fair in CTSP 

旧正月前で賑やかなCTSP年貨大街でショッピング！

本
局與園區公會、臺中市糕餅

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好禮

協會、臺中市公益團體等於1月17日

共同辦理「中科年貨大街」活動。

本次活動於本局行政大樓1樓舉

辦，當日邀請糕餅、糖果、肉乾、

飲品、年節禮盒等廠商設攤，提供

展示、試吃、特惠及滿額抽獎等，

現場單筆消費滿300元，即可抽獎

一次，兌換設攤廠商提供之商品一

份，吸引園區廠商、員工及周邊鄰

里參與，人潮熱絡、買氣旺。

今年年貨大街特邀請社團法人台

灣公益CEO協會、臺中市愛無礙協

會、蓮心自

強服務協會等

公益團體參與，同

時，臺中市議員張家

銨、周永鴻議員特助陳宏信、臺中

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蔡萬財

亦撥冗蒞臨，在本局局長陳銘煌與

園區公會中區辦事處處長陳季媛陪

同下逐攤鼓勵設攤廠商、行銷各攤

位商品。

本局局長陳銘煌表示，管理局非常

關心員工及園區廠商各項需求，特

別辦理「中科年貨大街」活動，滿

足大家過年採買年貨需求，同時亦

本局局長陳銘煌（中）陪同臺中市議員張家銨（左四）、臺中市糕

餅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蔡萬財（右四）等與公益團體攤商合影。

希望透過此活動，向園區員工及廠

商福委會宣傳、推廣在地與公益團

體之商品。

1. 臺中市愛無礙協會現場書寫春聯。
2. 現場人潮熱絡、買氣旺。
3. 消費滿額排隊抽獎情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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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工作做得好  勞資雙方都受惠
Seminar on Key Emphasi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Labor Administrative Matters at CTSP in 2019

安全で安心な職場を作り

為
讓園區廠商瞭解 108年度環

安業務各項工作重點、新修

訂法規宣導及常見違法缺失等，本

局於 1月 18日召開「環境保護、

勞工安全衛生、勞工行政業務年度

工作重點宣導會」，由環安組各科

科長向與會人員說明。

詳細說明  環安業務更清楚

首先由勞工科科長蔡博涼向園區廠

商介紹各承辦人及所負責的業務，

並預告今年度將推動的各項業務，

包括模範勞工表揚活動、勞工法令

宣導會、職場工作平權優良單位選

拔、托兒措施補助、球類競賽、中

科 FUN電影等；另提醒園區廠商

注意 108年 1月 1日起基本工資調

整（以月計薪：23,100元 /月，以

時計薪：150元 /時），同時也應

傾聽員工意見、耐心溝通，以減少

勞資爭議，促進勞資關係和諧。

接下來，環保科科長林哲民提醒廠

商應注意各項固定汙染源、水汙染

源、事業廢棄物等許可業務相關新

修正之法令規範，及講解執行下水

道系統管理之業務重點，其中許可

業務較須關注重點為水汙染源於許

可審查管理辦法修正後，有諸多新

增及修正之規範事項；另在下水道

系統部分，則針對過去查核採樣常

見問題，以簡單明瞭的問與答方式

進行說明，讓園區廠商有較具效益

的改善措施及方向，使其環保工作

可以更趨完善。

最後由勞檢科科長陳志達說明勞動

監督檢查策略，將依企業規模及風

險程度等採取分級管理，強化監

督、宣導與輔導，以達成持續降低

職業災害，促進職場安全衛生，維

護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目標。

防制工作全年無休

此外，農曆春節將至，會議中也再

次呼籲春節期間有營運之廠商們，

應持續執行各項汙染防制工作，並

維持防制設備功能正常，降低汙染

排放情事，共同維護生活環境品

質，及注意春節期間安全防護，於

事前預防可能發生之災害風險，並

落實相關預防措施，加強緊急應變

之通報及處置，以降低災害事故之

影響，確保每位員工平安過好年。

文、圖／環安組  陳冠宏

本局環保科科長林哲民（左）說明環保業務工作重點。

CTSP2T15.indd   15 2019/1/26   上午1:28



校學生皆

以英文介

紹自己的

家鄉及學

校特色；

並安排日

方學生入

班參與課堂活動，與實中同學一同

合作，完成指派的任務，並參觀

智慧教室、實驗室、天文景觀台

等各項資源設備。另外，愛心志工

家長帶領大家進行烘培教學，師生

實際參與製作道地台灣口味的蛋黃

酥，同時品嘗台灣特色美食—珍珠

奶茶，體驗台灣學校生活與文化風

情。

豐富活動  培養學生國際觀

科學交流部分，雙方學生分別進行

口頭發表與海報展覽，交流科學實

園
區
活
動

Park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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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黃春英

實中國際交流  有朋自遠方來
NEHS@CTSP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A Pleasure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Afar

国際交流 「朋有り遠方より来たる」よいこそ！

2018年12月可說是中科

實中的「日本國際

交流月」，來自兵庫縣立豐岡高等

學校、熊本縣宇土高等學校及大阪

府立千里高校師生蒞臨實中參訪，

雙方進行文化交流與科學發表等活

動，其中實中與大阪府立千里高校

的跨國短期學習交換已持續多年，

每年10月實中也會選派學生赴日參

加櫻花科技計畫（SAKURA Science 

High School Program, SSHP）的科學

展覽與學術交流發表。

「有朋自遠方來」歡迎儀式中，兩

驗的經驗與成果。科學活動—資訊

科教師陳思佑指導師生四軸飛行器

程式設計，最後於戶外進行飛行測

試，發表台日雙方STEM課程成果。

另安排參觀中科管理局及中科智慧

機器人自造基地，認識中部科學園

區的發展，瞭解園區如何引進奈米

精密機械、生物技術、光電及積體

電路、綠能等產業，創造高科技產

業優質之環境，帶動科技產業技術

之升級，同時也提供智慧平台，讓

人們在基地實踐創新與創意。

國際交流活動不僅增進學生外語學

習能力，同時也提升學生的國際行

動力，雙方學生在離別時的擁抱與

不捨，更增進實中與夥伴學校的情

誼。未來與日方也計畫推動遠距視

訊交流，突破空間障礙，同步進行

視訊課程教學與議題探討，培養學

生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觀。

1. 四軸飛行器測試。
2. 蛋黃酥出爐，香氣四溢。
3. 滿是祝福的祝福小卡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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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文史微踏查活動。

文、圖／中科實中  施勇廷

  雙語教育Ｘ南向政策  
  實中教育走在前端
NEHS@CTSP Is in Line with New Southbound Policy 
& Promotes Second Language Courses 

バイリンガルコースと国際理解教育  最先端の教育
を提供する国立中科実験高級中学

隨
著雙語國家發展政策議題，

跨領域、跨語言教學蔚為

風潮，語言與學科整合式教學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LIL）漸獲各界與家長重

視。有別於以往強調全英教學，此

教學法著重語言運用與學科知識的

結合，以便在課程的探究情境下，

提供學生使用英語的雙語環境。如

今新住民已突破50萬人，加上與東

南亞國家的交流越來越頻繁，使得

東南亞語言及文化漸成學校顯學，

帶動新的學習風氣，促進多元文化

理解及國際視野養成。

雙語教學  學語文也學文化

過去，本校已開設具批判性思考、

生態新觀點等雙語教學課程，近年

來，承繼校本第二外語課程－越南

語文，利用英文專題課程，透過英

語學習東南亞歷史及文化，進行文

史探究與踏查，強化越南語文學

習，以培養學生成為跨領域及跨語

言的國際行動人才。

實地踏查  深入瞭解國外生活

實中英文專題課程透過雙語情境學

習，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等外

語素養，讓學生在多元情境中表

達及解決問題；也就是說，學生

在語言與學科整合式教學架構下，

能夠活用外語，進而完成各項學習

任務。本課程多元的語言學習內涵

及跨學科的知識統整頗受好評，曾

發表於教育部國教署高中英文學科

中心，也曾受政治大學教學發展中

心邀請，分享實中在雙語課程設計

及語言學科結合等實務經驗。此

外，本校教師亦透過校內跨國交流

活動、教職員外語班及自主教師社

群，積極學習第二外語，瞭解不同

文化。除了越南語課程外，也與市

政府各單位及暨大籌設的南方時驗

室辦理師生文化探究與實地踏查，

深入瞭解東南亞文化與新住民生

活。未來，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

將持續創新教學課程，開創教學的

無限可能。

1. 實中師生與南方時驗室成員合影。
2. 參訪東協廣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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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曆春節期間，本局為落實園

區安全維護各項措施，並配

合園區廠商 108年春節假期（自 2

月 2日起至 2月 10日止）辦理進、

出口貨物通關業務需要，由各單位

分工執行各項預防性檢查，確實掌

握相關危安狀況與預警情資，確保

通報聯繫管道暢通，提供園區相關

單位便民措施如下：

園區 24小時通關  全年無休

園區通關系統將園區「簽證」、「儲

運」及「報關」通關作業整合，並

與關務署「關港貿單一窗口」相關

作業無縫接軌，便利園區廠商快速

完成簽審及進出口通關程序。春節

假期期間的服務時間如下：

一、連續假期前一天（2月1日），

上班時間投單之一般進出口通

關案件，除特殊案件外，各通

關單位將處理至完畢為止。

二、廠商於春節連續假期間，關務

署臺中關每日主動派員辦理進

出口貨物通關業務，園區物流

倉儲、進、出口貨棧維持正常

運作，廠商如有需人工簽審辦

理者，請事先向本局工商組外

貿科提出。

落實各項措施  安全滴水不漏

春節期間，結合整體行政力量，落

實本局暨園區安全維護各項措施，

本局政風室、秘書室、工商組資訊

服務科執行各項預防性檢查，並確

實掌握相關危安狀況與預警情資，

相關重點工作如下：

一、公務機密維護部分，加強宣導

保密作業規定，執行公務機密

維護檢查，如遇有重大資安異

常案件，應立即依規定通報，

並循資安事件通報應變作業流

程辦理。

二、機關安全維護部分，加強本局

行政大樓及工商服務大樓之門

禁管制，並執行機關安全設備

檢查，亦協請保警隊加強巡

查，如遇緊急事故，確實依規

定通報相關單位協處。

三、機關保防聯繫部分，適時宣導

同仁赴陸風險，並協助掌握來

台大陸人士之違常活動，即

時通報相關單位及調查機關處

理。

警力堅守崗位  治安好、交通順

警政署將加強安全維護工作，以

「治安平穩、交通順暢、民眾安心」

為工作主軸；工作期間園區保警隊

依據轄區治安現況縝密規劃治安維

護作為，採機動、彈性與即時交通

疏導為手段，秉持立即回應民眾需

求之同理心與熱忱，於春節重要節

日期間，24小時全天候不打烊，

隨時服務廠商及民眾，確保園區治

安及交通。

春節假期間如有須協助者，請洽：

通關系統資訊客服服務窗口：

0800-067288

園區保警隊報案、緊急通報專線：

台中園區 04-25605768

虎尾園區 05-6312155

后里園區 04-25584750

文／工商組 吳傳棻、政風室 邱敏惠、保警隊 蘇建誌

春節假期  中科服務不打烊
CTSP Provides Multiple 24-Hour Services during Spring Festival

ノンストップでサービス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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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建管組  胡振華

公車改道  中興園區真好行
Adding Chung Hsing Park Stop to 9 Nantou Bus Routes for Commuters' 
Convenience

さらに便利に！路線変更で中興パークの移動がより快適に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超人特攻隊2

◎ 放映時間  107/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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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喜劇
◎ 片長  2小時6分

  超人特攻隊》曾獲得第77屆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殊榮，睽違14年，

續集由導演兼編劇布萊德柏德掌鏡，繼續描寫超人家庭成員之間

的故事。

看看超能先生和彈力女超人的最新任務為何？宇宙最強萌娃兒──小傑的

超能力是否真的無極限？衣夫人還有什麼新的設計元素？

故事將延續上集結尾，這次的分工「男主內女主外」，一家人搬到新家，

超人家庭中的超能先生這回留在家當「奶爸」，挑戰英雄生涯中最大挑戰

──照顧三個小孩，小倩、小飛、小傑。彈力女超人則在外打擊犯罪。

普

《

本
局為提升中興園區公共運

輸之服務品質，多次向交

通部公路總局爭取行經園區之客

運班次，為增加園區內從業人

員搭乘便利性，自1月18日起，

調整中興園區9條公車路線，使

其穿越中興園區，並將中興路站

點遷移至中興園區中研路上。此

外，再新增「中科中興園區」

站，增加乘車便利性，歡迎民眾

多多利用、搭乘。

也歡迎民眾下載使用「科學園區

行動精靈2.0」APP，此APP係由應

用程式結合園區所有交通資訊，

包含「即時交通資訊」、「公車

資訊」、「停車場資訊」，讓使

用者隨時掌握乘車資訊，敬請多

加利用。

科學園區行動精靈2.0

9條改道之公車

6333「臺中—中興—水里」、6870「臺中—溪頭 」、6871「臺中—杉林

溪」、1657「高鐵臺中站—南投」、1806「基隆—朝馬—南投」、1831

「臺北—朝馬—南投 」、6916「彰化—南投」、6875「埔里—南投 」、

6672「埔里—南投」等9條客運路線行經中訓中心站，約144班次。

（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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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楊傑理

LED燈妝點  中科越夜越美麗
CTSP Bureau Creates Warm Atmosphere at Night with LED Decorative Lights

LEDでつくるお正月灯り　CTSPの夜はロマンチック

西
曆新年剛走，農曆新年將

至，在這特殊的時節裡，本

局因應喜慶氣息，特意在空中花園

以及屋頂裝設LED燈飾，每晚5點半

準時亮燈，將中科的夜妝點得更美

麗！

LED燈飾使用漸變的色彩，和緩漸

變而又不落單調，並能夠因應時間

點選擇營造不同氛圍，譬如在聖誕

節日時，就選擇銀白色，營造閃亮

繽紛感；而在農曆春節時，則選

擇較為喜慶的顏色，營造出溫暖

洋溢的氛圍。不過，不管什麼氛

圍，都是園區天際線的一道美麗

點綴啦！

新增的LED燈飾，再搭配園區既

有的大型戶外裝置藝術「光的競

速」及「光的調色」，調整好角

度，真是美不勝收，彷彿置身於

夢境之中呢！

1.  白天的管理局線條俐落，曾在《痞子英雄》中入鏡。
2.  夜晚的高空燈飾，點亮中科園區的夜空天際線。

園區戶外裝置藝術「光的調色」與LED燈
飾相得益彰。

各位看官們日後不論是認真工作時的忙裡偷

閒，或是在辛勤工作後的返家路上，都不妨仔

細觀察觀察園區景色，也許就能發現我們的一

點小巧思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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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楊素琴

餅香不怕巷子深—Michelle的廚房
CTSP Delicacy: French Pie of Michelle's Kitchen in Houli District

サクサク美味しい話題のパイ専門店　ミシェルのキッチン

你
以為道地的法式美味一定得

到裝潢美、氣氛佳的高檔餐

廳嗎？藏身后里巷弄中的「Michelle

的廚房」餐點，有隱藏版的道地法

國派，只要嘗過一次，絕對顛覆你

的想法。

旅法 27年後回家鄉開店

主廚Michelle年輕時從

事餐飲業，並旅法

27年。她笑稱，那

時因有朋友移民法

國，自己前去投

靠，後來便待在奧

爾良開法式餐廳，這

一賣便是15年，之後心

生倦怠回來台灣。原本不

想再投入餐飲業，但有一次在

台北八德路看到一間非常中意的店

面，又忍不住技癢，於是重回餐飲

懷抱，又經營起法式餐廳。台北的

法式餐廳營業了8年，吸引大批忠

實粉絲，後來因為她想陪伴高齡母

親，才結束營業回到后里，並在家

鄉成立工作室，以法式甜鹹派與大

家交朋友。

美味與健康兼顧

Michel le的廚房主要以外帶及宅配

為主，每天早上5點，Michelle就會

起床備料，除了客人預訂的派之

外，她也會做一些供現場客人購

買。她強調養生，為了讓消費者吃

得健康，所做的派沒有任何人工

添加物，並融入「在地鮮食」的

概念，以在地、當令的食材為主，

例如夏天的芒果、水蜜桃，冬天的

草莓、西北櫻桃等等。考量台灣人

口味，她在台灣做的派不同於法國

人的喜好，而是以少油、少糖的方

式，減少油膩感並增加健康，但美

Michelle的廚房
地址：台中市后里區水門路41號

（可到現場買，也可以線上預購宅配到府）

電話：0972-246298

營業時間：10:00-18:00（每週一、二公休）

粉絲團：https://ppt.cc/fPhptx

小叮嚀：逢年過節是Michel le廚房的旺季，由於

Michelle主廚對品質的堅持，勢必無法大

量製作，所以若要一嘗美味，記得要先

預約，並多點耐心喔！

1.  草莓以電解水一顆一顆清洗。
2.  法式鹹派是招牌派之一。

味不變，她說：「從事餐飲業要有

良心，要讓消費者吃得健康、吃得

安心、吃得美味最重要。」她的派

香酥可口，餡料和派皮中間夾了一

層自製的舒芙蕾，一口咬下層次分

明，美味令人難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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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員工診所  張家禎醫師

健康專欄—過年吃福不吃肥
Healthcare Colum: Simple Rules for Healthy Diet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連休(旧正月)こそ健康管理に気をつけよう　連休を乗り切る健康対策

1

過
年期間，親朋好友相聚，常

常一路從尾牙吃到除夕再到

元宵。國民健康署統計，近4成1的

民眾，會在過年期間增加1.7公斤。

肥胖容易造成心臟病、三高、中

風、癌症等，而過重的體重也會造

成退化性關節炎。究竟，要如何讓

過年有吃福而不吃肥呢？

飲食基礎與運動

參考國健署規劃，每日飲食三大

營養素占總熱量比例為：蛋白

質10-20%、脂質20-30%、醣類

50-60%。可利用國健署提供的攝

取熱量計算機  https://www.gis.hpa.

gov.tw/Obesity/TC/DayHeatCalculate.

aspx，根據自己健康體重、熱量需

求以及飲食建議。以此為基準，當

吃進了更多食物，熱量爆表時，就

應該要有更多活動或運動量來消耗

多餘的熱量。

飲食物選擇

1g醣類=1g蛋白質=4大卡；1g脂肪

=9大卡；1g酒精=7大卡（飲酒就

像喝油一樣可怕）。所以要少吃動

物內臟及皮，以水果代替糖果、巧

克力，並以開水及最近很夯的蜂蜜

檸檬水代替含糖飲料、不喝酒精飲

料。少用沙茶醬，並以當季新鮮的

食材取代加工製品。

烹調方式

食物以蒸、涮、燙、煮、燉取代

炒、煎、炸、燒、烤。

飲食順序

吃大餐前，先服降血脂、保護腸胃

的中藥，之後喝湯暖胃、吃蔬菜纖

維高的食物增加飽足感，再吃豆魚

蛋肉類，最後才是全穀雜糧類。除

了鳳梨、柿子等水果在飯後吃，其

餘盡量在飯前吃，而且要記得退

冰。體質虛寒的人，最好下午3點

前吃水果。

中醫治療腸胃疾病、降血脂減肥

吃燒烤、油炸、辣食前先服用養陰

潤燥中藥，預防口乾舌燥、咽喉疼

痛上火等症狀。暴飲暴食後所造成

的腹脹、胃食道逆流、打嗝等也可

用行氣降逆消食中藥調理。中藥能

減少脂質類物質吸收並調節血脂代

謝，降低三酸甘油脂、總膽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升高高密度脂蛋

白。所以要連續吃大餐時，可以在

飯前服用預防肥胖降血脂的中藥，

包含何首烏、山楂、決明子、荷

葉等。此外，也可常針灸按摩豐隆

穴，具有化痰消腫的效果喔！

1.  中藥能調節血脂代謝
作用，抑制腸道對膽

固醇吸收，預防心血

管疾病的發生。

2.  豐隆穴大約在外踝到
膝蓋一半的高度，旁

開脛骨兩個指頭寬

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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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商周出版社提供

悠遊書海—博雅教育的學與思
Reading Fun: Contemplation on Liberal Education

読書におすすめ　リベラルアーツ教育の学習と考え

蘋
果電腦共同創辦人賈伯斯曾

說：「科技必須和博雅精神

結為連理。」暢銷書《達文西密

碼》的作者丹．布朗說過：「博雅

教育給學生非常多空間去探索自己

的熱情與興趣，會比一般人更有創

造力。」臉書創辦人祖克伯也說：

「臉書關乎心理學與社會學的程

度，和科技不相上下。」而哈佛大

學自1946年便開始推動博雅教育，

究竟博雅教育的重要性何在？

博雅教育 使我們成為全人

專科或就業導向的教育容易限制住

探索知識和思考的自由，使我們

和社會脫節。物理能說明蘋果為什

麼會從樹上掉下來，卻無法告訴我

們存在的價值、我們能對社會有什

麼影響，以及我們與社會的關係。

而博雅教育能使我們成為全人。博

雅教育不僅是全人教育，是通識教

育，更是菁英養成教育，培養學生

獨立思維、多元視野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得以應對科技一日千里的變

化與挑戰，擁有不被未來淘汰的軟

實力；更重要的是，和社會有所連

結以及促進社會進步的人為目的。

博 雅 教 育 的 原 文 是 L i b e r a l 

education，可以說成是「自由人的

教育」或「宏通教育」。這個概念

正式出現於羅馬時代，當時指的是

「適合於自由人、而非奴隸的教

育」，同時也蘊含著「培養通達智

能、而非專門技術」的意義。

培養謙虛及與人為善的態度

東海博雅書院即是以此一理念為基

礎而創立，將大學的通識教育與生

活教育結合在一起。生活學習是

人文課正興起，超越AI的競爭力

AI與科技無法取代一切，人文素養因此更顯重要，

博雅就是結合科技與人文素養的最佳教育方法，

培育學生在知識上成為一個自由人。

培養學生自發性的學習與獨立思考。

強化學識在生活上的實踐。

最核心的教育理念，全體書院生

強調生活學習，一起進行各項課程

與活動。博雅學習幫助學生了解，

除了我之外，還有我們；也就是

讓學生們從「我（ I）」到「我們

（WE）」，再到「小我（i）」，

以及養成謙虛與萬物為善的態度，

和培育能服務他人的能力。

本書以東海大學博雅書院為例，闡

述國內博雅教育的實際運作，更以

十二名書院生的故事，說明博雅教

育帶來的真確影響──自主學習，

獨立思考，做一個關心與服務社會

的公民，展現真正的博雅精神。

博雅教育的學與思

作者：東海大學博雅書院

王偉華、邱國維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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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資訊學院舉辦智慧農業專題研究人才班參訪中科，

由本局投資組組長林靜慧（左一）接待。

竹科管理局局長王永壯（前排左六）、南科管理局副局長蘇振綱（前排左四）、

國網中心主任謝錫堃（前排左五）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右六）、
副局長施文芳（前排左三）、副局長許茂新（前排右三）接待。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供電區營運處處長吳清木（右四）率隊拜會

本局局長陳銘煌（左四）及副局長施文芳（左三）。

臺中市環保局局長吳志超（右三）拜會本局局長陳銘煌

（中）及副局長施文芳（左三）。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長許輝煌（右二）

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副局長施文芳（中）接待。

參
訪
交
流

CTSP Visitors

24╱Feb.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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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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

1. 須可耐久站和搬重物
2. 須配合輪班，依部門每一至二個月輪調日／夜班
3. 高中職畢業以上

自動化工程師

1. 機械手臂操作／現場相關工作
2. 需配合於平日或假日加班，加班費另計
3. 上班時間：早班08:00~20:00、夜班20:00~08:00，
週休六、日

4. 夜班津貼另計
5. 夜班同仁公司供餐

台灣精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操作工

1. CNC機台上下料、尺寸量測。
2. 工件修毛邊等作業。
3. 機械手臂組立。

技術員師

CNC車床、銑床、磨床、齒輪、齒條等機台操作、加工
意者請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4:00親洽公司面試

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三班制製程技術助理

隱形眼鏡製程作業人員，穿著全身無塵服於無塵室從事半
成品檢測、封裝、包裝等工作

做三休三產線技術助理

隱形眼鏡前道製程作業人員－中文全自動機台生產操作，
半成品檢測、機台清潔維護、機台設備修繕及零件更換、
數量核對、報表填寫

聯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工程師／技術員

化學品／氣體更換、設備操作、維修、監控及巡檢相關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

1. 產品品質檢驗
2. 問題處理／排除
3. 品質工程協助
4. 統計分析
5. 產線穩定性管制
6. 自動品檢（機器人）設備操作

世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線作業員

1. 進行製造現場的PCB板之零件焊接、產品組裝、測試、
    清潔、包裝出貨等作業
2. 有電子相關產業生產線工作經驗者佳
3. 人員須熟悉烙鐵操作
4.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數位電源韌體工程師

1. 數位電源專案MCU、DSP控制器韌體設計撰寫
2. 搭配專案HW／FW新技術導入開發
3. 具電力電子相關韌體開發經驗 
4. 有TI-C2000系列或Microchip-ds PIC經驗尤佳 
5. 熟悉I2C、PMBus 或CANBUS通訊開發能力 
電源研發工程師 

1. 從事DC CONVERTER、AC／DC模塊開發
2. 相關產品設計支援
3. 產品的驗測報告與程序規劃
4. 規劃產品的驗測排程
5. 零件焊接
6.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堆高機倉儲員（需具備堆高機執照）

裝卸櫃、進倉收料、倉庫管理、揀貨、理貨、出貨

理貨員

進倉收料、倉庫管理、揀貨、理貨

更多職缺請透過台灣就業通、大臺中人力資源網、104投遞履歷

FEB.
2019

才啟事
人材募集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
中科108年2月  Recruitment Message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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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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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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