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letter

中科│國際│創新│活力

MAY 2019 

176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樂活中科iBike騎跑！ 
LOHAS CTSP: Let's Join the Fun of iBike Riding!

ロハスCTSP、サイクリングを楽しもう！

CTSP Visits United States for Signing MOU with FIRST & Exploring 

Business Matching Opportunities for Central Taiwan Startups

米国訪問及びロボットコンテストに関する連携・覚書締結

赴美國新創媒合招商及與
美國FIRST總部簽署合作備忘錄
共同搭建機器人國際競賽舞臺

夢想實驗場聆聽花開的聲音
科技部長陳良基花博行
Minister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iang-Gee Chen Visits Taichung World 

Flora Exposition 

夢劇場の花の咲く音　科技部の陳良基部長が台湾花博を視察

赴美國新創媒合會及與
美國FIRST總部簽署合作備忘錄
共同搭建機器人國際競賽舞臺



176
May 2019

版權所有，本刊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本刊刊登之文稿不代表任何機關發言，且

基於編排需要，本刊對於文稿有刪修權。

本刊採用環保用紙，並以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Newsletter

中科│國際│創新│活力

MAY 2019 

176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樂活中科iBike騎跑！ 

LOHAS CTSP: Let's Join the Fun of iBike Riding!

ロハスCTSP、サイクリングを楽しもう！

CTSP Visits United States for Signing MOU with FIRST & Exploring 

Business Matching Opportunities for Central Taiwan Startups

米国訪問及びロボットコンテストに関する連携・覚書締結

赴美國新創媒合招商及與
美國FIRST總部簽署合作備忘錄
共同搭建機器人國際競賽舞臺

夢想實驗場聆聽花開的聲音
科技部長陳良基花博行
Minister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iang-Gee Chen Visits Taichung World 

Flora Exposition 

夢劇場の花の咲く音　科技部の陳良基部長が台湾花博を視察

赴美國新創媒合招商及與
美國FIRST總部簽署合作備忘錄
共同搭建機器人國際競賽舞臺

發  行  人  陳銘煌

編輯顧問 施文芳、許茂新

總  編  輯  林梅綉

編輯委員 彭麗春、林靜慧、朱振群、黃懿美、謝東進

 洪耀堂、簡豪成、邱異珍、陳益君、韋漢樑

歡迎申請檔案閱覽、抄錄、複製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發行機關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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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40-1141

編輯小組 楊琇喻、吳羿萱、陳冠宏、邱美祝、陳妍君、

 邱敏惠、熊婉贏、林歆儒、洪承孝

校　　對 楊琇喻、楊素琴、林學侃

16 水污法修正內容說明會

16 全國職場健康週─

 中科工安機械家族實務研討會

1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

 重點宣導說明會

17 中科巡迴巴士

 開進 AI機器人自造基地服務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18 108年度中科實中大學繁星再度閃耀
18 國中教育會考誓師

 首屆畢業生會考誓師祈福活動

19 國一校外教學  認識台灣史地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20 微風吹起白雪  當我們桐在一起
21 健康專欄─中醫治腎虛

22 焦點人物

 樸實暖心  敦親睦鄰好幫手
 訪后里園區職員─蔡麗玉

23 紅腳ㄚ─逍遙遊新竹

訊息快遞 Life News

24 保持優良工作環境

 園區綠美化競賽開跑！

24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25 參訪交流

園區要聞 Park News

01 樂活中科 iBike騎跑！ 
02 赴美國新創媒合會及與美國FIRST
 總部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搭建機器人

 國際競賽舞臺

04 南港高工勇奪 2019FRC最高分新秀
 種子獎  總統賀電馳送祝賀
05 夢想實驗場聆聽花開的聲音

 科技部長陳良基花博行

06 新創者聯盟超級英雄會─中科新創者

 聯盟提升中部地區新創團隊凝聚力

07 D Forum 2019智慧工廠論壇
08 美國新創公司媒合鏈結中科 AI產業
09 108年中科園區廠商聯合徵才活動
10 108年模範勞工表揚活動
10 蘿蔔頭之夜─從科技看見未來

11 科技領航、夢想起飛─

 虎尾園區標準廠房第一期新建工程

12 園區建築管理  營造安全的工作環境
13 Time Travel of CTSP 展覽找樂趣

園區新夥伴 New Tenant

14 台灣麗偉電腦機械、武漢機械、歐群科技

新知講堂 Training Session

15 走在稅務最前端─稅務新知報你知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

Park New
s

園
區
要
聞

文、圖／建管組  涂裕雯

樂活中科  ibike騎跑！
LOHAS CTSP: Let's Join the Fun of ibike Riding!

ロハスCTSP、サイクリングを楽しもう！

中
科有ib ike了，前30分鐘免費，大

家相約來騎車悠遊中科吧。

本局於 4月 2日熱鬧舉辦「樂活中科  

ibike騎跑」活動，慶祝台中市ibike進入

台中園區設置三站。

本局局長陳銘煌，選擇從最近網路爆紅

的東大公園九重葛瀑布花牆景點騎乘出

發，希望透過這片美麗的花海，搭配宣

傳民眾多多運用中科ibike來體驗園區眾

多美好的景點，也可認識中科這個充滿

樂活趣味的園區。

目前中科園區設置的ibike共有三站：已

啟用的「中科管理局站」靠近中科工商

服務大樓與中科公車轉運站旁人行道

（臨中科路側），「中科標準廠房站」

則位於科雅路與科雅五路口人行道（臨

二期標準廠房側），第三站將設於巨大

營運總部前。園區內的ibike，與台中市

區的ibike是相同系統，註冊為會員後，

同享甲地租乙地還、前30分鐘免費之優

惠，歡迎大家多多利用。

中科 ibike位置示意圖

本局陳銘煌局長（左一）與巨大集團溫絮如幕僚長（右一）共同帶領來賓體驗騎乘

ibike欣賞園區之美。

本局局長陳銘煌（中）與巨大集團董事長劉金標（左）在「樂活中科ibike騎跑！」
開幕活動中共襄盛舉。

往大雅

中科路

科
雅
路

東
大
路

新科路

往西屯

科雅五路

往環中路

中科標準廠房

中科管理局站
巨大集團總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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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國新創媒合會及與美國 FIRST總部
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搭建機器人國際競
賽舞臺
CTSP Visits United States for Signing MOU with FIRST & Exploring Business 
Matching Opportunities for Central Taiwan Startups

米国訪問及びロボットコンテストに関する連携・覚書締結
文、圖／投資組  唐佩珍

本
局局長陳銘煌率團於108年4

月22日至29日赴美國新創媒

合招商及與美國 FIRST總部簽署合

作備忘錄，拜訪美國舊金山灣區加

速器，觀摩其營運模式並邀請來中

科參訪以建立合作關係及加強國際

合作。另赴底特律觀摩2019 FIRST

冠軍賽，瞭解其辦理方式及場地規

劃等，爭取2020年FRC國際區域賽

主辦權與FIRST總部簽署瞭解備忘錄

以促進國際科技交流。

打開國際視野  拓展合作機會

局長陳銘煌率領中科加速器及新創

團隊，4月22日於美國舊金山辦理

「中台灣新創團隊與矽谷創投天使

媒合會」。此媒合會係配合科技部

倡導創新創業風氣，為國內創業團

隊爭取資源及強化國際

鏈結，同行包含台灣骨

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神農社會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永晟生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睿揚創新

科技有限公司、Ti台灣孵

化器及BraiM、貝克生醫

等新創團隊。該媒合會

由駐舊金山科技組協助

安排於Plug and Play Tech 

Center以座談方式進行，

新創團隊跟創投公司充

分交流，新創團隊特推廣主力產

品、技術及經營模式，以利鏈結美

國矽谷創投業者，令與會創投者印

象深刻，另外，本局介紹中科園區

投資環境並邀請創投者至中科園區

參訪以開拓未來各種合作機會。

掌握未來

建立 AI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局長陳銘煌表示台灣科技實力聞

名國際，台灣新創團隊此次前進矽

谷，有助擴展台灣新創團隊知名度

與矽谷接軌，並發掘潛在合作夥伴

及商機。另為促進生醫微創及智慧

機械產業發展，中科已建立「AI智

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目前積極輔

導國內外AI新創團隊進駐基地並與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與美國非營利性組織

FIRST總裁Donald E. Bossi於底特律FRC總決賽會
場完成備忘錄簽署。

本局局長陳銘煌（前左四）率團赴美國辦理新創媒合招商，齊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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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律之加速器Techtown、Techstar

及密西根大學之創業育成中心

Center for Entrepreneur, University Of 

Michigan，本局向各單位介紹中科

優越投資及創業環境並與各單位充

分交換意見，期望打造中科成為一

流創新創業基地。

與美簽署 MOU 站穩 FRC舞台

此行另一個重點任務是本局與

美國非營利性組織 F I R S T（ F o r 

Inspir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共同合作，爭取

2020年舉辦FRC國際區域賽，4月

26日陳局長與美國非營利性組織

FIRST組織總裁Donald E. Bossi於美

國底特律FRC總決賽會場完成備忘

錄簽署，共同促成2020年在台中舉

辦FRC機器人國際區域賽（Science 

Park Taichung Regional）。局長親自

到FRC總決賽會場為國內高中職進

入總決賽，的台北美國學校、麗山

高中、內壢高中、南港高工、瑞祥

高中及恆毅中學等6支隊伍及首次

參賽之國小生加油打氣。

同時，本局引薦全球知名電動工具

齒輪箱的國內製造廠商－祥儀企業

公司與FIRST機器人大賽的主要贊

助商AndyMark,Inc.媒合，祥儀企業

公司副總經理蔡明翰與美國機器人

領域主要供應商之一AndyMark,Inc.

簽署合作意願書，由局長陳銘煌及

玉山機器人協會榮譽理事長詹煥禎

擔任見證人，替台灣機器人產業帶

來更多的商機，並拓展國際市場。

局長陳銘煌表示希望藉由2020年在

臺灣舉辦FRC機器人國際區域賽，

讓更多的國內高中職學校投入此

賽事，在台灣就可以體驗到世界

級的場地規格與氣氛，不只培養

學生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STEM）的能力，更讓學生在比

賽過程中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共同促進學生在科技領域的發展。

全力準備  邁向頂尖卓越

本局打造國際級智慧型機器人自造

者基地，今年引進加速器培育有關

AI、智慧機器人及生醫等領域之創

新創業團隊及新創公司，目前已有

德國等國內外新創公司核准進駐

該基地及多家新創團隊申請中。

本次赴美國新創媒合招商及與美

國 FIRST總部簽署合作備忘錄，除

了將持續引進高科技產業廠商，並

培育潛力新創公司，以發展成為智

慧機械等高科技產業研發聚落為目

標，維持台灣產業的成長動力。

熱絡交流的新創團隊與創投者。

國際鏈結，期許未來能為更多新創

團隊爭取更多媒合機會。

新創團隊陪同赴美招商

本次中科招商團廠商包括：台灣骨

王106年成立於台中園區，開發全

球第一副頭戴式智慧手術眼鏡，透

過VR、MR及3D成像技術，醫生可

在病人身上看到骨骼及組織成像，

該產品並榮獲美國2019年CES科技

創新大獎。台灣神農開發生物誘導

型農藥取代劑，透過保育天敵及發

展各種害蟲防治技術，抑制害蟲的

發生，減少傳統農藥使用，產品獲

兩岸五大賽的冠軍。Ti台灣孵化器

投資具獨特創新想法、概念或商品

的新創團隊，並提供創業啟動基

金。BraiM透過 3D 技術，提供大

組織、未脫水、結構完整、失真率

較低的模組讓醫師做出更精準的判

斷。永晟生醫運用醫療資訊科技，

結合醫療門診管理、醫療專家服

務、先進生物技術之一體化經營模

式的醫療科技公司。睿揚創新科技

專注於開發機器人及自動控制系統

相關應用產品，並提供各種教育機

器人之教材教具。貝克生醫專注於

改善癌症放射治療，設計新一代食

道癌近接治療置放器，獲「第十五

屆國家新創獎初創企業獎」等獎

項。

另外，中科代表團4月2 3日拜訪

於舊金山之加速器500 S ta r tup、

S t a r t U p H e a l t h、生技公司Z a p 

Surg ica l Sys tem Inc.、4月25日底

遠赴美國展開講座交流，強化國際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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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帳務收支表，發現餘額僅剩新臺

幣2仟多元，對其財務困窘表示訝

異，同學說所有的經費都是團隊向

許多單位與贊助人一點一滴尋求募

款贊助，正是FIRST所強調團隊合

作精神。帶隊老師支裕文則表示在

本次比賽現場須保持與其他隊伍團

隊彼此競合關係，隊員須向其他隊

伍推銷團隊能力、展現優勢，爭取

聯盟機會，進而合作比賽達成指定

任務，這是很寶貴的經驗，有助開

拓學生國際視野，同時感謝本局在

其準備比賽過程給予

全力支持，舉辦FRC

訓練營、季後賽與練

習賽等活動，扎實訓

練團隊所需專業知識

及增加實戰經驗。

本局已積極籌辦2020 

FRC機器人國際區域

賽，依照規定國際區

域賽至少需要募集到

國內外2 8支隊伍參

賽，目前可望邀請到

8國20餘支隊伍參賽。希

望屆時國內有更多高中職

組隊參與，一起體驗世界

級的場地規格與氣氛，共

同努力將獎盃留在台灣。

最重要的是，藉由動手做

與理論結合，為科技領域

建立紮實基礎。

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

南港高工勇奪2019 FRC最高分新秀種子獎
總統賀電馳送祝賀
Congrats! Taipei Municipal Nangang Vocational High School Wins Highest 
Rookie Seed Award in 2019 FIRST Championship Detroit

南港高等学校がFRCルーキー大賞を受賞  蔡英文大統領がお祝いメッセージ

2019 F I R S T世界機器人

大賽總決賽於美

國當地時間4月24日至27日在底

特律展開，台灣共計有11隊代表

參加，其中國內有6校高中職參加

FRC（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

比賽，而台北市南港高工嶄露頭

角，首次參賽從洛杉磯區域賽過

關斬將，最後在FRC世界大賽舞台

脫穎而出榮獲「最高分新秀種子

獎（Highest Rookie Seed Award）」

殊榮；另代表台灣參加FTC（FIRST 

Tech Challenge）競賽之「Screw It

∼」獲得「裁判團

獎」；而由台中市溪

南國中團隊組成的

「太空執行長」參

加FLL（FIRST LEGO 

L e a g u e）競賽，勇

奪「FLL機器人表現

獎」第二名；FLL Jr. 

則是有「夠萌」、

「海東大月兵」、

「e起玩月球」三個

團隊代表出賽，分別獲得「建築與

發現獎」、「創新模型獎」及「合

作探索家獎」，總統發賀電讚譽足

堪表率。

眾志成城  展現團隊精神

此次南港高工團隊由電子科、模

具科、重機科與機械科各專長領

域35位師生組成，同學分享總決

賽現場必須向評審進行英文簡報，

說明其團隊經費募款計畫、經費收

支計畫與社會服務，當評審仔細看

2019 FIRST 世界機器人大賽國內隊伍得獎名單
競賽名稱 隊伍名稱 獎項名稱

1
FRC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
7645 NK MTC 

（台北市南港高工）
最高分

新秀種子獎

2
FTC

（FIRST Tech Challenge）
Screw It∼（台中市） 裁判團獎

3
FLL

（FIRST LEGO League）
太空執行長

（台中市溪南國中）
FLL機器人
表現獎第二名

4
FLL

（FIRST LEGO League）
 Junior

夠萌（台中市） 建築與發現獎

5
海東大月兵
（台南市）

創新模型獎

6 e起玩月球（高雄市） 合作探索家獎

台灣囡仔出國比賽！讚！期待2020年相聚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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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企劃組  張蕙濬、圖／投資組  林宜吟

夢想實驗場聆聽花開的聲音

科技部長陳良基花博行
Minister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iang-Gee Chen Visits Taichung 
World Flora Exposition 

夢劇場の花の咲く音  科技部の陳良基部長が台湾花博を視察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

會已經在2019年4

月24日劃下句點。科技部長陳良基

終於在百忙中撥冗參觀。

花博見證中科廠商的實力

首先來到友達微美館，見證中科園

區廠商的實力。友達光電是進駐中

科的第一家廠商，也是全球高科技

顯示器的領導品牌之一，這次透過

其先進技術，在花博企業館的建置

中，打造了一個結合科技與自然之

美的「友達微美館」，以「微觀新

視界，舞動生命之美」為主題，將

大自然的生命影像化，設計全台最

大556吋電視牆，精彩呈現植物花

粉和種子的微觀世界。

中部是全台精密機械的指標群聚

地，同樣是中科關鍵廠商的上銀科

技，在花博場域種起亞洲最大的巨

型機械花，結合馬達、燈件及電腦

程式，並融合機械、布料、光電與

AI領域，讓這朵巨花隨著花影、時

間與音樂變化出不同的樣貌。有報

導指出，如果這朵花不種在台中，

不可能會開花，因為全台最核心的

工具機產業即分布在大肚山脈周

邊，孕育了這朵「聆聽花開的聲

音」，透過這朵花，也讓世界聽到

我們的聲音及廠商的實力。囿於時

間有限，最後到了花舞館，花卉博

覽會怎麼可能沒有花呢？這是以花

朵概念發想，兩棟圓形建築結合鑲

嵌為8字迴圈形，像是數學的無限

符號，傳達花博的理念，就是人與

大自然的和諧共生、共享、共好的

願景。台灣是世界的蘭花王國，透

過各國花藝大師技巧，展現花卉之

美。

創新讓世界看到台灣

台灣是座小島，島中的創新能力與

精神無限，陳部長常說：「要讓世

界看到我們的身影」、「要創意、

更要執行力」，也是藉此世界級的

展覽，充分展現台灣的驕傲，園

區廠商所展現的科技突破、產業群

聚和價值創造，可以帶台灣走向未

來，也是我們所期待可以遇見的未

來。

科技部長陳良基（中）百忙之中撥冗參觀

臺中花博。 

1.  科技部長陳良基（右三）、友達吳慶鴻協理（左三）
及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二）於友達微美館。

2.  科技部長陳良基（右二）、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一）
一同見證「聆聽花開的聲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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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者聯盟超級英雄會─中科新創者

聯盟提升中部地區新創團隊凝聚力
Startups’Experience Sharing Forum Held in CTSP AI Robotics Hub

ベンチャー企業のイベント―スタートアップ業界での一致団結力を高
めるためには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為
凝聚中部地區新創氛圍與增

加新創團隊溝通管道，本局

於108年4月18日在中科AI智慧機器

人自造基地辦理「中科新創者聯盟

超級英雄會」，約50家新創公司，

共70人參加。與會者分享彼此創業

經驗與心路歷程，並讓團隊充份了

解中科可提供中部地區新創團隊豐

沛的創業資源。本次活動由局長

陳銘煌率同仁與新創團隊交流，

聆聽新創團隊在創業過程所遇挑

戰及建議，做為管理局未來推動

創新創業輔導措施與建構友善創

業環境之重要參考。

扶植新創團隊及強化創新能量

本次活動特別邀請獲總統親自頒

發的農業大使—帝霖公司執行長

楊佳慈來分享創業的經驗，另邀

Alchema軟體首席梁惟傑分享創意

無限-智慧釀酒機的發想，會中新

創團隊互相交流討論創業想法，並

向二位成功創業家請益，期望從中

找到成功的新契機。同時邀請經濟

部工業局分享「創業歸故里」計

畫及寶渥公司說明其Pitch Camp活

動。

為提供新創公司實質協助及串聯輔

導資源，本局今年將於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引進加速器鏈結產業

與業師資源，並推動中部地區各大

學育成中心資源共享，輔以自造基

地提供各類自造設備與業師專業指

導，全力扶植新創團隊及強化創新

能量，落實中部地區創業生態體系

在中科札根。

1. 中科新創團隊互相交流分享。

2. 經濟部工業局分享「創業歸故
里」計畫。

3.本局局長陳銘煌（前右六）與
中科新創團隊聯盟歡聚一堂。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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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orum 2019智慧工廠論壇
2019 Smart Factory Forum 

スマートIoT推進フォーラム

本
局與DigiTimes 於4月16日共

同舉辦「2 0 1 9智慧工廠論

壇」，本次活動邀請了IBM、台灣

國際商業公司、台灣微軟公司等國

際大廠及國內智慧工廠產業界先進

蒞臨演講分享觀點及經驗，演講內

容涵蓋智慧製造、智能工廠與機器

人機協作等議題，副局長施文

芳與會致詞，現場來賓約200

人。

黃金縱谷推向智慧製造浪潮

智慧製造席捲全球製造業，

在被稱為「工業之母」的機

械產業中，工具機更是不可

或缺的生產機具。過去台灣

工具機雖然CP值高，但附加

價值相對低，為因應智慧製

造浪潮，產業對於智慧化機

產業創新政策，主要目的是將臺

灣從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

以創造就業並擴大整廠整線輸

出，帶動中臺灣成為智慧機械之

都。

AI技術、各類型機器人與技術開
發試驗平台

管理局是大肚山60公里黃金縱谷

產業鏈的引擎，帶動整個產業聚

落發展，為鼓勵精密機械產業朝

向智能化設備技術發展，提升機

械設備與製程智慧化，本局推動

「強化區域合作–推動智慧機械及

航太產業升級計畫」，提升產業

技術水準及促進產品加值與產業

轉型。另外，由於全球AI與機器

人技術應用不斷崛起，在科技部

的支持下，本局打造「智慧機器

人自造基地」，運用機器人導入

智慧製造及專業服務，鏈結中科

精密機械產業聚落優勢，聚焦發

展人工智慧，培育跨領域創新人

才，今年度基地也引進加速器新

創團隊進駐，

讓各級學校、

產業界及新創

團隊皆能夠運

用此場域，作

為A I技術、各

類型機器人與

技術開發試驗

平台。

各家廠商互相交流、分享經驗。

與會貴賓認真聆聽講者分享。

械設備的需求也越來越高，在國際

市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台中大

肚山下工具機產業聚落完整，被稱

為黃金縱谷，更是台灣工具機產業

的重要命脈，市場對於智慧化機械

設備的需求也在同步成長。因此，

政府已將智慧機械列為「五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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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劉志虔

美國新創公司媒合鏈結中科 AI產業
Kneron Co., Ltd. Visits CTSP for Exploring Potential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ies with Taiwan Enterprises & Foundations 

CTSPのAI企業と米ベンチャー企業のビジネスマッチングイベントを開催

為
協助科學園區發展人工智

慧，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科

技部駐洛杉磯科技組組長張揚展於

108年4月19日偕同耐能智慧公司

（Kneron）赴中科尋求與台灣高科

技產業的合作機會。

耐能智慧公司於104年創立於美國

聖地牙哥，為終端人工智慧解決方

案的領導廠商，提供軟硬體整合的

解決方案，包括終端裝置專用的

神經網路處理器（Neural Processing 

Unit，NPU）以及各種影像辨識軟

體，產品廣泛應用於智慧手機、智

慧居家及智慧安防等方面。執行長

兼創辦人劉峻誠博士創辦公司後，

短短2年即於106年11月完成A輪融

美雙方企業發掘潛在合作夥伴及商

機。

組長張揚展另於4月22日參訪中興

園區生產肥料及植物生長調節劑之

正瀚生技公司，受到董事長吳正

邦、董事韓光甫及副總經理林士豔

熱情接待。

資，投資者包含

阿里巴巴創業者

基金、高通、紅

杉資本等國際著

名基金。

掌握趨勢  
發掘合作夥伴

A I、大數據、物

聯網、5G可以說是未來科技發

展的新趨勢，中科管理局特邀請

合盈光電、橋智自動化、新漢智

能系統、新力旺智慧精工及永齡

健康基金會H. Spcetrum加速器等

單位辦理產業媒合會，希望藉此

促成更多的國際合作機會，為台

眾人參觀位於正瀚生技內的咖啡教室。

1.  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七）、駐洛杉磯科技組長張揚展
（右七）、耐能智慧執行長劉峻誠（左六）與參加媒

合會之廠商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前合影。

2.  科技組長張揚展（左二）受到正瀚生技董事韓光甫
（左一）熱情接待。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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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何怡佳

108年中科園區廠商聯合徵才活動
2019 CTSP Job Fair

2019年度CTSP合同企業説明会を開催

本
局與臺中市就業服務處於108

年4月20日在本局大樓共同

舉辦「2019年中科廠商聯合徵才活

動」，協助求職者及廠商透過面對

面接觸溝通，提高媒合的準確性及

效率性，進而穩定就業。

活動當日本局局長陳銘煌到場關心

並表示，中科營業額持續成長，

107年已達7,248億元，較106年成

長28.56%，今（108）年營業額將

有機會達8,000億元目標，可望續

創歷史新高。目前園區從業員工數

達4萬9千人，也是歷史新高，今年

第一季已辦理單一廠商徵才活動23

場次（去年63場次），協助廠商尋

覓人才填補人力缺口。臺中市政府

勞工局局長吳威志也到場為求職者

加油打氣。

過半媒合率  活絡科技就業市場

本次徵才活動有友達光電、台積

電、台灣美光、台灣康寧、台灣精

銳、永勝光學、先進光電、光燿科

技、矽品精密、和大工業、晶元光

電⋯⋯等24家園區廠商，釋出工

程師、技術員、行政類職務等約

1,300個職缺。活動當天逾2,000名

民眾參加本次活動，廠商所收履歷

件數計1,823件，媒合率相當高，

初估約達52%。

另為貼心服務求職者，徵才活動現

場除設置「廠商徵才專區」外，亦

設置下列專區：

一、「就業促進相關服務專

區」：履歷健診、職涯諮詢

及提供就業促進方案說明及

政府資源運用等諮詢服務。 

二、「履歷E化專區」：為提升便

利性，本次活動採履歷電子

列印方式，求職者先至服務

檯點選公司履歷現場列印，

再至各廠商攤位應徵。

三、「身心障礙者服務專區」：

提供身心障礙者專業就業諮

詢及手語翻譯服務。 

四、「法令宣導專區」：由臺中

市政府、本局及南投縣政府

等進行政府機關業務宣導專

區，包含求職防詐騙、就業

歧視防制、勞動法令及政策

等宣導。

另為協助推廣視障按摩及加強服

務求職者，活動現場貼心設置

「視障按摩專區」，邀請視障按

摩師於現場提供免費按摩服務，

讓求職者釋放壓力與舒緩身心。

本次活動所提供的就業服務，處

處可見本局及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的用心。

徵才活動現場－求職者於履歷E化專區填寫基本資料。 現場求職者絡繹不絕。

眾人參觀位於正瀚生技內的咖啡教室。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三）、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局長吳威志（右四），於徵才活動現

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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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模範勞工表揚活動
2019 CTSP Model Labors Award Ceremony 

2019年度CTSP優秀社員表彰式を開催

蘿蔔頭之夜─從科技看見未來
CTSP AI Robotics Hub Host Robot Night to Promote AI Image 
Recognition & 3D Printing Technology

ロボット研究同好会―テクノロジーで未来を見る

文、圖／環安組  羅裕堂

文／自造基地  林宜君

本
年度中科園區模範勞工表揚活動，

在108年4月17日於本局101會議室

圓滿完成。本次活動由本局副局長許茂

新表揚41位中科園區模範勞工，並邀請

園區同業公會、園區廠商及從業員工230

餘人參加，本局並安排表演帶動現場氣

氛，讓模範勞工感受無比榮耀，留下美

好的回憶。

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右七）出席表揚108年模範勞工。

當現實邁向科幻電影

在科幻電影或是小說中，時常出現

機器人掃描人類外貌並加以分析的

畫面。科技部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

基地於4月11日邀請社群人稱「賴

桑」的賴建宏淺談「影像辨識，抓

住你的身影」的AI科技。賴桑用淺

顯直白的語言，讓台下沒有理科背

景的聽眾，都能輕鬆理解AI視覺辨

識工具的應用方式。

將電腦模擬成人腦中的神經元 

Neuron，神經網路就是將程式處理

變成一層一層、一段一段地計算。

換言之，把大問題拆解成很多個小

問題，並把眾多小問題逐步解，自

然就能解決大問題，「 AI 人工智

慧，說穿了就是仿照人類。」賴桑

提到，人類製作工具都有一個終極

目標，就是將重複性高的複雜工作

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讓人們得

以更專注於重要性相對較高的工作

上。如今將酷炫的科幻電影情節變

成現實的那一天，已經沒有那麼遠

了。

將創意成型  讓生意成真

許多創作者的夢想，常因為技術、

成本跟不上而放棄。所幸桌上型工

具機的問世，解決了這個問題。科

技部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於4

月25日邀請 MY YARD 創辦人史承

彥及物聯聚落創辦人陳念祖，以

「桌上型工具自造創業路，甘苦報

你知」為主題，述說自造創業路的

甘苦經驗談。

Formart 智慧真空成型機掀起了書

桌創新革命，打破以往成型機的笨

重及成本高的不便，史承彥希望可

以透過最簡單的方式幫助創作者，

不僅是內容物甚至外觀包裝，都可

以在書桌上完成，甚至喊出「將

「『創意』成型，讓『生意』成

真」的口號。對許多創作者而言，

Formart 智慧真空成型機、桌上型 

CNC 雕刻機的誕生，對創業帶來

非常大的助力。陳念祖提醒，創業

者要了解自身產品的亮點，而非只

有天馬行空的想法，沒有一蹴可幾

的成功，只有經過千千萬次的實驗

和努力，才能讓夢想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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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林柏龍

科技領航、夢想起飛─

虎尾園區標準廠房第一期新建工程
1st Phase Eco-Friendly Standard Factory at Huwei Park Initiated  

高度な技術が、夢を生み出す―虎尾パークに標準工場新設

千
呼萬喚始出來！期待已久的

虎尾標準廠房新建案將要啟

動了！ 

虎尾園區東側緊臨高鐵雲林站特定

區，有國道1號、台1線及台78線快

速公路，環狀區域交通網路完整。

如此有利的條件，在園區發展後，

勢必能為虎尾小鎮注入一股新的活

力，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與商機。

園區周邊交通建設、公園綠地、保

警隊舍等公共工程基礎建設皆已陸

續完成，園區內廠房土地，現階段

出租率亦高達九成以上，更有其他

科技公司依序洽談，使得本案之時

機成熟，令當地民眾及進駐廠商都

十分期待。

周邊公共工程

基礎建設完成時機成熟

標準廠房著眼未來產業發展特質，

提升整體土地使用效益，並保留廠

房單元出租使用彈性，以提供創意

產業所需的人文空間。以及多用

途、高彈性的工作平台為設計理

念。追求更高的附加價值為訴求，

吸引創意產業及人才進駐，樹立虎

尾園區的前瞻地位。

本工程（第一期）已完成設計，預

計108年下半年動工，工期約兩年

完工，配置於專10用地，規劃興建

地下1層、地上5層之建築物，並提

供之廠房單元有100坪、200坪及

300坪三種型式，一共18個標準單

元平面，且單元可合併彈性使用，

更能夠符合各廠商運用的需求。

綠建築景觀設計增添生命力

建築立面表情的設計，外部以垂直

金屬鋁格柵圍塑，弧形造型呼應基

地環境。另外格柵可有效阻擋東西

向之陽光，有效降低室內溫度，更

能減少空調設備的耗能。建築外型

有如翅膀，象徵夢想起飛。進入室

內，挑高的大廳，陽光便從玻璃帷

幕牆灑下，予人明亮清爽的感覺。

科技發展之餘，永續綠色節能，愛

護地球更不可忽略。本案綠建築

設計，符合生態（Eco logy）、節

能（Energy Saving）、減廢（Waste 

Reduction）、健康（Health）等四

大指標範疇，室外採用透水性高之

鋪面，讓雨水直接入滲達基地保水

之效，利用建物量體及格柵增加遮

陽效果，太陽能及節能電器設備的

混合利用，省電並降低能源消耗，

並於筏基設置雨水滯洪池，用於植

栽澆灌以達資源永續利用，以取得

綠建築標章。

讓標準廠房成為在此工作打拚者夢

想的開始，飛向高科技，閃爍耀眼

的光輝。

建築立面有如翅膀，象徵夢想起飛。

戶外景觀設計。



文、圖／建管組  章宏旭

園區建築管理  營造安全的工作環境
CTSP Bureau Provides Professional Building Act Consulting Services & 
Assists Tenants to Declare Public Safety Examination of Buildings

建築施工管理  安全な職場環境づくり

本
局依據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第6條規定設置單一建管

服務窗口，除了管理園區建築行為

外，主要宗旨亦希望建立單一廠商

諮詢、協助建廠及輔導建築使用等

（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服

務窗口。

依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及建築法相關

規定，本局協助廠商之主要建築行

為略計有申請建築許可預審、建

造執照、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

查（山坡地）、開工、施工勘驗、

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照、建築物

室內裝修、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

報、昇降設備管理、公共建築物無

障礙勘檢、違章巡查等相關建築管

理業務等（相關業務服務可至本局

網站／廠商服務／建管服務／下載

作業手冊。

建築公安變動須提出申請

上列各項建築行為除涉及建築師或

專業技師專業簽證外，亦涉本局建

築管理，所以園區廠商如有建築行

為需求，建議在尋找專業廠商施工

前可洽詢專業建築師外，亦可向本

局（建管組）諮詢，後續再依需求

提出申請，以茲適法。

然上列各項建築行為與園區廠商最

密切莫過於每1至4年應申報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及各昇降設備換證管

理，因二項業務涉及建築物使用管

理之公共安全，本局除每季申報前

函文通知園區內廠商外，亦於截止

日前二周針對尚未申報區內廠商再

予專人電話提醒，希冀各廠商重視

公共安全，亦希避免廠商疏忽逾期

申報而受罰。另因營建署已要求提

高當年度公安申報抽查比率至30%

以上（亦即每3至4年內各申報場所

皆會完成抽查），倘遇申報或簽證

不實即依規裁罰，故有涉變更使用

及室內裝修者，應立即依規申辦。

如有不符規定者需提報改善計畫

者，本局均會儘力協助，惟仍請依

期限完成改善俾避免逾期連續加重

處罰。

總而言之，本局主要以服務區內廠

商為宗旨，針對各項建築行為會儘

力協助及提供各項法規諮詢，也希

望區內廠商依規申請及支持本局建

築管理行為，共同維持園區公共安

全及園區整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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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ravel of CTSP展覽找樂趣
CTSP Archive Exhibition: Tracing History of Taichung Park's 16-Year 
Development

タイムトリップin CTSP   展示会に面白さを見出す

文、圖／秘書室  黃冠蓉

拓荒／崛起

很難得我們蒐集到了1976年林厝地區的空拍

圖，以透視掀板手法呈現2018年空拍疊圖效

果，讓我們來找找看管理局42年前在哪裡呢？

翻牌區

此區我們以翻翻牌互動的形式，呈現2008年「中

科五年 媚眼四攝」園區攝影比賽及歷年兒童繪畫

比賽作品，透過10年前相機鏡頭裡的中科與小朋友

畫筆下的中科，與現今園區的景象比對，讓參觀者

以更有趣的方式感受園區的變化。

智慧／四生

台中園區開發至今已16年，這漫長

的歲月足以使一株幼苗長成大樹，

在這一區我們可以用時間軸的方

式，看到台中園區如何從一塊荒涼

紅土，蛻變為一片綠色瑰寶，蘊藏

5大公園、4大綠道、3大綠帶及2

大水利設施，讓本局成為全國首例

「水土保持示範區」。

台中園區景觀之美（螢幕區）

欣賞完我們記錄台中園區的景象後，讓我們一同來

欣賞台中園區多樣的花鳥、昆蟲、樹木，這些可愛

的新住民，認證了我們打造四生共榮的綠色科技園

區的成果！（影片剪輯：本局營建組組長謝東進、

攝影：一品景造園有限公司主任陳大明）

苦楝樹拍照區

特展最後的拍照區，可以讓參訪者與原生的苦楝樹合影喔！這三棵大苦楝也一再的證

明我們對生態的保護，為了將這三株寶貴的樹木保存下來，修改林厝大排水道原先規

劃位置，才讓這美麗的樹木繼續生長下去，如今我們也才能欣賞到此美景！

Time Travel of CTSP檔

案特展，不僅記錄

了本局在大肚山綠美化

努力耕耘的成果，還可

以透過這些檔案探尋中

科的過去、發展過程及

現在的景象，其中更有

趣的是我們設計了許多

小巧思，歡迎貴賓蒞臨

展覽一同去找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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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期間

108年4月10日至108年9月30日

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國定假日及例假日除外）

展覽地點

中科管理局4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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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麗偉電腦機械、武漢機械、歐群科技
New Forces at CTSP: LEADWELL CNC MACHINES MFG., CORP. & WINNER 
HYDRAULICS CORPORATION & OCEAN TECHNOLOGIES CO., LTD

台湾麗偉、武漢機械＆欧群科技について

文／投資組  林雲志 台灣麗偉電腦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

投資金額為新台幣18億元，主要

研發製造C N C立式及臥式綜合

加工中心機、C N C立式及臥式

車床、五軸銑車及車銑加工中心

機、多主軸多刀塔車銑複合機及

智慧製造自動化生產線。

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52次會

議於108年4月29日假科技部召

開，會中通過中科3家投資案，投資

總額計新臺幣（下同）21.8億元，包

括精密機械產業之台灣麗偉電腦機

械股份有限公司、武漢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及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麗偉電腦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

於1982年開發台灣第一台CNC綜合

加工中心機，成為台灣最知名之工

具機廠之一。自有品牌LEADWELL

在全世界42國家擁有60個代理商，

產品行銷歐洲、美洲、亞洲、大洋

洲、俄羅斯等主要國家，目前在國

內外業界已是高品質的代表。

中部地區已形成完整的精密機械產

業聚落，台灣麗偉電腦機械以CNC

工具機為主體，是製造生產設備的

機器，技術性相當高，目前已取得

國內外專利共計76件，且汽車、航

太、風力發電等零件及民生用品如

鐘錶、手機機殼、家電等，均須以

工具機來加工，因此市場應用廣泛

且替代性極低，加上AI人工智慧、

機聯網及IoT等新興技術之興起，

未來的技術發展空間大，產業有相

當成長空間。

武漢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武漢機械的插式閥超高耐壓，高於國內外之壓力

值，並取得美國、中國與台灣6項專利產品，具有

技術專一性及競爭性。核心技術為穩壓閥(比例式

減洩壓閥)，其功能在提供各類動力設備的壓力控

制設定，可取代傳統需要2個閥件才能達到的功

能，技術創新，另開發用於機器及車輛類的高階

油壓閥，及開發新的風力發電機市場，重視未來

市場之發展。

武漢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金額為新台幣1.8億元，產品項目涵

蓋精密油壓系統零組件之插式閥、電磁

閥、動力單元、閥塊及電子元件等，希

望藉由建立國人自主研發閥件，提供國

內外產業對各類閥件的需求。

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因應航太業引擎機具大型且複雜曲面加工，航太業特殊材

質零件耐熱、耐高壓特性，本案產品具有高效率及高精

密、重融層、破孔偵測等功能，符合航太領域的全方位需

求。並可搭配自動換刀系統、自動換眼膜系統等智能化標

準功能以利航太產業完成大量自動化/無人化加工需求。且

該公司研發新世代高速放電迴路，更可有效提升加工速度

20~40%、節省能源30%以上，成功達到環保綠能目標。

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金額2億元，主要產品為高性

能自動化細孔放電加工機及CNC

放電加工機，所研發之River 1000

大型細孔放電加工機，已符合航

太業大型工件加工需求，成功搶

占航太市場。

台灣麗偉電腦機

械五軸立式綜合

加工中心機。

台灣麗偉電腦

機械臥式綜合

加工中心機。

歐群科技細孔

放電加工機。



各類境外公司之稅務因應方向

（僅為舉例說明，不代表任何稅務意見，建議仍應與稅務顧問詳細分析個案，以確定適當之處理方式。）

公司類型 因應方向

交易類型之境外公司 
和歐盟國家投資與貿易往來的境外公司必須優先更換或解散清算！

應立即停止以境外公司進行三角貿易，並將轉單功能移轉到有實質營運的關係企業。 

控股類型之境外公司 

被

投

資

國

家 

美國及歐洲 
將美國及歐洲子公司由台灣母公司直接持有，使當地匯出股利之扣繳稅款或投資虧損可以抵減台灣母

公司營所稅負。 

中國大陸 
境外控股公司可考慮暫時先在香港登記取得商業登記證(Bus iness reg is t ra t ion Cert i f i ca te，以下簡
稱”BR”)。 

東南亞 
可考慮以新加坡控股公司取代，或者由台灣母公司直接持有，以適用租稅協定之優惠。惟應注意台灣

受控外國公司法規施行進度(因新加坡在財政部公布之低稅負國家名單)。 

上市主體之境外公司 香港上市適合取得香港BR，台灣F股上市暫時以分公司或辦事處為主。

持有智慧財產權之境外公司 如果研發主導權在台灣，應考慮將智慧財產權移轉回台灣。 

個人與家族企業所使用作為

資產管理的境外公司 
暫時可先在香港登記取得BR，待OECD與G20政府進一步之行動後再考慮其他方式處理。 

Training Session

新
知
講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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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

「走在稅務最前端－稅務新知報你知」

訓練講習
Lecture on Income Tax Act Amendment & Annual Income Tax Return Forms  

最新の税知識を習得できる税の講習会

每
年5月為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旺季，本局為因應產業脈動

與相關法規更新，108年4月16日特

別邀請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專業

講師林楷會計師為園區廠商講授最

新稅務法令與實務作業，一起「走

在稅務最前端」，講習會報名踴

躍，逾40家廠商參與，本局副局長

許茂新表示，稅務法規年年修正，

每年申報部分有所不同，除了稅務

講習外，今年仍有許多課程，歡迎

廠商多多參與。

本次講習針對「所得稅法修正及結

算申報書」二大部分說明，並補充

營利事業免稅所得相關成本費用損

失分攤辦法修正、產業創新條例修

正、反避稅制度施行動態與實務見

解、營所稅最新函令及常見稅務議

題、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

務開立雲端發票，營所稅結算申報

書修正等說明介紹，境外公司經濟

實質揭露法案內容、現階段與未來

可能影響及各種可能因應方案等，

各式稅務新知資訊

一次滿足。

所得稅修正重點

營所稅稅率由17%

修改為20%，未分

配盈餘加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稅率由

10%修改為5%，

刪除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45%級距

（改以40%為最高級距）；納稅義

務人認列商譽的要件（具合理商業

目的、依企併法或金併法與他公司

合併或收購他公司事業、併購成本

大於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淨額部

分並產生商譽、提供證明文件及商

譽核認檢核表等）。

常見稅務議題

團體保險費、報廢損失及投資損失

是否可列費用或損失？公司合併視

同股利收入部分免列入營業稅申

報，政府補助款仍應報繳營業稅，

國內提供國內使用勞務應報繳營業

稅，開立發票要交付實際買受人，

收取之違約金屬銷售額範圍及設備

作價認購新股屬銷售貨物行為應課

徵營業稅等相關議題。

最後除討論結算申報書格式與申報

須知等各報表說明後，考量全球營

運廠商可能有境外公司相關稅務，

提供可能因應方向（如表）供參

考；最後Q&A與會廠商亦抓緊機會

提問相關問題，講師並分享歷年查

核實務，期園區廠商申報順暢。

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前左五）、工商組組長黃懿美（前左四）、安永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台中所副總經理崔麗英（前右四）、專業講師兼會計師林楷（前

右五），於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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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法修正內容說明會
Seminar o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 Measures & Test Reporting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mendment

改正水質汚濁防止法等説明会の開催について

文、圖／環安組  吳憶伶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科長陳龍珠

為園區事業進行修訂法規解說。

文、圖／環安組  王啓嵩

全國職場健康週─

中科工安機械家族實務研討會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Management for 
Precision Machinery Industry Seminar

全国安全週間―CTSP機械安全実務講習会

為
提升本園區對工作環境改善，

及職場健康服務推動之重視，

增進對新興職業疾病（人因、過負

荷、職場壓力、職場暴力⋯⋯）等健

康危害預防之相關知能，本局與中

科工安機械家族以及勞動部職業安

全衛生署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於4月18日共同辦理全國職場健康週

－中科工安機械家族實務研討會，

特邀請興智國際企業管理整合諮詢

有限公司黃智儀執行長，及靜海法律

事務所曾翔律師擔任課程講座。

本次參加對象為園區從事勞工健康

服務相關人員，及接受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署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興智國際企業

管理整合諮詢

有限公司黃智

儀執行長。

靜海法律事務

所曾翔律師。

輔導之事業單位，另本研討會講解

著重以現行職安法規定執行職務，

遭受不法侵害之健康危害預防等實

務面推動，進行經驗分享及交流，

強化本園區單位落實勞工身心健康

措施，期藉由本研討會之推動，以

維護本國健康勞動力，確保職場安

全健康，營造安全工作環境。

為
鼓勵合法、簡化許可、強化

審查精神。環保署於107年

6月19日全條文修正「水污染防治

措施計畫及許可審查管理辦法」，

以分級管理方式將許可分為3類對

象，依業別規模區分應申請水措計

畫二階段審查、技師簽證、試車功

測及專家協助審查。

因應審查辦法修正，於107年9月25

日修正「水污染防治措施及許可證

（文件）申請表」，明確區分技師

簽證內容、區分處理單元操作參數

為設計操作參數及量測操作參數、

新增變更項目表，利於審查機關審

查、落實特定業別及違規者強化管

理及配合實物需求調整等。配合放

流水標準修正新增檢測項目，但檢

測費用高，影響衝擊度大，故108

年3月8日修正公告「水污染防治措

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附表一、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檢測申報項

目及檢測頻率，依污染物風險性分

一般水質、特定水質（一）及特定

水質（二）管理。園區事業針對本

次修正相關子法，可參閱環保署環

保法規網站，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及許可審查管理辦法。



Training Session

新
知
講
堂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7╱

過
去眾所知悉的「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已於108年1月16

日正式修正法規名稱為「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並由原來的

五章節44條法規修正為八章節75條

法規，此次修正有7大突破亮點，

包含關注化學物質擴大分級管理、

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國家化

學物質管理會報、成立基金風險預

防管理、事故通報1小時改為30分

鐘、列管物質禁止網購販賣、吹哨

者保護及檢舉獎金等。

目前環保署僅修訂母法，未來將持

續辦理35個子法草案配合訂定，其

中相關子法最多的，為第二章毒化

物評估、預防及管理有8個子法，

與第五章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有12

個子法將修正；園區事業未來可以

透過環保署網頁的草案預告區得知

所關心的子法是否正進行修正並提

出相關意見；而本次修正的母法條

文，則可參閱環保署環保法規網

站。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重

點宣導說明會
Seminar on Toxic & Concerned Chemical Substances Control Act 
Amendment

「毒性＆化学物質管理法」改定に関わる最新動向セミナー

文、圖／環安組  吳憶伶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科長

俞振海為園區事業進行法規解說。

文／建管組  胡振華

中科巡迴巴士開進 AI機器人自造基地服務
Adding AI Robotics Hub Bus Stop to CTSP Taichung Park Shuttle Bus Route for 
Commuters

新路線！「AIロボティクスハブ拠点」運行開始

台
中園區巡迴巴士「園區線」自108年5月1日起於AI

自造基地前設站，調整「園區線」之行駛路線、

時刻表，增設「AI機器人自造基地」站，達到及門運輸

服務（Door to Door），增加轉乘便利性，歡迎舊雨新

知，繼續支持與搭乘園區巡迴巴士。

巡迴巴士的動態資訊，可下載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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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掌握乘車資訊，歡迎多加利用。



文、圖／中科實中  林姿余

　108年度中科實中大學繁星再度閃耀
Congrats! 2019 NEHS@CTSP Students Admitted into Top Universities through 
Star Plan

国立中科実験高級中学の2019年度推薦入試合格速報！

賀！

國
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108學年繁

星推薦入學錄取共11人，其中

1人錄取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表現

不凡。11人中，錄取頂尖大學（台、

清、交、成、政）共9人。感謝師長

辛勤的付出，也恭喜錄取同學！

今年大學學測首度改變考試制度，

由五科必考改為五科自由選考。本

校高三生共124人參加考試，全校

各科前標皆達全國頂標以上。以四

科自訂科目組合統計，全校「國英

數社」四科組合四成以上達全國頂

標（51級分），其中數理實驗班均

標（52級分）超越全國頂標（51級

分）；另外「國英數自」四科組合

近三成達全國頂標（52級分），數

理實驗班均標（52級分）也達全國

頂標，表現亮眼。

實中高中部邁入第 10屆招生

中科實中係為滿足中科員工子女教

育需求，於99年設立，高中部今

年邁入第10屆招生，每個年級僅4

班，每班約30人，得天獨厚的學

習環境，吸引許多鄰近國中優秀學

子及園區員工子女等優秀學生就近

入學。校長林坤燦表示，感謝老師

同仁的奉獻、盡心盡力及家長的關

心，在師生共同努力下，學校發展

愈趨茁壯，未來將持續增進各領域

教師研究發展，及教授專門知能之

基礎，提升教育品質，帶動中部地

區教育進步，促進教育事業全方位

發展。

另本校將於108學年正式啟動雙語

部教學，朝吸引外籍人士及海外歸

國學人服務園區之目標前進；並於

108學年度進行外師入班課程，普

通部國高中各班均有外師入班，教

授全美語課程，實現打造中科園區

為國際村之願景。

文、圖／中科實中  王湘宛

國中教育會考誓師  首屆畢業
生會考誓師祈福活動
NEHS@CTSP Hosts Blessing Ceremony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Program

受験直前！高校受験の合格祈願にお寺に行こう！

國
中教育會考將於5月18日、19

日登場，為本校首屆國三畢

業生準備一系列祈福活動。

首先是3月25日校長、會長率領師

長們前往台中市文昌廟拜拜祈福，

祈求應屆考生考運亨通、考試順

利。輔導室與家長會也在4月17日

由校長和家長代表的勉勵下揭開序

幕，緊接著播放祈福影片，包含師

長們的文昌公廟祈福，以及任教國

中部師長們、警衛保全大哥、護理

師姐姐、合作社阿姨⋯⋯等大家的

加油打氣短片；而九年級各班班長

也帶領著全體同學進行宣誓，在剩

下的30幾天內排除萬難，抗拒誘

惑，展現堅強意志，全力以赴準備

會考！最後進行拋高粽活動，考生

則由校長及會長手中接過家長會準

備的包子及粽子，象徵「懸掛祈福

粽，學生包高中」之意。希望國三

生可以帶著滿滿正能量回到班上，

堅持不懈，為自己的人生努力，願

同學們都可以考上自己理想的學

校，金榜題名！

國三會考誓師大會。

繁星同學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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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陳恕

國一校外教學，認識台灣史地
NEHS@CTSP Holds a Field Trip for 7th Grade Students to Discover Taiwan 
History & Geography

中学一年生学年旅行  台湾の歴史‧地理がはっきり見えてくる

3月1 3日本校舉行國一校外教

學，此次校外教學，國一同學

參觀了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中世

界花卉博覽會后里園區。此次校外

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同學們藉

由實地參訪，驗證在課堂所學的內

容，並進而更深入認識我們所在的

這片土地。

此次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出動了四位

志工老師，向同學細心介紹台灣歷

史，所以7年3班金宇安同學在學習

單中特別提到，藉由觀看台灣不同

時期的歷史文物，有回到歷史現場

的感覺，而這趟歷史之旅也讓他的

身心充實不少。

在參觀完花博后里園區後，704班

鄭鈞嘉同學表示花博森林園區，就

像個充滿生意、綠意盎然的大公

園，有著許多以花卉為主題的裝置

藝術，連廁所也融入整個展區的環

境之中。而馬場園區中的花舞館，

更是能夠認識蘭花培育的過程，以

及參觀許多花卉特展，讓他

印象深刻。

活動結束後，國一師生都很

肯定此次校外教學參訪內

容，更是期待日後能夠辦理

更多與課程知識相結合的校

外教學活動，以豐富每一段

的學習歷程。

1. 師生參訪花博后里園區。
2. 參訪師生於台灣文獻館。
3. 國一同學參訪台灣文獻館。

1

2

3

Park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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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熊婉贏

微風吹起白雪  當我們桐在一起
Discover CTSP: Enjoying Snow-White Sceneries of Tung 
Blossoms in Taichung Park

「五月の雪」桐花が満開に
園區之美

中科園區

四
月中經過科園路上，發現路邊的油桐花已經慢慢開了，忽然想

起油桐花季大約是在每年4月底到5月，抱著一絲期待的心情，

去探望藏身於園區內綠9綠帶內的數株油桐樹，從遠處看一大片綠油

油草地中數株盛開的油桐樹，一球球的雪白花朵掛滿樹梢，有如白雲

般美麗。

油桐樹為常綠喬木，生長快速，樹高

可達10公尺以上，樹皮尚稱平滑。

葉子外型可達30公分長，心臟形

前端常分裂成三裂片，脈網顯

著。花為雌雄同株異花，花瓣

呈白色，中心為紅黃色。油

桐花並非零散地開在樹上，

而是一簇一簇地成堆於樹幹

上，遠看如一團白雪非常漂

亮！桐花雖看起來細小脆弱，

但卻有一種外柔內剛的高雅氣

質，也有著容易掉落的特性，每

當微風徐徐吹來，如點點白雪般的

桐花隨風紛飛，所以油桐花又有「五

月雪」的美稱。

園區內的油桐花主要種植地點為沿著科園路旁及綠9綠

帶上，因桐花季時間不長且又有易飄落的特性，想去賞

桐的同仁一定要趕緊在花季，去拜訪盛開的油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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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專欄—中醫治腎虛
Healthcare Column: Symptom & Treatment of Kidney De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edicine

漢方コラムー腎虚への対応

文、圖／員工診所  張家禎醫師

1

常
有老人家形容自己，「（台

語）站著無元氣，坐著會哈

唏，躺著睡不去，卡講攏講過去，

隨講隨忘記。」也有年輕人，常熬

夜打電動，提早出現白髮、記憶力

差、腰痠、早瀉。像這些關於記

憶、元氣、白髮、腰痠、性功能等

屬於中醫腎的範疇。人體元氣根源

於腎中精氣，腎主骨、主生長、發

育、生殖、主水液，掌管生殖、泌

尿、骨骼系統，當人年老或是年輕

人過度使用身體出現早衰，常常因

腎虛證而出現老態。

腎虛常見中醫病因症狀

先天父母遺傳稟賦不足，常見兒童

發育遲緩、筋骨萎軟。後天熬夜、

縱慾過度、常常過勞、強力舉重，

久坐濕地，常見未老先衰、牙齒早

脫、頭髮早白、容易腰痠、早瀉，

男女不孕，耳目不聰。過度或長期

驚恐，也容易耗傷腎氣，造成二便

問題。

以腰痠為例，突發性腰痠痛，可能

與同一姿勢太久、運動扭傷等造

成，若只是局部有氣滯、筋結，在

針灸局部阿是穴、腎俞、大腸俞或

是腰腿點等，再配合疏經活血湯、

芍藥甘草湯、當歸拈痛湯等，常常

就可以緩和症狀。但當腰痠痛症

狀，長時間反反覆覆，這就有可能

不是單純肌肉筋結問題，有可能是

骨骼結構問題、腎虛無法濡養腰

府，要從根源來做調理。其他，有

極少數是癌症骨轉移狀況，需要進

一步檢測。

腎虛證中醫治療

腎虛的症狀多元，治療藥物也種類

較多。要分清是腎精源頭

不足，或是腎陰、腎陽，

或是陰陽化氣不足腎氣問

題。常見中藥熟地、枸杞補腎陰，

巴戟天、淫羊藿補腎陽，腎精不足

可用左歸丸、六味地黃丸，腎氣虛

濟生腎氣丸等等。而在有些未老先

衰，或是邁入老化症狀，可再搭配

還少丹。當後續更加腎虛，骨質疏

鬆嚴重影響走路時，可使用龜鹿二

仙膠、建步丸、養筋健步丸等。

腎虛證注意事項

房室有節，勿縱慾過度，在過於疲

憊時勿勉強行房。女性產後須好好

坐月子，勿在經前、經期時服用寒

涼冰品，疲倦時充分休息，勿習慣

使用咖啡提神，勿熬夜。可常雙手

搓熱，按摩腰部穴道及腎經穴道，

腎俞、大腸俞、命門，太谿、復溜

等。

1.  熟地、枸杞補腎陰腎精，巴戟天、淫羊藿補腎陽。
2.  腎俞、大腸俞為背後常用來治療腰酸痛的穴道。腎俞在肋骨下緣脊椎
旁1.5寸處。大腸俞在髂股脊上緣脊椎旁1.5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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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吳紀苗

樸實暖心‧敦親睦鄰好幫手 
訪后里園區職員—蔡麗玉
CTSP Exclusive Interview: Ms. LI-YU Tsai, CTSP Personnel of Houli Park

后里パーク職員の紹介―蔡麗玉

見
到留著俐落短髮，帶著親切

笑容的蔡麗玉，就能感受到

元氣滿滿的工作精神。因緣際會加

入了中科大家族。一路走來心存感

恩，從她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

看見純樸而腳踏實地的麗玉。

樸實暖心  熱心助人

麗玉主要的工作內容是每天巡視園

區環境、交通各種狀況等通報處

理，執行公務上早已駕輕就熟，問

及工作中最辛苦的地方。麗玉不好

意思地說道：「應該是颱風造成的

路樹傾倒、滿地枝葉、交通號誌故

障等急需處理的復災工作了，還好

都能順利達成！」

麗玉對於工作有份認真負責的態

度，有一次在園區遇見一位七十多

歲老婦，騎著腳踏車將回收的瓶瓶

罐罐和紙箱堆疊到難以負載，不斷

反覆掉落。麗玉實在不忍心，便幫

老婦人將所有的回收品載到回收

場，老婦人也因此對麗玉感謝萬

分。雖然只是工作中的小插曲，但

「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好心情不可

言喻。

總是能在工作中找到樂趣的麗玉還

介紹了園區美景，每到春天時崴立

電機廠區的櫻花林令人賞心悅目，

路過欣賞之餘也一掃工作時的疲

勞，該園區美景也經常吸引大批民

眾到來賞櫻。

敦親睦鄰發展學

十多年的工作職涯，麗玉也看見中

科對后里當地的改變，從園區道路

拓寬、就業機會提升、各項產業

的蓬勃發展看到很大的變化。此

外，麗玉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

與民眾互動，園區提供不少敦親睦

鄰的措施：如園區就業服務台、保

警舊隊舍的社團場地出借、稅務宣

焦點人物

蔡麗玉 專訪

導服務、大型運動公園及場地出借

等等。麗玉提起其中每年一度的放

電影活動，當地民眾反應都相當熱

烈，總是坐無虛席、攜家帶眷，一

邊吃著點心，一邊享受中科提供的

精選電影，渡過美好時光。

樸實的麗玉站在園區服務的第一

線，無論份內份外的事務都能夠妥

善處理，訪談之中知悉她曾任職服

務業保險工作，養成自然而然的親

和力與服務熱忱，中科園區也因為

麗玉而多了一份溫暖與人情味。

蔡麗玉小檔案

2007年1月任職於后里

園區至今。主要工作內

容是站在園區服務的第

一線，巡視園區環境、

各種交通狀況等通報事

宜，為人熱心且認真負

責，無論份內份外的事

務都能妥善處理，是中

科大家族中不可或缺的

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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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腳丫—逍遙遊新竹
CTSP Bike Club Travels to Hsinchu & Appreciates Natural Scenery of 
Yun Meng Hill

自転車で新竹旅行！CTSP自転車同好会

文、圖／建管組  黃冠瑋

每
年春天，紅腳丫都會安排一

趟新竹之旅，拜訪新竹的長

官、好友們，也趁機活動筋骨、享

受大自然的美好。今年也不例外，

承蒙新竹縣長楊文科、秘書長陳季

媛的熱情邀約，以及處長游志祥及

小燕姐的費心安排，咱們在這油桐

花盛開的時節，漫遊新埔的好山好

水、盡享客家美食。

陽光乍現的小幸運

出發前幾日，受到連綿雨勢的影

響，原本擔心會漫步在雨中，所幸

活動當天，躲在雲層裡的陽光出來

見人了，似乎是老天送上的祝福。

從台中出發，一路暢行到達本次活

動位置－雲夢山丘，原來雲夢山丘

尚未對外開放，我們是第一批進園

區的旅客。在楊縣長致詞後與台開

集團王經理介紹雲夢山丘的規劃理

念及特色後，我們一同慢步在雲夢

山丘，為何說慢步呢？因為整段路

程都是好漢坡，有如爬山般需費點

力氣，所以行走速度相對緩慢。

於是，貼心的園方安排了接駁車，

我們順沿途欣賞美麗景致，如遠挑

高山、雲水灘的興建工藝、孔雀園

的孔雀開屏、蘭花園等景點設施，

儘管走玩了規劃路線，依然讓人意

猶未盡，是一個遠離都市塵囂，洗

滌心靈的好地方。

共賞客家美食

結束了雲夢山丘的行程，楊縣長安

排大夥兒到豫章坊的客家料理共進

午餐。一道道客家料理，如豫章

豆腐、酸菜鴨鍋、富貴圓蹄

等客家美食佳餚不斷上

桌，不知是年近不惑

之年的我食量太小，吃到第五道菜

後，隆起的肚子已再提醒我減少進

食，只能眼巴巴的看著後續幾道料

理上桌，僅能淺嚐，無法再大口大

口將美食吃下肚。

懷著感恩的心情結束這趟旅程，帶

著滿滿的收穫回到台中。誠心感謝

大家的熱情參與，希望來年再聚，

讓紅腳丫的活動永續長存。

1.  大夥兒於豫章坊前開心合影。
2.  讓我們遠離都市塵囂，洗滌心靈。

雲夢山丘到此一遊，咱們慢步出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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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New
s 文、圖／營建組  熊婉贏

保持優良工作環境  園區綠美化競賽開跑！
Landscape Planting Design Competition for CTSP Enterprises is Coming 
Soon!

花と緑の環境美化コンクール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摯友維尼

◎ 放映時間  108/5/8（三）PM6:30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溫馨、冒險、奇幻
◎ 片長  1小時44分

摯
友維尼描述長大後的羅賓重回百畝森林尋找失去的想像力與童心。維

尼將出現在羅賓的面前，帶他重新找到好久不見的陽光笑容。

長大成人後，壓力與責任如影隨形，你是否偶爾會懷念那些天真美好的時

光？這個念頭，最近偶爾會出現在克里斯多弗羅賓的腦海裡，但總是很快被

他用理智壓下。就在克里斯多弗最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個熟悉的小身影突然

出現！

這位無憂無慮、貪吃蜂蜜的童年好友，無視眼前的迫切危機，硬要克里斯多

弗一起踏上毫不重要的冒險！誰知道，也許小熊維尼和克里斯多弗看似無用

的旅程，能解決他工作上的燙手難題，找回好久不見的陽光笑容⋯⋯。

普

為
提升園區廠房綠美化，提供從業人員良好工作環境，

特別舉辦園區綠美化競賽。

本局將邀請學者、專家擔任評選委員，擇期赴參賽

廠商之廠房現場評分。請參賽單位依本局通知

評分時間安排人員引導說明，預計每個參賽

廠房現場所需時間為30分鐘。評比內容為參

賽廠房整體景觀設計（含退縮綠帶）、植栽

配置、戶外環境維護、使用植栽豐富度進行

評分。

中部科學園區（台中、后里、虎尾、二林、

中興園區）自建廠房之廠商等單位，皆符合

報名資格，有願意報名的廠商單位，請於

108年5月24日前填妥報名表，寄至本局營建

組報名（傳真電話04-25658488）。

期待園區各廠商單位報名參賽，一起為綠美

化環境努力，保持中科園區的優良工作環

境！



4/18

美國達福科技公司董事長陳文燦（左三）參訪中科，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三）接待。

4/15

4/2

台灣捷時雅邁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根本宏明（左二）與

上任董事長西川通則（右二）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局長陳

銘煌（中）接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局長李鎮洋（中）率團

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本局副局長施文芳

（左二）接待。

3/29

加拿大緬尼托巴省首府溫尼伯市長 Brian Bowman（左三）率團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CTSP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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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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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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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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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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