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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管組  張皓惟、圖／投資組  林學侃

基
於扎根台灣、放眼全球市

場，104年4月核准入區之永

鉅公司，在二林園區107年5月23日

獲環評大會二階環評審查通過後，

108年11月11日正式動土，為第一

家建廠廠商，為二林園區鳴響第一

槍，象徵啟航，意義非凡。

11月11日永鉅精密科技公司於二

林園區舉辦動土典禮，本局局長許

茂新、立法委員洪宗熠、彰化縣副

縣長洪榮章、二林鎮鎮長蔡詩傑、

台灣區工具機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許文憲、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秘書長

張致遠及協力廠商約30家CEO董事

長、總經理等約100多人都至現場

祝賀，獻上對二林園區及永鉅公司

最深的祝福。

永鉅精密

低調踏實的隱形冠軍

永鉅公司專注於龍門

加工機之研究、設

計、開發、製造及銷

售，並以自有品牌

「FOUR-STAR」行銷

國際市場，也是台灣唯一生產超

過350噸的重型龍門加工機公司，

2010年該公司開發全球第一台重型

特殊銑頭交換系統龍門式切削機，

品質在業界是有目共睹，性能媲美

歐美大廠，客戶遍布全球；產品不

僅通過許多國際認證更是獲獎無

數，如創業家大獎及台灣優質產品

金牌獎等，營收也是逐年持續穩定

成長。

本局局長許茂新表示二林園區已有

23家廠商核准進駐，並有12家廠

商承租達70公頃土地建廠，這些

廠商也將接棒永鉅公司陸續起跑，

不論是新引進亦或擴廠，都將為二

林園區開啟一番新氣象。立法委員

洪宗熠亦表示，現場有多家銀行一

同參與盛典，展現銀行團對產業界

之支持，實現政府挺銀行、銀行

挺企業、企業挺民

眾，為彰化縣二林

鎮帶來更多的就業

機會，帶來園區及

地區之繁榮。

中科二林園區位處

中台灣，具備中部

既有精密機械產業

優勢，配合人工智

慧發展潮流，將持

續努力朝智慧化產

業升級邁進，發展AI

人工智慧，打造二

林園區成為智慧機

械、智慧醫療及人

工智慧發展重鎮。

本局局長許茂新（右）與台灣區工具機工業同業公會理事

長許文憲（左）相談甚歡

永鉅公司董事長陳福栓（左四）、本局局長許茂新（左三）、立法委員洪宗熠（左一）及彰化縣政府副縣長

洪榮章（左二）動鏟。

永鉅精密科技動土

中科二林園區再創新猷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of Yong Ju Precision Technology's 
New Factory in Erlin Park

永鉅精密科技が建設を始め　二林パークの新局面を切り開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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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企劃組  徐國基、圖／投資組  林學侃 

科
技部長陳良基對於園區發展

有許多的構思，並時時刻刻

掛心園區廠商近況及動態，特於11

月14日前往本局所轄虎尾園區視

察，在本局局長許茂新陪同下，至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

區外的「良作工場農業文創館」進

行參訪，並前往虎尾保警隊為保警

同仁加油打氣。

元翎公司  亞洲第一

元翎公司為全球少數Hybrid系統安

全氣囊氣體發生器及高壓鋼瓶專業

製造領導者。植基已逾30年的技術

與經驗累積，建立一系列的安全氣

囊氣體發生器，包括駕駛座、前乘

客座、側邊、簾式、膝部等，及各

式高壓鋼瓶。107年新廠啟用導入

智慧生產控制流程，由原來需200

名技術員工降低成本至50人，同時

增加生產速度及提升產品品質，為

導入智慧生產的成功案例，目前已

是亞洲第一大、全球第二大的迷你

高壓氣體鋼瓶專業製造廠。當日由

副總經理王愉應及技術長葉金倉熱

情接待，展示公司最新形象影片，

同時參訪新建廠區，部長實地參觀

後讚譽有加，期許公司可再加強研

發與提升技術，積極投入並與歐美

探察在地發展  
科技部長陳良基走訪虎尾園區
Minister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iang-Gee Chen Inspects MOSA Safety 
System Corporation, Huwei Park's Police Service Center & Nextland Factory

文部科学大臣は虎尾パークを視察　大衆の気持ちと願望を理解

汽車大廠合作生產更高階的汽車安

全氣囊氣體發生器與相關產品。

虎尾保警新隊舍

部長隨後前往虎尾園區新落成之保

警隊舍，慰勉員警並贈員警同仁加

菜金。由於園區在開發階段，為利

快速服務進駐廠商，暫將保警隊設

置於工務所或污水廠，近期虎尾園

區保警隊舍終於興建完成，部長特

於視察行程中撥空前往，為保警同

仁打氣加油及致贈加菜金，並期許

保警同仁對於園區廠商的服務能夠

再升級。保二總隊總隊長劉章遠特

地到場感謝部長對於隊舍興建的支

1. 科技部長陳良基（左四）、本局局長許茂新（左二）、元翎公司副總經理王愉應（左三）、技術長葉金倉（右三）於元翎公司大廳合影。
2. 元翎公司技術長葉金倉（左）為科技部長陳良基（右）與本局局長許茂新（中）介紹元翎公司廠區狀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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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讓保警同仁才有如此舒適的辦

公環境。

良作工場農業文創館

部長最後前往雲林縣大埤鄉祥圃實

業的良作工場農業文創館，參訪

智慧環控建置情形，該場是國際知

名服裝設計師吳季剛父親吳昆民和

其兄吳季衡所經營，當天由吳昆民

特地南下接待，並由副總經理林

陽山就良作工場及生質能發電進行

詳細介紹。該工場雖是畜產業，卻

也搭上時尚風格，綠意盎然、整

潔明亮，就連分切生產線都潔淨

得令人驚嘆，宛如文創園區。同

時公司也導入自動控制系統及創

新的智慧環控飼育，改善飼養環

境，讓豬隻更健康。另外該工場

與逢甲大學合作導入，由科技

部補助的生質能發電設備已建置

中，該設備利用餐廳之廚餘與分

切後的碎肉為原料，經過設備處

理後可產生電力供廠區使用，讓

整個食物鏈循環充滿了綠能與科

技。

部長在參訪過程中稱讚吳董事長

是全台灣最驕傲的父親，擁有兩

位十大傑出青年的兒子。另介紹

可協助解決該公司目前研究的

「二階段厭氣發酵產沼氣技術流

程」困境的權威學者，這額外的

收獲，讓吳董事長非常感謝部長

的到訪。部長並承諾下次返鄉，

必定抽空再次造訪良作工場農業

文創館。

科技部長陳良基（前排右四） 致贈虎尾保警弟兄加菜金

1. 良作工場與逢甲大學合作導入，並由科技部補助的生質能發電設
備。

2. 良作工場副總經理林陽山（左）在農業文創館為科技部長陳良基
（右）解說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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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軍國際醫材展  聯合招商攜手新創
Joining MEDICA 2019 in Germany for Assisting Startup Companies to 
Expand the Business into International Market

国際医療機器展に出展　産学連携企業を誘致

本局MEDICA參訪團於展場前合影

德
國杜塞道夫國際醫材展

（MEDICA）為全球規模最大

的醫療器材展，近年來每年均吸引

逾5,000家廠商參展、超過10萬名訪

客造訪。108年度於11月18日盛大

揭幕，竹科、中科及南科3大科學

園區皆積極組團參展，協助生醫廠

商接軌國際，與國際醫材廠商媒合

交流，同時不忘藉此全球盛會的機

會，於開幕日晚間在當地舉辦聯合

招商說明會，宣傳台灣優質的投資

環境，開拓台灣智慧醫療商機。

福寶科技與台荷加速器簽署 MOU

為提升台灣智慧醫療產業在國際的

能見度，由中科加速器引進的智慧

醫療新創公司－福寶科技及開啟基

因均於MEDICA布展，二公司在歐

洲的合作夥伴也應邀至招商說明會

現場瞭解科學園區投資環境，各方

參與人員都在餐敘時進行充分的意

見交流及溝通。此外，為協助新創

公司拓展國外市場，在中科加速器

的促成下，福寶科技與台荷加速器

（Tiger Accelerator）簽署合作備忘

錄，宣示未來合作意願。福寶科技

致力於發展外骨骼仿生科技產品，

關鍵技術在105年獲得全球百大科

技研發獎的肯定；台荷加速器在歐

洲累積10年的台歐育成網路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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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相信能協助提升台灣企業到歐

洲拓展的速度與文化的融合度。

德國MEDICA展覽已舉辦逾40年，

是拓展歐洲醫療器材市場的平台，

更是接觸全球醫材產業與買主的最

佳平台，在本次MEDICA展覽會場當

然不乏中科廠商躬逢其盛。為將台

灣品牌推向世界舞台，本局與塑膠

技術中心「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

創新計畫」辦公室會同台灣骨王、

新廣業、合盈光電、承鋆、鐿鈦、

碩晨、揚誠、榕懋、全友、長陽、

工研院、瑞鈦、台灣儀科中心、成

大、世延等產學研醫約50人前往

MEDICA，從新創育成、產品研發設

計、材料開發製造、原型醫材製成

到醫材上市行銷推廣，攜手併肩通

力合作，相信在未來台灣在生醫藍

海中不僅可以生長茁壯，還能走出

世界，創造更多高附加價值的智慧

醫療產品，共同將台灣生技產業的

品牌推向世界的舞台！

實地拜訪歐洲廠商 拓展合作機會

中科參訪團也利用難得的機會造訪

歐洲當地知名醫材廠商，包括位於

比利時的Materialise NV公司，該公

司不僅擁有全歐洲最大的3D列印

加工中心，在軟體解決方案領域聲

譽卓著，也是目前全球工業及醫學

研究3D設計軟體解決方案的領先

廠商；其次為德國KARL STORZ公

司，專門

生產內視

鏡和醫療

設 備 器

械，最新

研發領域

已擴展至數位化文獻記錄系統及一

體化手術方案，可為儀器配置、手

術室裝備及醫療院所的新建及擴建

提供完整的設計方案；最後為友嘉

集團旗下的MAG Germany Automotive 

GmbH，友嘉集團目前為全球第3大

工具機製造商，除積極在國外佈局

外，在國內也根留台灣持續投資設

廠，該集團旗下台灣麗偉電腦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及友嘉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中科分公司都已進駐中科。透

過實地拜訪在地廠商，團員均把握

機會踴躍提出專業的問題，互動相

當良好。

本次德國參展及招商團員來自產官

學研各界，藉由MEDICA展覽與國際

知名大廠對接，以及實際參訪國外

專業製造廠商的生產流程，對於專

業能力的提升、未來合作機會的拓

展，相信都能有非常大的助益，期

許有更多台灣優質廠商的產品或技

術能在國際市場上被看見。

1

2

在本局見證下，中科加速器引進之新創團隊—福寶科技董事長

巫震華（前排右）及台荷加速器負責人許秀芳博士（前排左）

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為福寶科技進軍歐洲市場奠定基礎。

1.2. 團員透過實際操作，體驗KARL STORZ公司產品的功能。

竹科投資組組長林輝宏（左二）、本局主任秘書彭麗春（左三）及南科主任秘書

陳瑞環（左四）率團共同辦理聯合招商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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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ASPA中科科技之旅
2019 ASPA Annual Conference's Technology & Culture Tour in 
Taichung City

2019 ASPAのテクノロジーツアー

文／投資組  溫婉瑩、圖／投資組  林學侃

地，自造基地的設

置一開始就是為了

及早因應產業創新

及市場變化，引導

產業朝AI發展，本局

針對園區發展情形

及基地進行簡介，

與會貴賓均相當認

真地聆聽簡報及導

覽，對於基地內展

示的機器人及各項

設備也顯示了高度

興趣，在本局簡報

及 基 地 實 地 參 觀

後，參加的貴賓也

對於中科發展的情形感到驚艷。

結束園區導覽後，ASPA貴賓一行人

前往有世界9大地標之稱的臺中歌

劇院參訪，並在簡單的晚餐後結束

了本次ASPA科技之旅。透過本次協

辦，讓很多貴賓更瞭解中科，會後

也陸續收到他們感謝這次精彩的安

排，並期待和中科有更多互動及交

流。

亞
洲科學園區協會  ( A s i a n 

Science Park Association, 簡稱 

ASPA ) 是亞洲地區最重要的科學園

區組織，致力於推動亞洲地區科學

區的發展及合作，進而促進經濟

共榮。2019 ASPA年會睽違十年再

度由竹科管理局主辦，大會以「科

學園區於數位時代的展望與挑戰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of Science 

Parks in Digital Era》」為主題，邀請

國內外講者進行分享，針對AI、大

數據潮流下，科學園區該如何應

對，以多元觀點與國際視野激盪出

璀璨火花。為共襄盛舉，本局也邀

請交通大學助理教授楊尊華及東海

大學教授駱永建在11月12日的年會

上分享中科智慧防災水情系統及水

資源再利用的成果。

移師台中

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身為本次科技之旅協辦單位之一，

本局從幾個月前即盡心安排，畢竟

是ASPA會員們繼2011年本局辦理

領袖會議之後再度蒞臨中科，務必

要讓貴賓們對中科的蛻變留下深刻

印象。本次訪團包含日、韓、俄羅

斯、土耳其、伊朗、印尼、泰國等

超過10國的貴賓，其中包括ASPA

秘書長Dr. Sunkook Kwon、前理事

長Dr. Horihisa Uchida及諸位姊妹園

區的代表。本局局長許茂新也非常

重視國際友人的

到來，親自向秘

書長及各位嘉賓

表達歡迎之意，

也邀請公會代表

和貴賓們進行交

流。

本次科技之旅為

呼應大會主題，

中科第一站即安

排參訪中科智慧

機 器 人 自 造 基

ASPA貴賓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ASPA秘書長Dr. Sunkook Kwon（右四）、前理事長Dr. Horihisa Uchida（左三）、本局局長許茂新（右三）、
園區公會監事長謝其嘉（右五）及其他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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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環安組  吳憶伶

賀！中科榮獲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金獎
Congrats! CTSP Bureau Wins 2019 TCSA Golden Medal

TCSA台湾企業継続経営賞の金賞を受賞

本局永續發展社會責任報告書

（CSR）榮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

金會評選之 2019年TCSA台灣企業

永續獎金獎殊榮，於108年11月28

日由局長許茂新親自領獎，再次肯

定本局於維護永續發展、友善環境

及公益社會的努力與成果。

本局積極維護環境及永續發展於

2019年再次發行CSR報告書，為

確保CSR報告書之揭露品質，報告

書依據全球永續性報導準則（GRl 

S tandards）及AA1000 AS保證標

準，取得第一類之保證等級聲明

書。

中科創立16年，是台灣最年輕的

科學園區，在產業激烈競爭及全球

化的各種挑戰下，2018年創造新

台幣7,249億元產值；同時兼顧環

境與社會的永續，透過多元溝通管

道，使利害關係人暸解中科在經

濟、環境、社會策略規劃與永續

作為的努力。為推

動永續發展、建構

跨域合作，本局與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

基金會簽署永續發

展合作意向書，共

同為傳播永續發展

知識、落實綠色園

區，與企業攜手邁

向永續，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而努力，

以期能引領台灣與

全球連結，朝永續

發 展 方 向 大 步 邁

進。

本 局 為 能 以 身 作

則，落實社會責任，持續發行「永

續發展社會責任報告書」，並為順

應全球趨勢與世界接軌及對話，於 

CSR 報告書中揭露本局應用自身核

心能力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17項

聯合國永續發展17項目標（SDGs）

目標（SDGs）」之其中12項目

標相關作為，善盡地球村成員

之責；同時為推動園區廠商落

實企業社會責任，累計至今共

輔導3家園區廠商發行CSR報告

書。

未來本局將持續致力於營造具

競爭力之綠色科學園區典範，

以「生產、生活、生態、生

命」之四生共榮(融)為核心理

念，朝向「智慧中科、創新驅

動、低碳園區、區域共榮」目

標邁進，並強化既有產業之優

勢及強項，讓園區的發展與產

業的繁榮能夠永續並進，進而

將園區型塑為示範場域及低碳

綠能的園區。

本局獲頒台灣企業永續報告書金獎，由立法院院長蘇嘉全

（左）頒獎予本局局長許茂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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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防減災系統為廠商把關

打造安心園區
Smart Natural Disaster Prediction & Prevention System Demonstration 
Meeting

智恵防災システムはパーク内の企業を守る

文／環安組  陳冠宏、圖／投資組  林學侃 

我
們無法控制災害不會發

生，但能做到當災害來臨

時，將損失降到最低。」本局局長

許茂新表示，為打造安心的投資環

境，科技部近年來打造智慧園區，

而本局與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合作，耗時四年完成建置中科智慧

防減災系統，於11月6日召開記者

會展示建置成果，並以簡易模型說

明系統之應用，本系統將可達到地

震預警、結構物安全診斷、氣象監

測、水情預判與淹水風險評估的功

能，為園區廠商把關。

智慧防災水情系統

「智慧防災水情系統」是於中科虎

尾園區、中興園區及二林園區布建

災害物聯網，整合園區環境感測器

（包括雨量計、水位計、影像監測

器等）進行全時監控，蒐集環境監

測數據至虛實整合系統，再搭配機

器學習技術與AI人工智慧，即時掌

握中科園區的水情資訊、近未來水

情預判與淹水風險評估。

108年度更完成LINE水情機器人及

利用無人機進行智慧巡檢，LINE水

情機器人可在園區發生水情異常

警戒或發布天氣警特報時，即時推

播水情示警訊息及主動式防減災的

決策建議給園區廠商及本局應變人

員，加強資訊傳遞的效率；另一方

面，本局於二林園區試辦利用無人

機進行智慧巡檢，平時建立二林園

區基本影像資料，當颱洪災害發生

時，可及時應用無人機進行智慧巡

檢，根據事前規劃的航線飛行，回

傳照片直接以人工智慧建立的影像

辨識系統進行異常偵測，可迅速掌

握災害情資，以利本局儘速派員檢

查與修復。

現地型地震預警系統與結構安全

監測系統

為提升園區地震災害預警與緊急應

變效能，本局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合作，也建置「現地型地震預

警系統」，布建於本局所轄五大園

區，利用地震P波與S波的速度差，

透過及早偵測首先達到的P波進行

判識，在破壞性高的S震波到達前

的很短時間內發出預警訊息，以爭

取數秒至數十秒的時間進行地震應

變。

於本局辦公大樓建置結構安全監測

1. 本局局長許茂新（中）說明「智慧防災水情系統」
的應用

2. 中科虎尾園區防災水情系統模型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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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布建地震儀、加速度計、溫

度計、GPS訊號等，可即時紀錄地

震來襲時，結構物的動態反應．所

有感測器訊號均會同步整合於資料

中心，並可以自動化做初步分析，

可快速提供結構物健康診斷與安全

評估，以利判斷人員是否需撤離或

可繼續安全辦公的參考。

建構安全、安心的投資環境

中科園區目前已引進超過200家國

內外的高科技廠商，包含台積電、

友達光電、台灣美光記憶體、華邦

電子等多家旗艦大廠，107年中科

園區營業額達7,248.82億元，創歷

史新高，今年營業額預估將突破

7,600億元。本局建置的智慧防減

災系統，透過智慧化監控可有效達

到防減災的效能，建構安全、安心

的投資環境，為提升國際競爭力打

好根基，以吸引國內外廠商投資，

共同創造第二代科學園區的新輝煌

時代。

本局局長許茂新（右）說明結構安全監測系統可於地震發生後快速提供結構物健康診斷與安全

評估

文／環安組  何怡佳、圖／投資組　林學侃

能力不分你我她  
職場工作平權優良單位獲獎
Congrats! Five Tenant Companies Win 2019 CTSP 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Award

男女問わず　職場の公平性を推進する事業単位の授賞式

本
局為提升園區職場友善工作環境，促進勞

資和諧，自105年度起每年7∼8月份辦理

「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事業單位評選活動。

108年度「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事業單位評

選結果分別為「特優獎」：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捷時雅邁科股份有限公司；「優 本局局長許茂新（中） 頒發特優獎予台灣美光部經理柯璟融 （左）、
台灣捷時雅邁科副課長陳怡樺 （右）。

園區同業公會理事長沈國榮 （左二）頒發優等獎予台灣日東光學本
部長吳芳玲（右二）、永勝光學廠長謝右銘 （右一）、曜凌光電處
長陳學文 （左一）。

等獎」：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永勝光學股份

有限公司、曜凌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獲獎廠商所推動的職場工作平權事項除法定事項

外，尚有推動性別薪資平等、女性主管聯誼會、彈性

工作安排、每年7日的有薪家庭照顧假、孕婦優先停

車位及專屬無塵衣等，處處可見推動職場工作平權之

用心，本局已於11月28日園區同業公會高階主管聯誼

會議頒發獎項給獲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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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園區公會與本局於

中興大學中科育成中心共

同辦理「108年度中部科學園區廠

商高階主管交流聯誼會暨專題講

座」活動，台中市副市長楊瓊瓔、

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監事長謝

其嘉、本局局長許茂新、副局長施

文芳、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各機

關代表及園區廠商均到場與會。

首先園區公會沈理事長致詞感謝中

興大學提供本次活動場地及園區各

廠商代表的參與。許局長致詞時也

特別感謝園區公會，在沈理事長帶

領下，園區廠商業績長紅，另本局

CSR報告書榮獲台灣企業永續報告

金獎，當日許局長代表本局至台北

領獎，特地趕回來參加本次活動，

並分享獲獎之喜悅。

潛心工作  更要注意身體健康

有鑑於糖尿病位居國人十大死因之

一，且糖尿病的病友逐

年持續增加，因此，當

日特別邀請臺中榮總院

長許惠恒演講「甜蜜人

生－如何與糖尿病和平

共處」，許院長談到，

糖尿病需正向面對，作

好飲食、藥物控制、規

則運動及定期監測等，

讓與會人員受益良多。

最後，業務宣導及交流

座談時間，首先由中

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秘書長林佳

鋒向大家說明「如何協助中科廠商

做好產學合作」，林秘書長會中簡

報說明108年度推動中科園區產學

研合作交流成果，讓與會人員了解

政府、產學訓協會建立之技術交流

平台、媒合會等，以強化區域產學

鏈結，協助在地產業發展與升級，

希望廠商能多加利用產學合作相關

資源。接著由台電公司組長周芳正

說明園區廠商最關心之供電現況，

近年來由於園區廠商進駐率增加，

用電需求同步成長，藉由周組長說

明，相信大家對於電力供應能有更

進一步了解，也能安心投資。最

後，交流座談時，廠商針對供電議

題再提出相關問題及建議，台電公

司也一一作回應，會議就在高階主

管互相交流聯誼中順利圓滿結束。

台中市副市長楊瓊瓔（第一排右一）、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第一排右六）、監事長謝其嘉（第一排右七）、本局局長許茂新（第一排右

五）、副局長施文芳（第二排右一）、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第一排右四）及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高階主管聯誼會暨健康專題講座
CTSP Top Executives Gathering & Health Lecture

上級管理者の相談会と健康講座

文／企劃組  秦惠桑、圖／投資組  林學侃

本局局長許茂新（左）致贈紀念品予臺中榮總院長許惠恒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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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廖婉妤、圖／投資組  林學侃

搭建人力鵲橋  為園區注入海外新血
Promoting LIFT Program to Match Overseas Taiwanese Talents with 
Domestic Companies

人力の架け橋を作り　パーク内に海外人材を紹介

科
技部為號召海外人才返

（來）台就業服務，規劃12

天的「海外人才國內交流會」，

第一梯次已於6月17日至28日舉辦

完成，第二梯次於10月21日揭開

序幕，10月30日於本局辦理「108

年度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LIFT, 

Leaders in Future Trends）」交流媒

合會與廠商代表座談，並且參訪中

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及優質園區

廠商進行更深度交流。　　

科技部長陳良基出席「海外人才國

內交流會」開幕式時表示，政府的

職責為建構完善平台，構築產業與

人才間的橋梁，以拉近人才供給與

需求端，並期勉海外人才的國際新

知與技術能引進台灣，以寬廣的心

態與我國優質廠商相互激盪，達到

產業創新與競爭力提升，為台灣做

更多的貢獻。

以人為本　

再創科技榮景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在

台中場媒合會致詞指

出，台灣的科學園區

在世界高科技產業發

展具有舉足輕重地位

原因之一，是因創立

初期有許多海外歸國

學人從矽谷回到台灣

貢獻所學，且園區需

有優質的高科技人才不斷挹注，

始可提升國家產業之發展與競爭

力，藉由媒合會之舉辦，幫助廠

商延攬優秀人力，且中部交通及

生活各方面都很便利，期望優秀

海外學人多多留意中科職缺。科

技部國研院科政中心LIFT計畫主

持人黃意丹博士則感謝本局提供

良好場地及協助舉辦媒合會，希

望上市櫃公司及一流創新企業都

能找到優秀人才，海外學人也都

能順利留在台灣發展。

在優秀海外學人顧珉齊、簡榮廷
及Christophe Tarabout等3人進行

研究領域主題分享後，學人們即

與園區廠商深度媒合交流。本次

媒合會計有12家廠商、逾50人參

與，與會者對本次活動均表示贊

同與支持，藉由引進人才注入國

際新血，達到激勵產業創新及刺

激技術躍升成效。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 （第一排左八） 、科技部國研院科政中心LIFT計畫主持人黃意丹博士（第一排左九）與台中場交流媒合會優秀海外學人合影。

園區廠商與海外學人踴躍參與海外人才橋接方案台中場交流

媒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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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骨科與復健醫材臨床應用　

提升醫材產業附加價值
Lecture o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Rehabilitation & Orthopedic Medical 
Devices

骨用とリハビリ医療材料の臨床応用を統合　医療材料産業の付加価値を向上

文／投資組  林凱貞 

為
推動中部地區生技醫療產業

發展，本局於11月28日辦理

「從醫師觀點談骨科與復健醫材臨

床整合應用」，邀請台中榮總脊椎

外科主任潘建州及彰化基督教醫院

復健科主治醫師魏大森，深度分享

臨床經驗，提出對骨科與復健醫材

的實證意見，並從醫師觀點提供國

內醫材業者具體的建議，與醫療器

材結合發展之因應對策。

本局主任秘書彭麗春致詞表示，中

部地區在精密機械、光學、自動控

制有良好的發展基礎，周邊亦有多

所醫學中心及臨床試驗中心，提供

醫材產品臨床應用最有力的支持，

中科積極爭取生醫計畫經費協助中

部醫材廠商的創新商品開發與產品

拓銷，期能串聯醫材產業的上中下

游，整合引導產學研醫投入醫療器

材領域，加速生醫產品商品化。

台灣邁入高齡社會　

科技革新勢在必行

台中榮總脊椎外科潘建州主任以臨

床經驗分享各種樣態的骨科及脊椎手

術，過去傳統骨科手術具困難度及風

險性，因此發展機械手臂脊椎手術，

經由3D電腦導航定位，減少X光以降

低輻射暴露，同時也降低傷口的感染

率及提升手術成功率。彰化基督教醫

院復健科魏大森醫師特別提到台灣已

邁入老年化社會，並介紹許多行動或

復健輔具，協助病患復健或行動不便

的老人照護。

兩位醫師臨床經驗分享後，接續進行

1小時分組研討交流，以充分了解並

掌握骨科及復健醫材在臨床應用的多

重考量，縮小廠商開發醫療器材與實

際臨床需求的差距，激盪出相關領域

產品設計開發的創意及巧思。

醫療器材產業為我國生技產業發展最

為快速的領域之一，醫療器材產業

是一個產品種類多樣、範疇廣泛的產

業，具有少量多樣的特性，近年來在

政府推動生醫產業創新方案帶動下，

國內多家廠商投入生產製造並跨域整

合研發生產，預期未來應會帶來新的

產業成長動能與發展機會。

台中榮總脊椎外科主任潘建州演講

醫師與與會代表進行交流活動

彰化基督教醫院復健科醫師魏大森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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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劉志虔、王志群

漢鼎智慧科技、友嘉實業
New Forces at CTSP: Hantop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rp., Ltd. & FAIR 
FRIEND ENT.CO., LTD.

Hantop Intelligence TechとFAIR FRIEND GROUPはパークに入居

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58次

會議於108年11月26日假科

技部召開，會中通過中科精密機械

產業之漢鼎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友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

司。

漢鼎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漢鼎智慧科技屬新創公司，主要研製超音波非接觸式

電能傳輸電控模組與刀把，應用於航太、半導體、光

電、醫療器材與精密機械等產業。由國立中興大學機

械工程系陳政雄教授擔任技術長，並提供研發專利。

該公司所提供的超音波輔助加工模組，利用非接觸傳

輸的側附型設計，加上模組化隨裝即用的設計，能於

1日內安裝設定上線進行連續量產，大幅降低產品導

入的門檻。產品可安裝於各式工具機設備，將傳統工

具機提升為超音波加工機，實現高性價比的服務，共

創終端使用者、工具機廠商的雙贏局面。

友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友嘉集團在工具機排名為全球第三大及台灣最大之工具

機集團，目前全球已有39大工具機品牌、52個生產基

地、分佈於全球10大機械製造國，工具機產品線完整，

主要研發製造CNC立式及臥式加工中心機、CNC車床、

五軸立式加工中心機、智慧製造自動化生產線、龍門加

工中心機及臥式搪銑床。

友嘉集團擁有經驗豐富之研發技術團隊，累積豐富的精

密CNC工具機開發經驗與能量，目前已取得國內外專

利共計33件，並持續與先進國家之關係企業大廠技術

合作，每年營收與獲利持續增長，為提升產品之核心技

術、根留台灣，進而讓公司在台灣提升為具國際競爭力

的工具機企業，將於中科規劃更現代化、符合未來智慧

製造智能工廠之工具機營運總部。

超音波非接觸式電能傳輸電控模組與刀把

自動化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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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商組  邱美祝、圖／投資組  林學侃

外貿通關及保稅業務交流

參訪麥寮台塑企業
Visiting Formosa Plastic Group in Mailiao to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Customs Clearance & Bonded Operation

通関と防税業務との交流　Formosa Plastics Groupを訪問

為
增進園區廠商保稅作業實務

操作能力，以及瞭解進出口

貨物通關流程與實務交流，本局於

10月31日舉辦外貿通關及保稅業務

交流活動，本局局長許茂新率工商

組同仁與園區廠商代表實地參訪具

安全認證優質企業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廠商台塑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及麥寮工業港，該港

為我國第一座民營企業投資興建之

民營國際港。

本次參訪由台塑企業副總經理陳文

仰親自接待，並介紹六輕計畫與經

濟發展，陳副總以充滿親和力的台

語，將六輕填海造陸及在麥寮建廠

與發展歷程娓娓道來，並說明「環

保與經濟並重」的理念，對於污染

防治與環保工作不遺餘力，於107

年獲得EcoPort「生態港埠認證」的

殊榮，是亞洲第一座獲得此殊榮的

「工業港口」，成為全球綠色運

輸的一環。另由財政部關務署臺中

關關務長葉明星親自講授海關兩大

業務：徵稅和查緝，並分享緝獲案

例。

本次麥寮港參訪活動，由導覽員沿

財政部關務署台中關關務長葉明星（右五）、台塑企業麥寮管理部副總經理陳文仰（左五）、本局

局長許茂新（左四）、財政部關務署台中關副關務長陳木榮（右四）與同行廠商、本局同仁合影。

台塑企業副總經理陳文仰為本局同仁介紹

六輕在麥寮的發展歷程與環保理念

途解說及介紹廠區內各廠生產之產

品及其為避免工安及防治污染所做

的各項工程，並體驗港區風光，瞭

解企業為環保與經濟並重的努力。

此次活動感謝台塑企業麥寮管理部

接待及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葉關務

長親自解說，還有園區廠商熱烈參

與，讓本次參訪研習活動圓滿順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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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商組  洪新墉、圖／投資組  楊素琴

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座談會

服務業遇見健康美學
Seminar on the Operation of Commerce & Service Industry

工商サービス産業運営を見学するフォーラム－健康美学との出会い

中
部科學園區發展進入第 1 7

年，具一定研究發展規模比

例之科學事業廠商皆可申請投資進

駐園區，而在園區發展的過程工商

服務需求自然而生，為進一步提升

企業營運效率與員工生活需求，故

管理局致力企業投資建廠，必須同

時兼顧工商服務發展，成為一個完

善的科學園區。

為傾聽工商服務業者的聲音、同時

瞭解業者營運狀況、提升園區各類

工商服務業營運服務效能，本局於

11月8日舉行「108年工商服務業營

運觀摩座談會」，邀請園區公會、

園區海關、駐區銀行、郵局、水電

及電信業首、就業服務站、物流、

醫療等綜合性服務事業廠商代表及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率領各組室代表

計約60人參加，期許透過會議互

動、溝通交流及營運觀摩學習參

訪，讓服務業廠商在工作上有所創

新與啟發。

以文化為核心  發展創新思維

考量觀摩需求與座談場所，加上近

年傳統文化與科技發展並進，擇定

擁有「從傳統文化落實到生活創意

美學」定位的「國立彰化生活美學

館」；座談會由本局副局長施文芳

主持，攜手台中關關務長葉明星、

本局主任秘書彭麗春與工商組組長

黃懿美一同座談，會中除感謝各界

多年來為科學園區的支持與協助，

也與業者進行服務經驗交流，服務

業嘉賓皆肯定本局為廠商相關服

務。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以「文化」為

核心，擁有台灣傳統文化價值與方

向主軸。融合現代科技結合自然、

人文、感性、獨特、多樣化的特

質，併以知識經濟數位化整合傳統

文化，發展創意產業，朝創意美學

落實到產業經濟與民眾日常生活

中；下午安排至台塑生醫健康悠活

館，藉由二館之觀摩學習，提升服

務業者多角化創新經營思維。

平日忙碌的服務業廠商在今日的安

排下，以輕鬆的心情進行觀摩交

流，安全賦歸，希冀本次的活動體

驗對未來工作與生活有所幫助及啟

發。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右二）率團參訪「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關務署臺中關關務長葉明星（台上左二）與本局副局長

施文芳（台上右二）主持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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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建管組  涂裕雯

交通安全宣導會—如何平安行
Seminar on Promoting Traffic Safety

交通安全宣伝会－安全運転のコツ

本
局於11月20日邀請交通部公

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許錫芳

科長蒞局，和大家談談如何平安

行。

一般人的交通工具，有的騎車，

有的開車，但每個人都會有成為

「行人」的時候，而行人是所有

交通事故中最弱勢的一種，如何

保護自己呢？這裡分享幾個例

子，包括行人穿著顏色鮮明的衣

服、服飾或背包上使用會反光的

飾品、面向來車方向行走、快速

通過路口、走路要專心等，不要

一邊走路一邊滑手機，還走著走

著突然停下來回訊息或講電話，

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正走在車道

上，很容易造成車輛來不及反應

而撞上行人。

調整後照鏡  縮小視覺死角

後照鏡是一個提供後方景物的工

具，但它只能反映直線上的景

物，不能反映全部狀況，因此存

在所謂的視覺死角。為此要特別

呼籲注意人與車之間保持安全的

距離，因為車輛駕駛人從後照鏡

看出去是有部分景像看不到的，

不要以為您有看到他，他就有看

到您，當您是在視覺死角中時，

他真的不知道您就在他旁邊⋯⋯

在此也分享一個小技巧，請試著

將後照鏡角度調整到看到自己車

身部分小於三分之一左右，這樣

可以增加後視鏡可看面積，縮小

視覺死角範圍喔。

最後溫馨提醒，當您是行人時，

請與車輛保持安全距離，而當您

是駕駛人時，請於轉彎或變換車

道前，除了先打正確方向的方向

燈外，請記得擺動一下頭頸，看

看是否有從後照鏡中看不到的

人或車剛好在您身邊，多一份注

意，多一份安全。

建議調整後照鏡，縮小視覺死角範圍。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科長許錫芳（左）與本局建管組組長洪耀堂（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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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洪進源

提升環安意識  參訪安全衛生績優單位
Visiting the Outstanding Safety & Health Organization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Environmental & Labor Safety

環境安全意識を向上　優秀な安全衛生事業単位を訪問

1. 本局環安組勞檢科陳志達科長（前排
右五）、園區公會中部園區辦事處處

長賴明志（前排右八）及園區工安人

員參訪3M臺灣客戶技術中心。

2. 健康促進活動參觀雅聞香草植物工廠
內的LED密閉環控植物工廠

1

2

安
全衛生績優單位參訪暨健康

促進活動，由本局環安組勞

檢科科長陳志達及園區公會處長賴

明志率領園區廠商工安人員共40

位，於11月22日上午參訪位於桃園

市楊梅區之「3M臺灣客戶技術中

心」，由3M公司經理王貴卿親自

接待，於寓教於樂下講解該中心各

項環保及安全之研發概念與創意產

品；下午前往湖口好客文創園區及

雅聞香草植物工廠進行健康促進活

動，在花團錦簇的凡爾賽玫瑰花園

裡讓身心得以舒展。 

109年７月起實施呼吸防護計畫

依勞動部公告，從109年7月1日

起，雇主使勞工於有害環境作業

使用呼吸防護具時，應採取適當之

呼吸防護措施及訂定「呼吸防護計

畫」。本次參訪活動為因應該呼吸

防護計畫內之密合度測試，特選定

「3M臺灣客戶技術中心」參訪。

由該中心講述相關呼吸防護計畫之

規定、介紹定性及定量密合度測試

之方法及設備，另該中心內展示有

上百項3M產品，例如符合OSHA及

ANSI標準之局限空間救援系統、不

破壞臭氧層之潔淨滅火藥劑及減低

高分貝噪音的耳罩等產品供園區廠

商工安人員觀摩參考。

當日下午健康促進活動前往湖口好

客文創園區，體驗複刻版客家風情

老街，探索隱藏在紅磚街屋及特色

客家圓樓的童年往事。回程至兼具

觀光、教育、休閒功能的雅聞香草

植物工廠，在佔地2公頃種植香草

植物數百種，區內更有一座國內首

度開放參觀的LED密閉環控植物工

廠，採科技環控、LED及層架式栽

種，不使用農藥、不受重金屬汙

染，享受知識、健康及身心舒展之

旅。

透過此次績優廠商參訪及健康促進

活動讓園區事業單位參訪人員，藉

由互動式觀摩學習、經驗傳承及交

流分享，提升園區的環安及健康意

識文化。



園
區
活
動

Park Activity

18╱Dec. 2019

秋季藝遊趣—參訪朱銘美術館公共藝術
An Autumn Trip in Juming Museum to Fi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 Art

朱銘美術館にあるパブリックアートを参観

文、圖／營建組  林柏龍

科
技與藝術之間如何串聯？理

性與感性之間又能產生什麼

樣的對話？公共藝術藝文參訪活動

於11月7日前往北台灣金山，參訪

享譽國際的雕刻大師－朱銘老師所

創辦的朱銘美術館，一探藝術家的

創作樂園。

1 0 8年適逢朱銘美術館成立2 0周

年，創辦人朱銘老師又獲「文化耕

耘獎」肯定，參訪當日透過導覽員

精彩的解說，讓本局同仁瞭解到藝

術並不僅侷限於創作行為，更需要

藝術家積極回應、參與實踐社會關

懷。科學與科技同樣也需要在理性

之外，投注對社會環境與人文的高

度關注，在科技中體現對人類與永

續環境的關懷。

開啟心靈之眼  讓藝術的種子發芽

整個園區遍布不同主題的雕像作

品，作品與周圍環境的融合共榮，

展現藝術家透過雙手具體實踐力與

美，巧妙的景觀設計與充滿童趣的

各式雕像作品，也讓戶外的藝術品

增添不同的觀賞趣味。同仁們親手

體驗的噴漆提袋，讓大家帶了一份

朱銘的藝術種子圓滿回程。

設置在中科園區的公共藝術作品也

是如此，藉由與周圍環境的融合以

及呼應場域特色，開啟更多科技與

藝術對話的可能性。此趟公共藝術

參訪也呼應朱銘老師所認為「種活

藝術的種子在心田」；在心裡種下

一顆藝術的種子。相信同仁們在參

訪過程中，身心靈五感所感受到的

不僅是藝術的洗禮，更能藉由藝術

家的心靈之眼，以不同視角探索生

活、將藝術種子分享傳遞出去。

1. 親手體驗噴漆提袋的樂趣，製作專屬於自己的藝術作品。
2.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前排左五）率同仁參訪朱銘美術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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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頂著秋日溫暖和煦

的陽光，中科實中雙語部

的師生們踏出校園，展開成立以來

第一次校外教學活動。校長林坤燦

特別在出發前叮嚀，希望大家注意

安全，也感謝帶隊師長辛勞。

遊覽車開上往南的高速公路，孩子

們興奮地吱吱喳喳，隨行外師也好

奇地直往窗外探頭；畢竟，平日忙

於教學，對台灣還不大熟悉，終於

有機會可以看看台中以外的台灣風

光了。雙語部的外師們來自天南地

北，除了語言上的小隔閡，其實都

有著一般人到世界探險的期待與興

奮的心情，車上停不下來東問西

問。

很快，我們來到純樸的雲林縣，這

裡是台灣農業的故鄉，有著善良的

居民，也有著名揚國際的外銷咖啡

豆。誠然，在地與外地，本土與國

際，在目前網路突破國界的時代，

彼此之間有著新的定義。我們的孩

子心向世界，但也要讓他們從關心

身邊最貼近的人事物學習起，豐富

的人文內涵與品格才能讓學業成就

更有價值，也讓國際更瞭解中科，

更尊敬台灣。

雙語部自開學以來，在極精簡人力

的條件下，首年先打開各年級以及

基本課程開設，並且在運作中摸索

屬於自己的特色與制度。老師與家

長們都懷著使命感，希望能為將來

更優質的雙語部奠下堅實基礎。同

時，因應課程變動以及發展需求，

下學期期望能增聘優秀本國與外國

教師，充實教學團隊。此外，雙語

部正進行寒假轉學招生準備，所有

訊息都會上網公告，也歡迎有興趣

且符合資格之園區家長電詢本校與

本部。

雙語部校外教學，參訪雲林風光。

108學年度寒假轉學招生訊息

04-25686850分機 3100、3140

Training Session

園
區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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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邱奕君

認識台灣！實中雙語部首次校外教學
The First Field Trip for NEHS@CTSP's International Bilingual School

台湾を知る！中科実験高級中学バイリンガル部第一回の校外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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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秋冬－鮮豔的紅果
2. 3. 夏末－盛開的黃花

文、圖／投資組  沈朝財

大自然的四季畫家—台灣欒樹
The Painter of the Nature: Taiwan Golden-rain Tree

大自然の四季画家－台湾木欒子

前
陣子八月底時，園區科雅一路南側行道樹綠色樹冠冒出一簇

一簇黃色的小花，半個月後黃花變成紅色的果實，然後果

實漸漸退色成褐色，這就是台灣欒樹。

台灣欒樹學名：Koelreuteria formosana Hayata，是無患子科欒

樹屬植物，台灣特有原生種。葉為二回羽狀複葉，小葉卵形，

先端尖，鋸齒緣。花小形，多數，黃色呈頂生的圓錐花序。果

實為蒴果，由燈籠狀紅色三瓣片合成，成熟時轉為褐色。

由於一年四季台灣欒樹都有著不同的顏色，呈現出豐富的色彩，

就像大自然的畫家一般，亦有「四色樹」的稱號。哪天來到園區

走走逛逛，請好好欣賞一番喔。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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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林學侃、圖／投資組  林學侃、雪冰王子

猶如童話中的夢幻輕食—雪冰王子
CTSP Delicacy: Dream Frozen Dessert

おとぎ話中にある軽食の如く－雪冰王子

2017年５月，「雪冰王

子」在樸實無華的

小街巷開業，走的是年輕人喜愛的

文青風格，簡約精致的輕食兼顧了

美觀、美味與健康，迅速成為了當

地小有名氣的早午餐店，假日時段

若是不早一點來，可是要排隊許久

才吃的到喔。

創業的起心動念

源自與阿嬤的感情

創立雪冰王子的陳老闆，坦言會想

開冰店是因為自己小時候喜歡吃

冰，深深記得阿嬤曾經問過他，如

果將來長大了開店，想要賣什麼

呢？陳老闆不假思索地回答就是賣

冰，這個念頭一直藏在陳老闆的心

中，直到成家立業，有了創業的機

會後，他付出了一百二十分的努力

實現小時候的夢想。

堅持最高品質  雪冰並非雪花冰

許多人對雪冰的第一印象，就是台

灣仿間常見的雪花冰，兩者吃起來

雖然相似，卻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雪花冰是由冰磚研磨成雪花碎冰，

但製作冰磚難免使用乳化劑等人工

添加物。陳老闆為了堅持自家冰品

在口味、健康上的最高品質，他遠

赴韓國取經學習，並引入成本高達

20萬的雪冰機，雪冰機可直接將液

體原料製作成雪冰，無須使用乳化

劑，在保持綿密雪冰的同時，更能

保障顧客的飲食健康。

持續進步創新  看得見的用心

雪冰王子創業之初僅有冰品、咖

雪冰王子鬆餅早午餐

營業時間：9:00∼18:00  星期一公休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大連北街26號

電話：04-2296-3233

草莓X草莓厚鬆餅

啡，而後持續精進學習，推出各式

口味的厚鬆餅、早午餐等等輕食，

深受顧客歡迎喜愛，即便現在，雪

冰王子也仍然定期推出新菜單，帶

給客人意外的驚喜。

雪冰王子的「雪冰」取自自家招牌

的冰品，「王子」則是取自世界著

名童話故事《小王子》，陳老闆希

望雪冰王子能夠成為一顆獨特的星

球，讓每個駐足於此的顧客都可以

和小王子一樣帶著赤子之心，享受

單純美好的片刻。

1.  珍珠奶茶雪冰
2.  清新簡約的餐廳風格
3.  人氣早午餐—就是唐揚雞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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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商周出版社提供

悠遊書海

認識諾貝爾生醫獎「晝夜節律」研究
CTSP Reading Fun: Wake Up!  by Peter Spork

本の世界に入ろう－ノーベル生理学・医学賞「昼と夜のリズム」の研究を認識

你知道嗎—

生理時鐘失序會造成失眠、體力變差、內分泌失調、

睡眠不足、職業倦怠、身心耗竭、反應力與專注力下

降、憂鬱、神經緊張、肥胖、心血管與糖尿病等慢性

病。

神經生物學家擬定八項 Wake Up ! 計畫，幫助我們找

回自己的生活步調與健康，與自然共生。

晝夜協調的「明亮」方案：

◎ 白天多到戶外走動，做日光浴。

◎ 讓日光進入室內，打造明亮的室內環境，規劃符合

生理需求的照明設備。

◎ 配合個人的晝夜節律類型安排工作與學習時段，創

造雙贏。

◎ 在日間分配固定的用餐、運動、休息、小睡時間。

晝夜協調的「黑暗」方案：

◎ 夜間避免接觸亮度過高的人工照明。

◎ 傍晚就要轉用夜間照明模式，使用黃色暖光。

◎ 消除所有「睡眠強盜」！睡前少看電視、電腦與手

機。

◎ 夜晚若必須清醒與熬夜，務必延長睡眠時間。

睡多一點！與時間共生息。

人體各器官運作更協調，讓你精神飽滿，活力健康。

睡眠的覺醒運動，從現在開始！

從大腦、演化、生理醫學解說生理時鐘功能，

活用8個Wake Up！計畫，與自然共生

身體需要休息時，我們卻衝鋒上陣；

身體需要光線時，我們卻關燈睡覺；

身體需要黑暗時，我們還在開燈工作；

對於身體的需求，我們總是不屑一顧，

忘記如何隨著自然節律過生活……

醒來！時間生物學教你得到優質生

活與睡眠

作者：彼得．史波克（Peter Spork）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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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管組  胡振華、圖／統聯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77路公車路線駛入台中園區
A New Way to Go to Taichung Park: Bus No.77

77番バスは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にドライブイン

臺
中市「77路」公車路線調整，於

108年11月1日起延駛至本局，讓

區內從業人員多一條大眾運輸選擇，

這條路線從臺中慈濟醫院來回中科管

理局，串聯臺中市松竹車站、科學博

物館、新光三越、朝馬轉運站及中科

台中園區，每日對開32班次，歡迎利

用公共運輸。並可以下載使用「科學

園區行動精靈2.0」APP，隨時掌握乘

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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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

友善園區—虎尾、后里增設自動販賣機
New Vending Machines Installed in Huwei & Houli Park

虎尾、后里パークに自動販売機が増設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艾莉塔：戰鬥天使

◎ 放映時間  108/12/11（三）PM18:30

（PM17:50開放入場）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愛情、動作、冒險
◎ 片長  2小時2分

劇
情設定在幾個世紀後的未來，描述一個名叫「艾莉塔」並且完全喪

失記憶的機械合成人，她被充滿熱心的合成人醫師依德在廢鐵鎮一

處的廢料場裡拯救出來，並從受損的狀態中修護重建；甦醒過來的她，發

掘所有的事物對她來說都是全新體驗，正當她開始重新適應這個險惡的廢

鐵鎮新生活同時，依德也試著避開讓艾莉塔尋回她神秘的過去，但她的鎮

上好友雨果卻起身幫助艾莉塔恢復過往記憶，同時也讓兩人的感情急速加

溫，直到致命的威脅到來，危急著她所培養出來的全新感情，這才喚醒了

她擁有保護朋友、家人及她的真愛的強大戰鬥功力，這一切更將引導著艾

莉塔揭開社會的真相，並對抗黑暗且腐敗世界的不公不義，最後更發現一

個少女也可以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普

虎
尾辦公室是本局虎尾園區服務洽公據點，除洽公外，汙水廠之

汙水處理功能與環境教育通識課程活動受到園區廠商與民眾肯

定；后里園區鄰近后里區市中心，其后里公園自完工啟用後廣受周邊

居民與從業員工好評，主要設備有兒童遊憩區、籃球場、壘球場、散

步道等設施。

本局為進一步邁進友善園區，自11

月起於虎尾辦公室與后里公園分別

引進投幣式自動販賣機，主要有礦

泉水、運動飲料、紅茶、綠茶、奶

茶、咖啡、可樂及沙士等冷飲，歡

迎園區伙伴多多利用！

后里公園販賣機聯絡電話：

04-25676336或25676832

虎尾辦公室販賣機聯絡電話：

05-2382072或2382185
后里公園自動販賣機

虎尾辦公室自動販賣機



11/05
11/20

11/15

11/28
11/18

泰國台灣台商聯合總會會長郭修敏（第一排右二）與駐泰代表處副組長林冠宏（第一排左二）

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局長許茂新（第一排左一）接待。

國立雲林技大學產學處產學長洪肇嘉（左四）率

團參訪中科，本局主任秘書彭麗春（左五）接待。
台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周世玉（第一排左二）率

團參訪中科，本局投資組組長林靜慧（第一排左一）接待。

彰化師範大學前人事室主任陳泉源（第二排左四）率團參訪

中科，本局核稿秘書室專門委員李安妤（第一排左二）接待。 國立逢甲大學都市計劃與空間資訊學系教授賴美

蓉（第一排右三）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副局長施

文芳（第一排右二）接待。

CTSP Visitors

參
訪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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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
部
為
白
色
，
是
中
科
園

區
目
前
發
現
最
大
型
的
鳥
類
。
蒼
鷺
主
要
生
長
在
濕
地
的
淺
水
區
捕
食
魚
類
及
青
蛙
，
偶
爾
也
吃
小
型
的
哺

乳
動
物
。
牠
們
生
性
優
雅
、
慢
條
斯
理
，
時
常
佇
立
原
地
，
一
站
就
是
幾
個
小
時
，
好
似
站
崗
的
衛
兵
，
亦

得
﹁
長
脖
老
等
﹂
的
暱
稱
。

園
區
鳥
蹤
之
二
十
三


	CTSP12COVER
	CTSP12CONT
	CTSP12P1-P12
	CTSP12P13
	CTSP12P14-P16
	CTSP12P17-P19
	CTSP12P20-P22
	CTSP12P23-P24
	CTSP12P25
	CTSP12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