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letter 中科│國際│創新│活力

APR. 2018 

163

科技部與園區廠商面對面 意見即時通

MOST & ASIP Co-hosted the Seminar for Gaining Insight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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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とパーク入居企業がお互いに意見を交流

遠渡重洋 觀摩FRC澳洲雪梨區域賽
Observation Tour to FRC Held in Sydney

シッドニーで開催したFRCロボット競技大会を観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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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の売上が過去最高に

中科表現亮眼

營業額再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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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增進園區同業公會、園區廠

商及各園區管理局有效溝通

管道，「科技部與園區同業公會座

談會」自民國103年10月起，以每

半年舉辦一次為原則，由三園區管

理局輪流召開。107年3月14日移

師本局辦理，由科技部次長許有進

及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共同主

持，與會者包括竹科管理局局長王

永壯、南科管理局局長林威呈及本

局副局長許茂新、園區公會會員廠

商、高階主管及各專業委員會召集

人及相關部會代表等。

配合前瞻計畫  解決人才荒

首先，沈理事長致詞感謝科技部對

本次座談會之重視，並提到最近中

國大陸提出對台31項政策，科學園

區要如何防範未然，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係重要課題；且本座談會

透過園區公會各會員的意見，進

一步與相關部會溝通，

期望讓政府知道企業

所面臨的問題，俾

以協助廠商解決以

提升競爭力。許

次長致詞時表

示，科技部

配合「前瞻

基礎建設－數位

建設計畫」，編列

10億元經費由中科積極

推動「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

基地」計畫，使園區引領台灣

智慧機器人產業之發展。科學園

區已設立近40年，引進廠商家數

已逾900家，三大園區之年產值約

占全國14%，各管理局並持續推動

文／企劃組 秦惠桑 圖／投資組 沈慈雅

科技部與園區廠商面對面  意見即時通
MOST & ASIP Co-hosted the Seminar for Gaining Insight into Companies' Challenges

科技部とパーク入居企業がお互いに意見を交流

台電新桃供電區營運處人員於現場回應廠商提問。

人才培育計畫，期能解決廠商

人才問題。

各部會齊聚  
即時回應廠商需求

園區公會在本次座談會提出7項

提案，包括員工分紅入股、勞

務支出作價、創新產業資本支

出、縮短醫材查驗時程、放寬

大陸人士來台商務簽證流程與

效期、電線地下化、園區交通

等多元面向議題，科技部除於

會前請各相關部會及園區管理

局研提處理意見外，當日還邀

請財政部、經濟部、衛福部、

台電等相關業務代表與會說

明，以便即時解決廠商所提的

各項需求。最後會議在與會人

員熱烈討論下，圓滿結束。

住人才係重要課題；且本座談會

透過園區公會各會員的意見，進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

與會，與廠商直接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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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廖麗雲

遠渡重洋  觀摩 FRC澳洲雪梨區域賽
Observation Tour to FRC Held in Sydney

シッドニーで開催したFRCロボット競技大会を観戦

機
器人結合A I人工智慧取代

人工，為全球產業發展趨

勢，本局不遺餘力的推動機器人教

育，成功帶動國內世界機器人大賽

（FRC）競賽風氣。今年FRC海外

區域賽，台灣共有7個團隊報名，

其中台北美國學校、台北北一女

中、嘉義協同中學、台中明道中學

及台南南科實中等5個團隊選擇參

與3月12日至17日在澳洲舉辦的雪

梨區域賽場次，本局特地派員偕同

前往觀摩。前往觀摩。

台北美國學校榮獲雪梨區域賽第一名。

大家各司其職  
只為贏得勝利

比賽進行時，大會採隨機

的方式，將3個團隊組成

一隊，因此台灣的5個團

隊，時而為盟友共同作

戰，時而為對手互相爭

霸，亦友亦敵地在場中

較勁。每一次競賽的戰況都十分激

烈，下場參賽的成員聚精會神，卯

足全力為小組爭取得分，未下場的

FRC小檔案

FRC競賽活動係非營利組織FIRST為高中

生舉辦的工業級機器人競賽，已成功為

美國培育2代工程人才。它於每年1月公

布題目，參賽團隊需在6星期內將參賽機

器人準備好，3月時先在各地進行區域

賽，4月時，再由勝出團隊代表該區域前

往美國參加FRC世界錦標賽。

同學則緊盯賽程，時而手舞足蹈、

大聲歡呼，時而捶胸頓足、扼腕嘆

氣。中場休息則是全體動員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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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傑出的明道中學，高興的在賽場展示我國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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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Park News

候，有的同學專注於修繕機器人，

有的同學與其他團隊互相交流，有

的同學則照顧所有人的民生問題，

大家各司其職、分工合作，只為爭

取勝出，獲得區域賽的出賽權。

在競爭激烈的資格賽中，5個團隊

展現驚人實力，同時晉級前8強，

挺進決賽。最後由台北美國學校與

澳洲2個團隊獲得最終勝利，將參

加4月在美國底特律舉辦的FRC世界

錦標賽。台灣的隊伍除了台北美國

學校每戰皆勝，榮獲冠軍外，尚有

北一女獲得大會頒贈的「最佳團隊

精神獎」，以及明道中學榮獲「最

佳視覺效果獎」等榮耀。

能力獲肯定 
讓我國國旗在場中飄揚

近2年，參加雪梨區域賽的台灣團

隊僅能以Chinese Taipei的名義參

賽，今年由於台灣團隊展現優越

的實力，讓主持人不斷揮舞中華民

國國旗為台灣團隊加油打氣，前來

參賽的同學也不斷呼喊「台灣」、

「台北」，並搖動國旗為下場參賽

者助陣。

當台北美國學校、北一女、明道中

學上台領獎的時候，每個成員都昂

首闊步、帶著驕傲飛奔上台，同

時，也不忘完全展開中華民國的國

旗，讓它隨著團隊繞場一周，在場

中盡情飄揚。

這是一場既考驗腦力也考驗體力的

國際賽事，每一個團隊成員皆傾盡

全力、克服萬難，才得以在國際舞

台上發光、發熱。優秀的成績也增

加台灣的能見度，並藉此宣告全世

界，台灣的機器人教育深耕有成，

已獲得良好的成果。

夏威夷及匹茲堡區域賽

3月25日，FRC同時在美國的夏威夷及匹茲堡舉辦區域賽。甫獲得澳

洲雪梨區域賽第一名的台北美國學校，又贏得夏威夷賽區冠軍，並獲

得主席團獎，而由各校學生組成的團隊－台北101，則榮獲大會新秀

獎。匹茲堡賽區則由復興中學獲得新秀全明星獎（首獎），將與台北

美國學校一起代表台灣，參加4月在美國底特律舉辦的冠軍賽。

參賽團隊感想

北一女：在這次參賽中我們學到很多經

驗，因為若有問題請教其他隊伍，他們都

會很熱心的回答，讓人覺得很感動。

明道中學：收穫非常大，不僅了解其他學

校同學的想法，也學到新的操作方法，希

望有機會運用在自己的機器人上。

協同中學：我們深刻的體驗F I R S T的精

神，在這個比賽場地，大家都樂意幫助別人，雖然在場上是對手，但休

息的時候就變成朋友，就算有零件壞掉，也都借得到，這種互相幫忙的

感覺很令人感動。

南科實中：之前在中科比賽的時候，一旦出現問題，大家都會互相指

責，但這次比賽，大家都同心協力，只想趕快找出問題並加以解決，不

再糾結是哪個人犯了錯。大家都很認真，知道自己的責任是什麼，氣氛

也變得更和諧，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1. 北一女同學在場邊準備，等待上場比賽。
2. 台北美國學校協助協同中學解決困難。
3. 南科實中的同學專注維修機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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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局長表示為響應中央政府的「綠

能屋頂計畫」，台灣康寧與友達

光電及創勁綠能合作，由創勁綠能

投資興建、台灣康寧提供台中廠與

台南廠的屋頂空間，並由友達光電

太陽能團隊建置執行，三方協力出

資、出地、出力，合作完成此精密

廠房屋頂型大型電廠專案，善用閒

置廠房屋頂，以實際行動支持再生

能源發電政策。

台灣康寧玻璃科技集團總裁季可彬

表示，很榮幸與友達光電合作，

以太陽能的形式加入綠能發電的行

列；這項合作將展現友達的先進太

陽能發電技術，同時也支持政府

的再生能源政策。

太陽能裝置  中科居三園區之冠

友達光電董事長暨執行長彭双浪

指出，友達投入太陽能系統布建

累積多年經驗，不僅

在中科園區締造全台

最大屋頂型電廠專

案，也積極推動供應

鏈夥伴一起投入綠能

建設。很高興協助台

灣康寧建置太陽能系

統，總裝置量達2.5百

萬瓦（MW），不僅發

揮創能精神，也帶動

企業永續經營。

　　中科園區太陽能發電裝置容

量已達29,546 kW，居三科學園區

之冠，台灣康寧在台中廠的裝置

容量達1,498 kW，讓本園區裝置量

突破30MW，為台灣綠色環境注入

一股活水。

台
灣康寧宣布與友達合作建置

太陽能板，在中科園區與南

科園區建置兩座玻璃基板廠房，台

中廠於3月6日舉行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啟用儀式，包括臺中市市長林

佳龍、本局局長陳銘煌、台灣康寧

玻璃科技集團總裁季可彬（James P. 

Clappin）、友達光電董事長暨執行

長彭双浪等人均到場見證。該廠預

計年發電量近200萬度，每年可減碳

1,425公噸。

響應綠能屋頂計畫  建置太陽能板

林市長指出，為響應中央政府的

綠能政策，市府於民國105年訂定

《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

例》，分三階段規範用電量，

要求月平均在800瓩（kW）以

上大戶，自公告日起3年內完成

裝設用電量10%的再生能源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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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康寧與友達攜手建置太陽能板 
響應綠能發電
Corning & AUO Solar Panel Project Has Been Launched!

台湾コーニングとAUOが共にソーラーパネルを設置　

文／投資組 林雲志 圖／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電量單位換算報你知

參加台灣康寧台中廠屋頂太陽能發電站啟用儀式的貴賓合影。

台灣康寧在台中廠的裝置容量達1,498 kW，相當於
5.4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所能吸收的二氧化碳量。

瓦特（W，Watt），簡寫成瓦。

1 kW = 1千瓦 = 1瓩。

1MW = 1百萬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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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澆灌綠地，不僅節省自來水，

也挹注滯洪池，讓地表水回補地下

水，為資源循環做出最佳利用。

在這裡不僅有令人驚豔的櫻花美

景，也有許多資源再利用的實例，

足見中科園區廠商對所在土地的用

心與愛心。且讓我們繼續守護這片

土地，為來年的賞櫻行做最充分的

準備。

資源循環利用  用心守護土地

除了植物生態，在地資源的循環利

用也是一大特色。走在林下，可發

現一顆碩大的鵝卵石，它是此園區

開發初期特地保留下來的，目的在

提供休憩與空間紋理的體驗。此

外，水資源的循環利用也成為亮

點，該公司截流與淨化鯉魚潭淨水

場的放流水，再以景觀渠道導流到

園區要聞 Park News

文、圖／營建組 蔡榮峯

每
年春天，台中后里區泰安派

出所及其鄰近地區，總是最

熱門的賞櫻景點之一，而中科后里

園區崴立機電，就位在泰安派出所

南方不遠處。那裡有一片櫻花林，

是時下最時興的IG打卡熱點。

櫻花夾道盛開  敦親睦鄰好典範

本局局長陳銘煌於3月6日率領一級

主管等同仁至后里園區辦公室召開

主管會議，了解后里地區的建設情

形，並參訪崴立機電公司。總經理

黎錦源特別感謝本局提供滯洪池用

地，讓廠房景觀與園區綠地得以進

行整體規劃。而陳局長則回應，在

崴立機電公司細心地經營下，能出

現令人感動的賞櫻勝地，應當是園

區敦親睦鄰的最佳典範。

走在崴立機電廠區，可發現他們不

遺餘力的推動綠美化，尤其在所認

養的綠帶上種植了許多具有特色的

植栽，其中以櫻花最能表現季節特

色，包括常見的河津櫻、重瓣山櫻

花、綠萼櫻、普賢象櫻等。來到此

處，有如走進桃花源，讓人流連忘

返。為了營造出浪漫的氛圍，該公

司還特別營造櫻花林、櫻花步道、

櫻花曲徑、生態池、景觀花園、紫

藤花廊、水生植物區等景觀，遊客

紛至沓來，不管是來婚攝、野餐或

踏青，大家都有志一同的拿起手

機、照相機，記錄這美的瞬間。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三）率同仁參訪崴立機電，了解綠美化情形。

生態池裡飼養許多綠頭鴨，看起來悠遊自在。

園區要聞 Park News

在盛開的櫻花中訪視崴立機電
Learning from WELE MECHATRONIC's Dedication of Green Landscaping Design

桜が満開な崴立機電会社を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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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推動創新創業  不遺餘力
CTSP Endeavors to Promote Innovation & Startups Project

CTSPが創新創業の促進に力を注いでいる

本次宏圖營辦理重點為：與矽谷業師

有約、專利布局及創業資源鏈結、商

業模式健診、資訊領域諮詢及營運策

略布局等，並針對生醫領域、創新科

技與設計領域、資訊應用與服務領域

等三大領域個別成立諮詢室，透過不

同主題的諮詢、講座、論壇及團隊

Workshop，使團隊與業師近距離互

動，獲得最實際的指導與建議，讓創

新團隊築夢的腳步更踏實。

中科盡力協助  幫助團隊發展

本局為讓團隊認識中科，與他們同步

成長及了解創新團隊需求，副局長許

茂新出席本次活動。許副局長及中科

團隊分別利用下課空檔與各個創新團

隊交流，讓他們清楚可從本局獲得哪

些資源，以利團隊未來發展。

透過本次活動，除了讓創新團隊互相

交流激盪出新的火花外，也提升了創

新團隊研發能量，為台灣帶動下一波

經濟模式。

創新創業分享會  業師現身說法

3月 28日舉辦「創新創業洞策先機

分享會」，由 107年的 FITI團隊、新

創公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虎尾

科技大學等及對創業有興趣的夥伴約

60人一起來共襄盛舉。未來本局將

以最熱忱的服務提供輔導及媒合，並

搭配科技部部長陳良基 FROM IP TO 

IPO的理想，打造「創業在中科，築

夢在中科」的創業環境。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沈慈雅

台
灣產業亟需轉型以厚實競爭

力，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立於

不敗之地，而台灣向來擁有豐富的

創業動能，但創業團隊在創業的過

程中，卻常遇到許多困難，尤其是

常因做不出巿場想要的產品而導致

失敗。根據統計，大約僅有 15％

的創業團隊能堅持到成功，顯見從

專利的技轉到公司商品化，的確是

一條漫漫長路，此時政府的支持就

顯得格外重要了。因此科技部推出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FITI）」，協

助創業團隊成功圓夢。而本局為積

極整合園區內外資源，提供創業辦

公室、經紀人保母式服務及業師諮

詢等服務，積極推動園區創新與新

創事業發展。

創新宏圖營從實務入手 
強化創業經驗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項下的創新

宏圖營，從 3月 8日至 10日辦理，

目的在讓創新團隊確認商業模式，

並確保產品能量產上巿。它透過實

務指導的方式，讓團隊與國內外業

師深度對談，以強化團隊擘劃營運

模式。

創業不是空想 
專家近身指導助圓夢

本次活動邀請矽谷業師－吳聰慶、

謝忠高、王崇智，及青創家－安盛

生科醫療長陳階曉等人來啟發團隊

對於國際巿場與國際創投環境的認

知。此外，並請 40個團隊各簡報 3

分鐘，讓業師同步了解每個創新團

隊的現況。

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左）與與會貴賓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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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局長陳銘煌在會中致詞表

示，以往創新創業團隊以北部居

多，今年中部的團隊數量明顯增

加，顯見大家的努力已經有了成

效。按照這樣的趨勢發展，未來

絕對會有更好的成績。

業師分享經驗  
加速創新團隊邁向成功

為加速各新創團隊的成功速度，

第一位業師特別邀請中盈投資公

司經理鍾丰元，就投資者的角度

來指導團隊。鍾經理提到，在創

業時，技術固然重要，業務能力

也很重要，團隊成員雖然技術好，

在做創投簡報時，卻都講解得過

於專業而讓創投公司的成員無法

了解，因而錯失晉級機會，所以

建議大家除了技術，團隊裡也要

有具備業務能力的成員。

第二位業師為帝霖公司執行長楊

佳慈。帝霖公司為 102年的 FITI

學長團，由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組成，以 3百萬資本創立，主要

技術開發為植物組織培養苗，透

過非基因改良之生物技術，提升

種苗產品的抗病、生產、發育及

量產，是農業生技界的明日之星。

第三位業師為

達器公司董事

長 易 健 立，

易 董 事 長 是

FUNCUS 家 居

品牌創辦人，

過去也曾經幫台積電、茂德、華晶

等公司設計室內景觀，經歷豐厚。

他土法煉鋼，7年磨出 1件設計品

－恐龍燈，在去年募資成功，勇

闖一場中年冒險。易董事長 20年

來一直堅持自創品牌，他的動力

來自早年海外看展經驗。當時有

很多品牌都掛著「No Chinese、No 

Taiwanese」，就是要避免被抄襲。

這股「氣」讓他到中年仍想拚一個

「可能」，創業就是需要這樣的思

維與勇氣，希望在場的新創團隊能

從中學習到成功的模式。

FITI成果好亮眼

本局 102∼ 106年輔導 90個「創

新到創業激勵計畫（FITI）」入選

團隊，其中 8隊獲創業傑出獎，

23隊成立公司，成果豐碩。

中科輔導團隊9號腎鬥士－Kidney Fighter與其他新創公司交流。

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中）、台灣彩光公司執行長王志峰（前排左六）、台灣彩光公司總經理張永朋（前排左五）、安永會計事務所副總崔麗英

（前排右三）、安永會計事務所會計師黃子評（前排右五）、中盈投資公司鍾丰元經理（前排右六）、帝霖公司董事長楊佳慈（前排右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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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廖麗雲

逢
甲大學與文化大學於3月10

日假逢甲大學中科校區，聯

合舉辦「2018新南向新思維－台灣

中小企業如何掌握AI時代中的新泰

國商機論壇」，會中特別邀請在泰

國深耕40餘年，被喻為「泰國最知

名、東協最有影響力的台灣人」，

同時也是僑界眼中的「台灣之光」

－泰國外商聯合總會（JFCCT）主

席康樹德擔任論壇主講人。此外，

前行政院院長張善政也親自蒞臨會

場為論壇致詞，本局局長陳銘煌、

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及臺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專門委員江振瑋皆受邀

擔任論壇與談人。

深入淺出  點出東盟市場潛力

康主席為泰國外商聯合總會主席，

同時也是泰國貿易院顧問。泰國外

商聯合總會為泰國民間組織，由34

個國家、9千多

家外商企業

組成，為泰國

政府與外商之間聯

繫的重要溝通橋梁。康

主席特別以「台灣中小企業

如何掌握AI時代中的新泰國商

機」發表演講，除了介紹泰國史上

最大規模的經濟改革計畫－「泰國

4.0」外，同時對東部經濟走廊及大

湄公河次區域未來潛力，與東盟發

展、市場分析等觀點作深入淺出的

介紹與說明。最後更以雞蛋哲學－

「雞蛋從外打破是食物，從內打破

是生命；人生亦然，從外打破是壓

力，從內打破是成長」理論來鼓勵

大家。

產官學齊力  開拓南向市場

座談會中有人提出如何從台灣到國

外發展的議題，陳局長針對中科資

源、廠商招商，以及有利於企業發展

的作法提供相關資訊。江專門委員

提到，臺中市政府已串聯幾個園區資

源，以協助企業發展。李校長則表

示，逢甲大學本身已在串聯新南向廠

商，也開發新南向相關課程給有需求

的廠商。康主席最後表示，到東南亞

投資不難，語言也不是問題，勉勵大

家放眼國際市場。

（由左至右）本局局長陳銘煌、泰國外商聯合總會主席康樹德、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專

門委員江振瑋共同擔任「2018新南向新思維－台灣中小企業如何掌握AI時代中的新泰國商機論壇」的與談人。

個國家、9千多

繫的重要溝通橋梁。康

主席特別以「台灣中小企業

如何掌握AI時代中的新泰國商

機」發表演講，除了介紹泰國史上

最大規模的經濟改革計畫－「泰國

泰國外商聯合總會

（JFCCT）主席康樹
德擔任論壇的主講

人。

南向新思維  掌握 AI時代的泰國商機
"New Thinking on Southbound Policy: Seizing Thailand'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AI Era" Forum

AI時代のタイ国商機をつか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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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農業  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揭牌
Opening Ceremony of NCHU Innovative Agriculture Promotion 
Industry-Academia Alliance 

中興大学新農業国際産学連携リーグが成立

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

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左三）、科技部產學司科長許華偉（左二）、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右二）、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右三）等人

共同啟動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

國
立中興大學於3月14日辦理新

農業國際聯盟揭牌儀式，參

與來賓包括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

興大校長薛富盛、興大副校長黃振

文、本局副局長許茂新、科技部產

學司科長許華偉、臺中市經濟發展

局專門委員江振瑋、聯盟北美辦事

處主任的佳和農化董事長徐新宏、

聯盟東南亞辦事處主任的興大植病

系教授葉錫東。中興大學以農立

校，在農業生物科技領域的研發成

果亮眼，去年10月獲科技部補助成

立「國際產學聯盟」，未來將結合

中部產業與周邊學研能量，將台灣

農業推展到國際市場。

開創農業新路  創造雙贏

本局許副局長致詞表示，近年來，

中興大學透過產學合作及人才培

育，連結新農業產業發展，推廣台

灣農業生技、智慧機械及生醫材料

等研發成果非常豐碩，十分期待中

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平台之成立，

未來希望透過聯盟及產業群聚效

益，串聯中部地區廠商與法人學研

機構研發能量，搭配政策方向，共

創雙贏。

國際產學聯盟首宗產學合作與技轉

案，也於活動當日簽約。產學案方

面，光宇材料將與興大合作開發生

物製劑，進行作物病蟲害防治、蔬

菜抗病誘道與健康蔬菜種苗培育。

技轉案則由興大技轉寶信生醫水溶

性薑黃素劑型配方，以提升薑黃的

功能。

聯盟通力合作  新農業進軍國際

興大國際產學聯盟成立聚焦於「新

農業」，以「前膽農業生技」與

「循環經濟下新農業」為重點，將

扮演學界與產業界及創投的合作橋

梁，進一步將技術產業化與市場

化，未來以聯盟力量，共同提升台

灣的科技研發，將科技成果推向國

際。

此聯盟推動方向，包含新創事業、

產學合作、技術轉移、聯盟會員

拓展與國際人才培育等五大領域，

未來將結合興大農資學院、獸醫學

院，及生命科學院多年累積的豐碩

研究成果。尤其是生物農藥與生物

肥料、健康種苗與病毒防治、健康

食品與天然藥物等，透過會員制平

台，解決業界問題，並培育人才，

打造國際合作新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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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科大雷射五軸技術  拚世界第一
Five-Axis Laser Measurement Technique Consulting Meeting Held by NFU

虎尾科技大学の5軸レーザー技術が世界一を目指す

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

國
立虎尾科技大學於3月16日

舉辦「雷射5軸量測設備技

術諮議會」，邀請19家廠商業者

參與，該校精密機械技術中心長

期深耕雷射五軸量測技術，目前

離線式儀器產品已運用於工具機

為國際領導性商品，為將此技術

商品化，需結合工具機業者的力

量，讓量測儀器成為台灣五軸工

具機的標準配備，進而提升台灣

工具機競爭力。國內工具機業者

除了發展利基型產品，也在國機

國造和智慧機械的政策鼓勵下投

入五軸機跟複合機的開發。而要

把這類機器做好，需要較高層次

的量測設備和軟體人才，期待虎

科大的頂尖技術成為業界最大助

力。

雷射五軸小檔案

一提到工具機，常聽到有人說「三軸」、「五軸」，你知道這

是在說什麼嗎？這裡的軸代表「座標軸」，三軸即是我們所熟

知的立方體X、Y、Z軸，而五軸則多了二

個旋轉軸A、B軸。所以軸數越多，機器就

越靈活，能操作的動作就更複雜及精密。

簡單的說，「軸」就是代表機器的「自由

度」，所以比起三軸，五軸可運用的層面

更廣。所以雷射五軸量測能精密的測量出

不同角度的誤差，讓定位更精準，是實用

性非常高之設備。

會議參與者合影留念。

產業，且適用在8種主流控制器，

並已測試超過3萬台，遍及台、

日、英、美、德及中國大陸。

虎科大目前正致力於將傳統離線式

檢測儀器升級為線上式檢測儀器，

預計短期內將此技術再躍進，成

虎科大校長覺文郁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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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列印醫療技術卓越  國際驚豔
Taiwan Advances Greatly in 3D Printing and Medical Technology

国際的に注目される3Dプリンティング医療技術

文、圖／生醫方案執行中心 陳淑妙

3D列印技術結合智慧輔具發展

前景看好，中亞聯大暨醫療體

系3月26日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舉辦「中部智慧輔具進軍新南向

啟用儀式」，宣示將共同推動3D

列印醫療器材及智慧輔具之合作發

展。

由於3D列印技術能直接產出產品，

加上客製化高階醫材產品之優勢，

近年來廣泛應用在醫療產業，且其

為智慧輔具不可或缺之基礎技術，

因此亦成為各國爭相投入的新興領

域與發展重點。

產官學攜手  提升醫療品質

中亞聯大暨醫療體董事長蔡長海指

出，隨著全球人口持續高齡化，醫

藥、醫療器材及醫療照護需求更顯

重要。中亞聯大打造的全國首座3D

列印醫療研發中心，就是希望產官

學三方緊密合作，讓患者利用台灣

研發的醫療器材獲得妥善的照護與

治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院長

周德陽也說明，該院3D列

印醫療研發中心過去三年已

成功協助超過350位病患，

且平均大幅縮短1/3的手術

時間，未來會更廣泛應用於

各醫療單位，為提升醫療品

質而努力。

中部聚落帶動醫材產業新商機

臺中市經濟發展局局長呂曜志表

示，臺中市政府105年在行政科技

會報中提議「醫療與臺中市精密機

械的智慧輔具加以結合」，逐步實

現到今日的發展。透過中部產官學

研醫等各界人士的努力，定能加速

生醫產業聚落形成，讓中部地區成

為台灣經濟再起飛的傳動軸。

中科管理局局長陳銘煌表示，中部

科學園區很適合發展醫療器材產

業，因為鄰近產官學研醫，地理位

置便利，產業所需的能量與聚落集

中且齊全，極具產業發展優勢。只

要結合3D列印技術、醫療的臨床

應用及中部智慧輔具廠商的能量，

相信能創造出無限商機。

現場更安排3D列印醫療體驗區展

出數個手術導板，展現台灣在3D

列印醫療的充沛能量，更吸引新加

坡參訪團的目光。中部創新聚落效

應持續擴散，相信在產官學研醫的

通力合作下，在地產業不僅可以生

長茁壯，還能向外發展，創造更多

高附加價值的智慧輔具產品，將台

灣生技產業推向世界的舞台，綻放

耀眼光芒。

3D列印醫療體驗區，展現台灣在3D列印醫療的充沛能量。

前排左起：亞洲大學副校長陳大正、上銀科技助理總經理屈岳陵、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院長周德陽、本局局長陳銘煌、中亞聯大暨醫療體董事長蔡

長海、臺中市經濟發展局局長呂曜志、生醫方案執行中心行政長林治華、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總經理蕭耀貴、新加坡增材製造創新中心主任Dr. Ho 
Chaw Sing、生醫方案執行中心公關長陳淑妙、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主任秘書方信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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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表現亮眼  營業額再創新高
CTSP's 2017 Sales Revenue Reached to NT＄563.8 Billion and Hit a Record High

2017年の売上が過去最高に

文、圖／工商組 陳慧玲、黃俐嫣

隨
著全球經濟穩健復甦，中科

園區民國106年的營業額第

三度突破5,000億元大關，達5,638

億元，成長11.13%，再創歷史新

高！其中以積體電路產業營業額最

高，約新台幣3,494.47億元，占最

高比重61.98％；光電產業次之，約

1,780.81億元，約占31.58％；精密

機械產業營業額約276.45億元，約

占4.90％，其餘產業營業額約86.52

億元，約占1.53%，各產業營業額

詳細資料請見下表。

各產業表現亮眼  推升營業額

園區主要產業的營業額，皆有亮眼

表現。積體電路產業營業額成長

16.35%，乃因行動裝置、物聯網、

AI產業、網路通訊、伺服器、車用

電子的性能提升，導致需求增加，

記憶體供不應求，再加上10奈米製

程出貨量倍增。光電產業營業額成

長約1.66%，因為國內面板業者積

極調整產品結構，往利基型及高階

化發展。精密機械產業營業額成長

16.05%，則受惠於半導體、面板

廠的擴產需求，加上汽車、航太

等產業景氣持續升溫，進而使工

具機自動化設備需求大增。生物

科技產業營業額成長26.34%，則

是因為廠商的新產品研發、廠房

擴建等成效陸續顯現。

全球景氣佳  看好明年表現

展望107年，全球景氣穩定回升，

可望延續106年的成長趨勢，半

導體、機械設備產品訂單能見度

佳，行動裝置、物聯網、虛擬實

境、智能汽車等新興應用領域商

機持續發酵，可望推升我國出口

動能，進而推升園區廠商營業

額，目前預估中科107年營業額可

較106年成長10%，突破6,000億

元，將可達6,200億元。

單位：新臺幣億元中科歷年營業額

 106年各產業營業額同期比較

產業別 
106年 105年

成長率(%)
營業額 比重(%) 營業額 比重(%)

積體電路 3,494.47 61.98 3,003.44 59.20 16.35 

光電 1,780.81 31.58 1,751.75 34.53 1.66 

精密機械 276.45 4.90 238.22 4.70 16.05 

電腦及周邊 29.91 0.53 34.53 0.68 -13.39 

生物科技 39.48 0.70 31.25 0.62 26.34 

其他 17.13 0.30 14.48 0.29 18.35 

合計 5,638.26 100.00 5,073.67 100.00 11.13 

單位：新臺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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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林凱貞 圖／投資組 沈慈雅

推升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  中科全力協助
Symposium on Promoting Smart Machinery & Aerospace Industry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CTSPが全力でスマート機械と宇宙航空産業を促進

為
了鏈結中央與地方的能量，

攜手共築智慧機械之都，本

局成立「輔導推廣計畫辦公室」及

「研發補助計畫辦公室」，以推動

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

提供資源  促進產業創新

本局於3月20日舉辦「強化區域合

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

業升級計畫」宣導說明會。會中，

本局局長陳銘煌表示，為加速國內

產業投入智慧機械及人工智慧的發

展，自106年開始，局內即推動本

計畫及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

地計畫，一方面鏈結中科精密機械

產業的聚落優勢，一方面也培育跨

領域創新人才，非常歡迎有需要的

產業及學界來使用園區資源，一起

促進產業創新及轉型。

建立智慧產業生態  共創成長動能

本局期望透過資源的挹注，讓中部

機械設備及航太產業朝智慧化發

展，並讓廠商研發自動化關鍵技術

與設備；同時協助企業朝「智慧機

械產業化」及「產業智慧機械化」

發展，以建立智慧機械產業生態系

統，創造產業的下一波成長動能。

本計畫每年編列預算，為有需要的

園區廠商提供技術支援及研發補

助，歡迎企業結合學研機構提出申

請，相關資訊請參考計畫網址http://

www.smai.fcu.edu.tw/，或洽詢計畫

辦公室(04）2568-1085#10~13。

為
提升園區各項服務，本局每

年均組成工作小組辦理廠商

訪視計畫，透過到廠拜訪、召開座

談會方式聆聽廠商意見，協助廠商

解決問題，同時傳達宣導各項政策

與計畫，強化本局服務品質及行政

效率，爭取廠商對本局服務滿意度

之認同與肯定。

多管齊下  解決缺地問題

107年首場座談會於3月9日召開，

由本局局長陳銘煌主持。近來有鑑

於園區缺地議題受到高度重視，廠

商亟需土地擴建廠房，陳局長表

示，未來將採漸進式之多元行政管

制措施，以增加土地使用經濟

效益，如：函詢廠商已租用土

地目前利用情形，輔導廠商依

建廠計畫建廠，以回收園區內

閒置土地；或鼓勵廠商提高廠

房建築容積率，將閒置之樓地

板面積轉租其他廠商使用等。又目

前已進行相關修法，以回收園區內

閒置土地，解決廠商亟需土地建廠

或擴廠之缺地問題。

處理食住行問題  打造超優生活機能

此外，會中亦針對廠商關切之議題

充分溝通。如民生方面，研議開

發專用餐飲平台APP之可行性，提

出多項方式解決單身宿舍一位難求

的現況，以及開放部分道路路邊停

車，提供更多停車空間等。

為協助廠商解決問題，本局將持續

於各園區辦理訪視座談會，請廠商

踴躍報名參加，有任何問題也歡迎

來電諮詢。

廠商提出的意見與建議，本局都十分重視，

並盡力強化服務品質與行政效率。

廠商訪視計畫啟動  園區服務滿意度 UP
Conducting Companies Visiting Project to Enhance CTSP's Service Quality 

入居企業を訪問  サービス力を向上
文／企劃組 林詩淵　圖／投資組 沈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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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林凱貞 圖／投資組 沈慈雅

各界通力合作  促智慧輔具發展
2018 Smart Medical Assistive Devices Development Forum 

各界の連携によってスマート障害支援機器を発展させる

為
促進醫療輔具產業發展，經

濟部工業局、本局、財團法

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與財團法

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共

同於3月23日舉辦「2018智慧輔具

產業發展趨勢策略論壇」，期透過

論壇交流，協助醫材輔具產業應用

科技技術與國際接軌，並能和異業

結合，共同發展台灣智慧輔具產

業。

整合優勢  助生醫產業形成聚落

本局局長陳銘煌致詞表示，本局配

合行政院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

將爭取在 108年推動「醫療器材

產業加速新創與國際躍升推動計畫

－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

畫」，搭配中科園區在精密加工、

光學產業上的優勢，結合微創醫

材、醫療輔具廠商與醫院資源，協

助廠商朝高階／高值微創器械與智

慧輔具產業發展，逐步形成生醫產

業聚落。中科園區的生技廠商家

數，僅次於光電、精密機械產業，

因此希望透過本計畫，使園區生醫

產業營業額明顯成長。

交流分享  齊力發展智慧輔具

本次論壇邀請榕懋公司董事長黃

啟宗演講，他以「榕懋醫材輔具

科技應用與產業經營策略」為

題，說明該公司的經營哲學，以

及該公司的醫療器材產品如何結

合精密機械加工及 I C T產業，進

而成功打入國際市場。接著由金

屬中心副執行長林志隆以「全球

智慧輔具發展趨勢與國內輔具產

業推動策略」為題分析趨勢，台

北醫學大學醫學院院長陳適卿以

「智慧輔具試驗場域與智慧醫院

應用」為題，說明國內外如何因應

老年化社會的來臨、各國長照政策

及智慧醫療產業發展方向。

最後由廠商及學研代表座談，探討

國內醫療器材法規、安全規格等議

題，與談人有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

院長陳適卿、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局長呂曜志、本局局長陳銘煌、

榕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啟

宗、（財）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

發中心總經理劉虣虣、（財）金屬

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副執行長林志

隆。本局並宣導自108年起，將推

動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畫，協

助廠商高附加價值微創醫材與智慧

輔具產業發展，以提升中部地區健

康照護及醫療品質，照顧國人健

康。

金屬中心副執行長林志隆致詞。

與談人從左至右：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院長陳適卿、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呂曜志、本局

局長陳銘煌、榕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啟宗、（財）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總經

理劉虣虣、（財）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副執行長林志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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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劉志虔 圖／投資組 楊素琴

中科生技春燕  靚德生醫落成
JING-TE BIOMEDICAL TECHNOLOGY CORP.,LTD Held an Opening 
Ceremony at CTSP

CTSPバイオテク産業の朗報―靚徳生医が落成

隨
著高齡化及少子化的浪潮襲

來，加上國人平均壽命愈來

愈長，生技醫療產業一直是與時俱

進的新興產業。選在一個風和日

麗、陽光普照的好日子，整個城市

還沉浸在農曆春節的氣氛中，中科

的生技醫療產業迎來了第一隻春燕

－靚德生醫，該公司於3月1日舉辦

開幕典禮暨新春酒會，正式展開事

業新版圖。

配合國家計畫  
帶動國內生技產業發展

科技部前次長陳德新、本局局長陳

銘煌等嘉賓皆到場祝賀，陳前次長

於致詞時特別提到，行政院刻正推

動「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以

中部地區精密機械及光學產業優

勢，結合周邊微創醫材廠商與醫院

資源，發展具有產業優勢的微創醫

材、智慧輔具及生醫產品之生物科

技聚落。陳局長致詞時也補充，生

技醫療為中科第二大產業，配合

行政院於108年將推動「醫療器材

產業加速新創與國際躍升推動計

畫－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

畫」，共有8,000萬元的研發補助經

費專門提供生技醫療產業申請，可

促進國內生醫產業提升。

由於國內創傷照護與止血市場龐

大，目前仍仰賴進口商品，靚德生

醫公司進駐中科後所研製產品，將

可降低社會醫療健保支付成本，並

可串連上游原料供應業與生產設備

業、下游臨床試驗相關測試產業，

有助國內生技產業發展。

靚德生醫公司投資金額為新台幣8,000萬元，主要研發製造褐藻

酸一級醫療器材產品－親水性創傷覆蓋材、透明質酸（hyaluronic 

acid）二級醫療器材產品－透明質酸水性創傷與燒傷覆蓋材與透明

質酸三級醫療器材產品－透明質酸止血材。該公司自行開發兼具

快速止血與促進傷口癒合的先進醫材產品，使用後不需移除，不

僅能應用於緊急醫療急救、手術止血，同時可應用於創傷照護，

例如糖尿病、壓瘡等慢性疾病之創口修復與癒合，隨著高齡社會

型態的轉變，將帶動台灣在先進傷口治療市場的成長。

靚德生醫小檔案

1. 科技部前次長陳德新（右一）、本局局長陳銘煌
（左一）、靚德生醫科技董事長莊和雄（中）等

貴賓共同為靚德生醫剪綵。

2. 靚德生醫研製的產品，可降低社會醫療健保支付
成本，有助於國內生技產業發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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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林雲志 圖／東京威力科創

園區新夥伴－東京威力科創中科廠
New Force at CTSP: Tokyo Electron Limited

パークに新たに一社増―東京エレクトロン中科工場

近
5年來，隨著大數據資料儲

存所需之雲端伺服器市場增

加、高階智慧型手機運用的IC與動

態儲存裝備的需要，以及因應液晶

顯示技術大量運用在汽車、電視、

監視器等產品上，台灣的半導體產

業中的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聯

電，全球記憶體領導－美光，面板

生產巨擘－友達、群創，為追求先

進技術的開發，都積極投入高額的

資本投資。台灣要繼續於先進製程

世代發展上獨占鰲頭，就必需讓廠

商擁有穩定的製程設備，提升產品

良率，並輔以設備商的智慧資源規

劃，才能事半功倍。

伴隨設備晶圓及製程的消耗，許多

關鍵性零組件或消耗性零件之更

換，必須自原廠購入更換，日商東

京威力科創股份有限公司（Tokyo 

Electron Limited）為了協助台灣客

戶減低成本，以降低等待零組件所

產生的時間成本及風險，於85年在

台設立分公司，並於98年正式入駐

新竹科學園區進行半導體製程與設

備的研發，以強化原廠對客戶之服

務。

該公司在消耗性零組件台灣製造方

面，採取逐漸減少仰賴進口的比

重，在電漿蝕刻機台消耗性零組件

之現地採購金額也逐年增加，同時

TEL（Tokyo Electron Limited）

成立於1963年，總部位於

東京都，為全球第二大半導

體設備商。科技部第39次園

區審議委員會核准東京威力

科創股份有限公司於中科擴

廠，投資金額為新台幣1.95

億元，主要產品為半導體

及TFT-LCD及太陽能製程設

備，目前台灣總公司位於新

竹市。

東京威力科創

股份有限公司小檔案

陸續尋找合作廠商，試用與驗證其

產品，以擴大現地製造之範圍，也

帶動國內相關協力業者之技術強

化，促進國內產業快速發展與創造

最大之經濟利益。

東京威立在中科當地的發展重點及流程。（資料來源：東京威力科創）

半導體製造程序。（資料來源：東京威力科創）

零件庫存採購零件庫存採購零件庫存採購

採購入庫備料採購入庫備料採購入庫備料

客戶採購零件耗材客戶採購零件耗材客戶採購零件耗材客戶採購零件耗材客戶採購零件耗材客戶採購零件耗材

客戶零件改造客戶零件改造客戶零件改造

販售本地製零件販售本地製零件販售本地製零件販售本地製零件販售本地製零件販售本地製零件 客戶零件更換客戶零件更換客戶零件更換

量產協助量產協助量產協助上機評估上機評估上機評估

驗證評估驗證評估驗證評估

正常生產正常生產正常生產

日本原廠測試同意日本原廠測試同意日本原廠測試同意

機台改善計畫機台改善計畫機台改善計畫
Customer Improvement PlanCustomer Improvement PlanCustomer Improvement Plan

進入零件供應鍊

零件加工、調校

製程receipe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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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講習  助公司健全發展
Lectures on Promoting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s 

会社発展のための専門的な講習会

股東會與董事會實務運作暨公司法翻修革新案例說明

▲

主講人：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沈碧琴、邱筠淇會計師

跨國交易衍生之扣繳爭議預防與解決

▲

主講人：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施松伯協理

▲

主　題：講習分為二個部分，分別為「跨國交易之相關稅法」與「扣繳實務

與扣繳爭議預防與解決」，在法規實務面分別說明給付國外所得課

稅爭議之演變、本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認定原則VS.庭長法官聯

席會議決議與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等規定，可增強公司財

務人員知識與相關職能。在爭議預防與解決部分，係針對扣繳法

令、降低扣繳率以及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稅等方式分享，可使財務

人員擁有更廣闊的視野，看清楚事件開始前的風險與事件發生後的

機會，進一步面對、接受與處理，最後以實務案例討論來完成講習

最後一塊拼圖。

07
MAR

跨國交易衍生之扣繳爭議預防與解決

▲

主講人：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施松伯協理

▲

主　題：講習分為二個部分，分別為「跨國交易之相關稅法」與「扣繳實務

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

14
MAR

▲

主　題：講習分為二個階段，分別為「股東會與董事會實務運作及案例分享」與

「公司法修法方向探討及案例說明」。第一階段說明董事會、員工酬勞

與董監酬勞、股東會、盈餘分配及公積撥充與董事及監察

人，最後以案例分享來加強學員的理解，使之能實際運

用。第二階段針對非公開公司之董事選舉制度、放寬

董事會召集權人、非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之召集通知

增加彈性規定、以書面決議取代實際開會、增列相關

召開會議之事由、放寬員工獎酬之對象與實質

受益人等規定，待修法通過，可使本國公司更

具彈性，更接近時代潮流。另為加強本國經

濟國際化環境，強調國際洗錢防制規範等變

革說明，使本次講習更圓滿充實。

「公司法修法方向探討及案例說明」。第一階段說明董事會、員工酬勞

與董監酬勞、股東會、盈餘分配及公積撥充與董事及監察

人，最後以案例分享來加強學員的理解，使之能實際運

用。第二階段針對非公開公司之董事選舉制度、放寬

董事會召集權人、非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之召集通知

增加彈性規定、以書面決議取代實際開會、增列相關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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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實中赴日參加科展  開拓新視野
CTSP@NEHS Visits Japan to Take Part in Kanagawa International 
Science Forum 

CTSP実験高校が日本で開催したサイエンスフェアに参加

文／中科實中 洪子普 圖／中科實中 林坤燦、何家齊

今
年日本K ISF神奈川國際科學

論壇3月17日至18日分別於日

本厚木高等學校及橫濱國立大學辦

理，共有來自台、日、菲三國45個

學校、500人組成145隊參與，而中科

實中也很榮幸能夠成為其中一員。

長期研究成果  獲最佳海報傑出獎

中科實中團隊以「南瓜子驅蟲功效

之研究」為主題，先萃取再進一步

分析南瓜子，並藉由自製生物觀測

系統來檢測其效用。經過長時間的

努力，我們的研究成果得以在國際

舞台展現，讓所有成員都相當興

奮。在本次論壇的競賽中，我們榮

獲2件最佳海報傑出獎，分別為黃煥

睿、周心妮同學負責的「Simulating 

the best Electricity-Generating Condition of 

Piezoelectric Generator」，與林李恩、

陳韋瑋以及我負責的「The analysis of 

deinsectization pumpkin seeds」。獲獎讓

我們的內心十分激動，難以言喻。

藉由參賽  獲得更多啟發

這次赴日留下許多深刻的印象，例如

在厚木高中進行的歡迎儀式，不僅充

分感受到他們的熱情，也因此認識了

其他的參賽者。而在展場中，無論是

來自哪一國的學生，無不盡力展現成

果，例如日本參賽者的英文雖然不流

利，但仍盡力說明他們的研究內容。

在整個賽事中，也看到許多新奇有趣

的題材，除了佩服參賽者的創意，也

了解到生活中還有許多事物值得研

究。

很高興能參與這次活動，也萬分感

謝師長的指導與協助，以及高瞻計

畫提供的資源與機會，讓人生增添

許多難忘的回憶。

K I S F神奈川國際科學論壇

（Kanagawa International Science 

Forum）由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

構出資辦理，為國際中學之年

度科學教育的大型論壇活動，

邀請亞洲青年科技人才赴日參

與科學競賽並進行交流。

KISF神奈川國際
科學論壇小檔案

1. 上台獲頒獎狀證書。
2. 中科實中團隊與師長於

KISF神奈川國際科學論
壇合影。

向評審介紹南瓜子驅蟲功效之研究。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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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政風室 蕭欣瑜

廉能新任務  你我齊參與
2018 Points-Collection Activities for Anti-Corruption Education

清潔な政治を実践しよう

為
了讓同仁主動參與廉能議

題，將其融入生活，讓同仁

更具廉政觀念，延續去年「廉能護

照集點GO！」活動的風潮，為活

動做了小幅度變動。一是增加各組

室廉政相關之任務項目，由各組室

自行提報工作上與廉政相關之內

容，讓同仁藉由活動加深對廉政的

認知，並提升工作效能。二則，考

量各組室的人力狀況不一，所以今

年新增組室年度總結平均數最高的

獎項，藉此提高各組室參與度，達

成廉能與效能兼具之目標。

廉能集點活動  寓教於樂效果好

廉能集點活動已邁入第二年，今年

從開辦迄今，已陸續舉辦三場活

動，反應都非常熱烈。首先登場的

是年初舉辦的「採購貪瀆弊端及案

例宣導」講座，這是為了使同仁更

明確瞭解在採購業務上如何避免誤

涉貪瀆弊端，透過案例的宣導讓同

仁能再加深印象。另外，春節的節

慶廉政標語及海報徵選活動，也徵

得14件標語及4件海報投稿，每件

投稿作品都非常優秀，經過投票選

出的標語為「金狗報喜行大運，受

贈財物需注意，春節送禮表情意，

清廉守法好風氣」，加強提醒同仁

謹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而

近期的元宵搶答活動，則是利用選

擇題與是非題的方式讓同仁們作

答，參與搶答的人數高達兩百人

次，參與情形十分踴躍。

接下來還會有一系列活動，我們會

用更活潑的方式，帶領大家來了解

廉政法規有哪些內容，敬請期待。

如果你（妳）有自身經驗或他人的

廉政小故事，或是有拍攝以廉政為

主題的小短片，都歡迎大家和我們

一起分享。

勞基法新制  說明會助廠商快速上手
Symposium on the Revision of Labor Standard Act 

労働基準法新制度説明会
文、圖／環安組 何怡佳

勞
動基準法暨其施行細則部分

修正條文已於107年3月1日正

式實施，為協助園區廠商因應勞動

基準法相關修正規定，本局特別規

劃於3月8日、13日、14日及16日分

別於虎尾、台中（2場次）、后里

園區舉辦「勞動基準法暨其施行細

則修正條文說明會」。

本次勞動基準法修正秉持安全與彈

性之原則，堅持勞工權益「四不

變」，即正常工時不變、週休二日

不變、加班總工時不變、加班費計

算費率不變；同時考量勞動現場

之實際需求，增加「四彈性」，即

加班彈性、排班彈性、輪班間隔彈

性、特休運用彈性。其中輪班間隔

彈性、排班彈性（例假安排彈性）

規定，須經勞動部公告之適用對象

才可實施。

另外「加班彈性」、「輪班間隔彈

性」、「例假（七休一）」例外」

皆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如僱

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並應報

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勞動部已於官

網首頁建置線上備查系統（https://

labcond.mol.gov.tw），事業單位可

利用該「線上備查系統」填報備

查，比書面報送更便捷，倘有相關

疑義歡迎洽本局環安組勞工行政科

協助。

說明會由本局環安組科長蔡博涼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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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故
事敘述人類每次在經歷過大自然的災難之後，總是造成難以估計的生

命與財產損失，為此，全世界的領導人聯手，共同創造出一套人造衛

星系統，用來控制全球氣候並保護人類安全。這項計畫獲得空前的成功，

讓人類可以控制天氣，天災從此走入歷史，世界也不再因為氣候因素而動

盪不安。 

然而，這人造衛星系統某天卻突然無預警地襲擊地面城市，不斷攻擊地

球，導致洪水、冰雹、極度低溫與龍捲風等極端氣候接連發生，造成無數

傷亡。太空氣象衛星的工程師傑克與麥斯兄弟倆奉命排除此故障，他們必

須與時間賽跑，在天氣系統毀滅地球之前，讓它恢復正常，並找出它失控

的原因與導致其失控的幕後黑手。

氣象戰

◎ 放映時間   107/4/11（三）PM6：30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劇情
◎ 片長  1小時49分

輔

文／秘書室 黃冠蓉 圖／投資組 沈慈雅

金檔獎經驗分享  與南科互切磋
Sharing the Golden Archives Award Winning Experience with STSP 

ファイル管理経験をSTSP管理局と交流

檔案管理標竿學習由南科管理局局長林威呈（中）率隊，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左五）接待。

科
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為了投入金

檔獎之籌備，由林局長威

呈率秘書室同仁，於3月14

日至本局進行檔案管理標

竿學習。本局將金檔獎評

獎當日所呈現的大肚山的

科技傳奇檔案應用特展、

史料館、檔案庫房及書面

備審資料逐一向南科同仁

們導覽及說明，透過此次

交流，雙方互相切磋求進

步。也預祝南科管理局順

利奪金。

Apr. 20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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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婆店肉燥飯開業已有8、9

年，雖然位在大馬路旁，但

是因為前有大樹，旁邊又是高架的

潭雅神自行車道，整體而言並不醒

目。雖然沒有華麗的裝潢，它卻憑

藉著美味，讓饕客們口耳相傳，擁

有不少死忠的粉絲。

每個品項都是招牌  
讓人一吃成主顧

店內的肉燥飯，小碎肉入口即化，

搭配高麗菜和酸菜，再淋上香濃的

肉汁及蒜泥，常讓人在不知不覺

中就把整碗飯吃完了。爌肉飯和

腳庫飯的肥肉滑而不膩、

瘦肉綿而不乾，因為在烹

煮時，油脂已經先處理過

了，只餘下滿滿的膠質，

讓人再三回味。店內的湯

品也是一絕，堅持以大骨

熬煮的湯底，讓每種湯喝

起來都風味十足。

阿婆店好吃的秘訣無他，

在於「堅持品質」四字。

老闆認為小吃攤是良心事

業，為了維護品質，店內

使用的豬油、油蔥酥或湯

底全都自己製作，而且絕

不假手他人，所以他每天

早上3點就起來準備。老闆自豪的

說，因為自己龜毛的個性，所以前

幾次的食安風暴他都安然度過，完

全沒有受到影響。

追求完美  美味一百分

有趣的是，這家傳統美食店是無心

插柳而出現的，老闆原本想販售的

是燒餅油條，手藝設備都到位了，

卻因為老闆的媽媽對飯麵攤比較有

興趣，而決定轉型。不過追求完美

的老闆認為自己的手藝不夠好，便

抱著實驗的精神，不斷嘗試不同的

烹調手法，並請朋友試吃評論，終

於摸索出自己也認可的味道，開業

後果然受到饕客的喜愛。至於為什

麼店名是「阿婆店」，裡面卻沒有

看到阿婆呢？老闆說，因為媽媽的

外號是「阿婆」，又覺得這名字很

接地氣，便以此為店名，所以店內

沒有阿婆的身影，是很正常的喔！

阿婆店還有一項隱藏版菜單──老麵饅頭，老闆的製作歷史已

有18年。因為他只有一個人，每天製作出來的數量有限，所以

只能用電話預訂，而且訂購者絕對要很有耐心，因為至今他仍

在處理過年前的訂單，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阿婆店肉燥飯

營業時間：早上5:30∼下午13:00（周三公休）

地址：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四段901號（清泉崗基地對面）

電話：04-25660699

同場加映－隱藏版老麵饅頭
爌肉飯燉得軟爛，入口即化。

用心製作的餐點，每一道都是招牌菜。

口耳相傳的好滋味－阿婆店肉燥飯
CTSP Delicacy: Granny's Minced Pork Rice

口コミB級グルメ―阿婆店肉燥飯

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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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園區賞鳥地圖
Discover CTSP: 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in 
Taichung Park 

台中パーク鳥観察図鑑

文／營建組 蔡榮峯 圖／川磊彩色印刷設計、陳大明

大卷尾

掃一下即可瀏覽地圖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Apr. 201822

繼
107年1月介紹中科台中園區

喬木賞花地圖之後，本期緊

接著追加台中園區賞鳥地圖。賞鳥

摺頁主要是希望讀者藉由精簡的介

紹，尋訪中科的鳥類蹤跡，不用遠

赴山林曠野，只要按圖索驥，就能

在身邊的公園綠地發現自然界小精

靈。照片搭配空拍機來模擬鳥瞰的

視角，猶如鳥類翱翔於天際，藉此

來探索園區生態之美。

猛禽現蹤  印證生態完整性

台中園區占地面積約466公頃，園

區內除了公共設施與建築物，也保

留了許多開放空間，例如大面積公

園綠地－東大公園、西區綠帶、水

堀頭公園、林厝公園、通山公園、

橫山公園、景觀道路綠廊－科雅

路、中科路、東大路、本局周邊的

建築物退縮綠帶等，這些空間都是

鳥類棲息與繁殖重要的區域。園區

開發初期鳥類族群比較不明顯，近

幾年發現猛禽類陸續回歸，如黑

翅鳶、鳳頭蒼鷹，牠們是食物鏈

頂端的鳥類族群，領域性強，生性

兇悍，除了以小型鳥類為食，也捕

食小型的兩棲及哺乳類。牠們的身

影，印證了園區內生態的完整性。

嬌客出沒地  賞鳥真有趣

在本次所介紹的鳥類包括留鳥、冬

候鳥為主，以下就鳥類經常出沒的

環境來介紹：

一、空中：黑翅鳶（特有亞種）、

鳳頭蒼鷹（特有亞種）。

二、樹林：小彎嘴畫眉（特有

種）、五色鳥（特有種）、

黑枕藍鶲（特有亞種）、樹

鵲（特有亞種）、紅尾伯勞

（冬候鳥）、金背鳩（特有亞

種）、白頭翁（特有亞種）、

綠繡眼（留鳥）、黃尾鴝（冬

候鳥）、小啄木（留鳥）、

大卷尾（特有亞種）、赤腰燕

（留鳥）。

三、草叢：白鶺鴒（留鳥）、白腹

鶇（冬候鳥）、班點鶇（過境

鳥）。

四、開闊地：八哥（特有亞種）、

褐頭鷦鶯（特有亞種）。

五、水域：夜鷺（留鳥）、白腹秧

雞（留鳥）、白腰草鷸（冬候

鳥）、翠鳥（留鳥）、小鷿鷈

（鷈，音提）（留鳥）、高蹺

鴴（留鳥）。

園區內的鳥類不只有摺頁上所介紹

的種類，還有許多未被發現的鳥

類。每種鳥類都各有特色，不論是

常見的留鳥也好，季節性的候鳥也

好，牠們都是園區的嬌客，希望大

家能細心觀察，用心感受自然的魅

力。

本次賞鳥地圖特別感謝一品景造園公司園

藝主任陳大明提供鳥類照片。

‧留鳥：一年四季在台灣皆可

見到的鳥類。

‧冬候鳥：以台灣而言，秋、

冬兩季由北方較高緯度地區

來台灣渡冬的鳥類。

‧過境鳥：在鳥類春、夏遷徙

過程中，選擇台灣為暫時歇

息驛站的鳥類。

‧特有種：因長期演化而已經

適應當地環境的獨特物種。

‧特有亞種：因長期的地理阻

隔而演化出來的差異種。

不可不知的賞鳥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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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背鳩

紅尾伯勞

白頭翁藍磯鶇彩鷸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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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01824

參訪交流 CTSP Visitors

3/22 3/233/13 3/20

科技部駐印度科技組組長陳和賢（左二）參

訪中科，本局局長陳銘煌（中）接待。

中科實驗高級中學校長林坤燦（前排右三）率隊

參訪，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前排右五）接待。

宏都拉斯國家報總編輯 Ms. Leslie 

Carolina Torres Hernández（前排右三）

率西語記者團參訪，本局主任秘書林

梅綉（前排左三）接待。

斯洛伐克外交部經貿

總司長大使馬圖雷

（左三）參訪中科，

本局副局長許茂新

（右二）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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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啟事

中科107年4月

人材募集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
Job Openings in 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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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生產作業、設備操作、生產效能與良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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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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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格：高中職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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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關務係 

保稅廠帳務管理業務、進出口物流報關對應業務、外部

倉庫管理

基本資格：大學畢業（商業及管理學科類）

電氣計裝課 

大型投資案件推進、定期保養、維修設備、設備修理、

改善、改造對應、電機相關科系 

生產技術課 

導入自動化機械、定期保養、維修設備、設備修理、改

善、改造對應、大學電機械相關科系畢

請至104人力銀行投遞線上履歷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  

高中職以上畢

意者請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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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2018職旺薪年-葫蘆墩廠商聯合徵才活動』

活動時間：107/4/21（六）10:00-14:00

活動地點：臺中市政府豐原陽明市政大樓（豐原區陽明街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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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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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文／投資組  沈慈雅   圖／投資組 楊素琴

春光明媚  花海繽紛

為了做好綠美化，本局特別在正瀚生技公司正對面的待租用土地上遍撒波斯菊種子。

現在大片綻放的花海猶如花毯般，為大地增添了亮麗的色彩。

徐風吹來，繽紛的花朵迎風搖曳，美不勝收，讓人看了心曠神怡。

拍攝地點：中興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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