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圖／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舒靜珉

疫路相挺！全球首創 FRC 數位區域賽
CTSP Hosts 2020 FRC Science Park Taichung 5G Pilot Regional, the World’s First 
FRC Digital Regional

世界初！台中限定 FRC オンラインコンテスト

今
年 11 月 7、8 日中科管理局以國內亮眼的防疫表現及科技實力為後盾，促成全球首度以 5G 模式

辦理之「2020 FRC 科學園區台中 5G 數位區域賽」，來自國內 28 支高中隊伍場上競技，並透過

線上直播，讓全球國內外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 （FRC）競賽同好者，跨越時空及疫情限制一同觀

賽，也讓世界看見台灣首創的競賽模式，兩日直播達到近 2 萬觀看人次共襄盛舉。

培育三年有成國內 3 隊成長至 32 隊

中科管理局自 2017 年起致力於推動 FRC 機器人教育，提供正規比賽場地並長程培訓國內 FRC 隊伍，使

其在 3 年內由 3 隊成長至 32 隊。為強化參賽學生的技術能量，中科管理局於 2018 年起，由初階 FTC

台灣區選拔賽開始，陸續辦理培訓營、分享會、練習賽及季後賽，循序漸進的輔導團隊創立，第一年

培育 20 支新創隊伍。2019 年管理局更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打造一比一國際正式區域賽賽場，提

供國內參賽團隊得以進行模擬實戰演練，熟悉比賽規則，在正式區域賽開始之前，多了一次調整步調

與策略的機會，為後續各隊於國際區域賽取得佳績打下重要的基礎，該年度 20 支參賽隊伍中，總計奪

得 15 項大獎，成績斐然。

11 月 8 日冠軍聯盟－ 7632 安康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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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2 安康高中、7526 高雄中學成功合作完成機台懸吊。

This is awesome!! I'm watching this all weekend.

這實在是太棒了，我整個周末都在觀看這個比賽。

RAID ZERO 

呼喊美國學校隊伍

does taiwan have any active cases?

台灣有 covid-19 案例嗎 ?

Taiwan has not had a local infection in 200 days; that's why this event is happening.

台灣已經有 200 天沒有本土案例，這就是這個活動可以舉辦的原因。

now we just need Cotton Eye Joe and I swear I'll dance here in my office.

我們現在只需要 Cotton Eye Joe 這首歌，我保證我會在我辦公室跳舞。

LinoC

luithefl 

lord_peaches

daalph

kevinfrom2706

線上直播國外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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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世界全球首創 5G 連線 FRC 區域賽

除了不遺餘力的輔導與提供團隊展現成果的舞台，中科

管理局更積極提升國內賽事規格，正式取得 2020 FRC 台

灣區域賽主辦權，讓台灣智慧機器人團隊與世界各國團

隊同場競技，展現台灣在智慧機器人教育的推動成果。

2020 年賽季盛大辦理「Kick off 解題營暨諮詢會議」，號

召全台各地參賽隊伍師生 48 人至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地集合，與美國總部連線，在競賽題目公布的第一時間

同步挑燈夜戰，連續 14 小時解題不中斷！後續雖因新冠

肺炎疫情逐漸升溫導致延辦 FRC 區域賽，為回應參賽同

學們的熱情與堅持，中科管理局持續積極向美國 FIRST 總

部提案爭取，終促成 2020 年這場全球首創、領先世界的

「2020 FRC 科學園區台中 5G 數位區域賽」！

來自國內的 28 支隊伍與其他學校隊伍組隊，進行 3 對 3 的分組競賽，主要的競賽項

目是要在有限的時間與場地內，操作機器人投籃，以及防守對手得分，而在比賽時間

結束的前 30 秒，還須至比賽場地中央橫桿完成懸吊機器人的關鍵任務，成功達成即

可獲得高額分數，相當考驗隊伍間的默契與經驗，讓比賽從頭到尾都精彩萬分！

2 31
1.2.3. 競賽時刻選手緊急場上

維修機台

評分項目之一，參賽隊

伍與國外評審透過 5G
連線進行遠距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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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賽中學習　邁向無限可能

過去 3 年在各團隊師生與中科的密切接觸下，透過賽事與活動的參與，激發出隊伍間深厚

的情誼。本次競賽閉幕後，即有多達 20 隊熱情回饋，表示感謝讓台灣學子們在疫情中仍

能盡情享受這場比賽與學習，讓孩子今年收穫滿滿，更感謝中科能夠讓這場比賽成形，對

投注了很多心力的同學們意義重大！亦有學生隊伍於賽後來信感謝中科管理局排除萬難舉

辦 FRC 賽事，讓他們留下了珍貴的回憶與經驗。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表示，中科 3 年來對於台灣 FRC 機器人教育積極投入的資源與盡全

力爭取「2020 FRC 科學園區台中區域賽」主辦權的努力，皆在本次參賽選手的表現中，獲

得最棒的迴響。看見台灣學子在賽場上表現出專業、熱情以及無限的潛能，台灣年輕學子

需要更多機會接軌國際，期待未來有更多種子教師及學子參與這項國際機器人盛事，培養

未來資訊理工人才。

1.7632 安康高中得冠，與局長及評審開心

擊掌。

2. 獲勝時刻的勝利歡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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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 FRC 科學園區台中 5G 數位區域賽參賽隊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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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FRC 賽事，中科實中怎麼說？

跨領域的素養實踐—

中科實中推動 STEM 結合 FRC 機器人計畫

因應疫情，主辦單位於活動期間嚴格管制團隊參賽名

單，並且控制入場人數，每日比賽場地內至多 200 人，

同時透過線上直播讓全球國內外「世界機器人大賽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FRC)」競賽同好者一同

觀賽，跨越了時空，也克服疫情限制，讓世界同步看

見台灣首創的競賽模式。中科實中高三張哲維同學受

承辦單位（玉山機器人協會）邀請，擔任當天 FRC 賽

事即時英文播報工作人員，負責與國外總部溝通協調。

張哲維與楊東倫同學今年參加 FIRST DEAN'S list award

選拔，也獲得全球總部 FRC 所頒授之個人最高榮譽

(2020 FRC Dean´s List Award)，是台灣參加 FRC 競賽

多年來首次獲此大獎，該獎項每年由全球眾多 FRC 申

請隊伍中，遴選出其中最優秀的團隊領導者頒贈，能

獲此殊榮實屬不易。

兩年前，中科實中配合科技部推動 FRC 計畫，結合

108 課綱中「素養」和「跨領域」導向，再運用中科

園區豐富的科技資源，促成本校 FRC 7636 Robomania 

團隊成立（2018 年），目前學校 FRC 團隊約 60 人，

已發展成為本校的特色課程與活動，11 月 7 日與南科

實中、中正高工參加「2020 FRC 科學園區台中 5G 數

位區域賽」，奪得聯盟冠軍。
擔任 FRC 英文直

播員張哲維與校

長林坤燦合影

7636 中科實中參賽隊伍

中科實中校長林坤燦指出，STEM 的教育方式是將過去

由老師為中心的教學思維，轉化成鼓勵學生積極投入

動手做「探索」、「發現」、「解決問題」與「生活」

相結合的教育情境。園區的實中從推動 STEM 結合 FRC

機器人計畫開始，實中學生「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參與 AI 智慧機器人相關課程，以學生為中心，

讓學生有親自動手探索解決現實生活問題外，更可培

養出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探究的能力、批判思考能

力、創造力、團隊合作能力、領導能力、實驗精神、

創業精神、勇於嘗試新科技、接受失敗的能力，成為

未來工作職場具備創新能力的領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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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C 賽事後，來自學生隊伍的感謝信

中科局長您好，我們是復興實中機器人研究社、FRC Team #6947 Savage Tumaz。我們寫

這封信是想要表達我們極為感謝中科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舉辦了「2020 FRC科學園區台中

5G數位區域賽」。這次的比賽，提供了我們與其它台灣隊伍互相切磋的機會，讓我們有機

會展現我們努力的成果，也讓我們隊中初次出賽的隊員們對 FRC比賽產生了全新的熱忱。

今年的新冠肺炎對全世界的影響都非常深，不管是工作、上學、旅遊、甚至是購買基本的

生活用品和食物對於某些國家來說都變得非常不便。慶幸的是台灣的疫情並不太嚴重，所

以我們復興機研社還是借用了師範大學的工作空間，並讓每位報名比賽的隊員在寒假累積

了 100小時以上的工作時間。許多隊員即使過了 100小時的門檻，還是天天在師大待到晚

上九、十點趕工機器，為的就是三、四月出國比賽爭光的機會。而可想而知，2020年的

FRC賽季被取消時，我們的隊員紛紛感到心灰意冷；寒假準備比賽花費的努力和時間就這

樣付諸流水，對未來的比賽的那份熱血也被潑了冷水。

當我們在 8月收到中科將會於 11月再次舉辦 FRC區賽時，我們卻重新迅速燃起了鬥志，

並馬上著手準備比賽。由於 FRC是一個多元的活動，除了機械設計、電子、程式這些技術

方面的準備以外，我們還得有團隊合作和商業表現的能力，讓我們可以在賽場及賽場外的

地方展現我們的實力。在準備比賽的過程當中，社團的學弟妹也學習到了各種技能，包括

維修機器以及報告的能力；更加了解參加 FRC比賽的準備過程和我們社團的運作方式。

在比賽當天，雖然遇到我們已認識的一些隊伍，例如 #6191北一女中、#4253台北美國學

校，但我們依然與更多隊伍做了交流，也在比賽過程當中互相幫助。例如我們因為有一段

時間電池的電壓不足無法上場，而即使我們是當場回合的對手 #4253依然願意借給我們電

池，讓我們非常感動，也為所有人展現了 Coopertition的精神：在競爭的過程當中不忘幫

助需要幫忙的人。我們在比賽前夕的匆忙打包準備也令我們漏掉了重要的 USB傳輸線，學

弟妹們卻爭先恐後地要和別隊開口借傳輸線，令當時修機器分身乏術的學長們極為欣慰。

若是今年完全沒有比賽的機會，我們今年做的機器可能會從來沒有上場的機會，隊員們也

永遠沒辦法看到我們兩個月來的心血被實行。是中科提供了這個恐怕在其他國家都得不到

的機會、讓台灣對機器人有熱忱的國高中生有機會可以體會到實際的 FRC比賽與其他一般

機器人比賽的不同。短短的一天裡，我們學到的遠遠不只是做機器的技能。原本以為在深

陷於亞洲競爭文化的台灣會在運動家精神上有些缺陷；卻沒想到每隊都是 Coopertition、

競合的最佳榜樣。再次感謝中科這麼辛苦的為了我們舉辦「2020 FRC科學園區台中 5G數

位區域賽」!

感謝參與「2020 FRC 科學園區台中 5G 數位區域賽」的每一位貴賓

中科管理局將會持續推動 FRC 賽事，祝我們在更美好的未來相見！

聚焦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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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前排左五）與全體參與演練人員、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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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科管理局於 10 月 30 日舉辦「災害防救應變演

練」，災害情境設定為因地震造成載運毒性化學

物質貨車發生碰撞交通事故，造成人員受傷及 3 種化

學物質洩漏（氫氣 H2、氯氣 Cl2、氟氣 F2）之處置應變

過程，參演單位包含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環保局、環

保署中區環境事故技術小組、園區保警隊、員工診所

及園區聯防廠商等。

整個演練過程十分緊湊、逼真，當載運毒性化學物質

車輛發生交通事故，造成化學物質洩漏且人員受傷時，

其災害通報程序、設置前進指揮所、化學物質止漏及

處置、啟動園區聯防組織及除污善後等處置程序，由

於氫氣為可燃性氣體，氟氣及氯氣具有毒性，緊急應

變小組在應變處理程序上，一組人員使用鋼瓶止漏工

具組 (KIT A) 進行氯氣鋼瓶止漏作業，另一組人員使用

鋼瓶洩漏處理車（ERCV）執行氟氣鋼瓶止漏作業，演

練人員十分確實且到位，看得到各單位緊急應變小組

人員及消防弟兄精實的訓練成果。

演練結束後，局長許茂新致詞勉勵各參演單位，災害

的發生是無法預期的，除透過本次演練可實際操作毒

性化學物質洩漏的應變程序外，亦能建立各災害搶救

單位與園區聯防廠商間良好的協調與溝通機制，以提

升園區整體的安全防護及應變效能，營造中科園區安

全的投資環境。

演練情境 1：貨車因地震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員受傷及化學物質洩漏。

演練情境 2：針對毒性化學物質洩漏區域進行水霧防護，此外環保署中區環

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進行環境監測。

演練情境 3：緊急應變小組（ERT）集結著裝。

演練情境 4：緊急應變小組進行鋼瓶止漏作業。

演練情境 5：緊急應變小組進行人員除污作業。

園區要聞
Park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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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環安組　洪進源、何怡佳、圖／投資組　林學侃

運用 AIoT 及 VR 技術
打造友善幸福安全職場
The Exhibition of Applying AIoT & VR Technology in Improving Workplace 
Health & Safety 

安全で安心な職場環境づくり - AIoT と VR 技術の応用

中
科「109 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研討會暨 AIoT 及 VR

應用主題展」於 11 月 4 日盛大舉辦，由中科管

理局、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及中科職

業安全衛生促進會共同主辦，以 AIoT 及 VR 於廠區之

應用說明與主題展示，邀請園區廠商安全衛生、廠務

等相關主管人員及鄰近學校師生共同參與，活動熱烈

精彩，激發園區事業運用科技於安全衛生之動力及創

新思維。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於開幕時致詞並特別宣示中科

維護職業安全，營造友善幸福職場決心。展現管理局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前左四）、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前左五）、

修平科大校長陳建勝（前右三）與講者及貴賓合影。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 （右三）、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蔡國洲（左三）

及中科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等共同啟動研討會開幕式之工安光球，宣示中科維護職業安全，營

造友善幸福職場決心。

對於提升園區廠商的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能力的重視。

期勉園區廠商應運用智慧科技，提升職業安全衛生及

健康促進，精進相關人員之安全衛生及風險評估知能，

實現智能製造及智慧防災，共同打造智慧園區，讓中

科園區成為友善幸福職場環境。

全力推動安全衛生與職場平權

會中並頒獎鼓勵園區推動安全衛生績效優良單位及人

員、同時也頒發感謝狀致謝中科園區工安促進會各家

族領導廠商，表揚其樂於分享相關安全衛生管理技能，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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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左三）頒發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獎項

2.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右二）頒發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事業單位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左一）與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

會副理事長蔡國洲（左二）參觀中科 109 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研討會主題

展示區

對園區整體的安全衛生績效提升的貢獻；以及頒獎鼓

勵「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事業單位。本次得獎廠

商獲評定的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事蹟除法定事項

外，尚有辦理母性健康保護評估、有薪病假、孕婦優

先停車位及專屬無塵衣等，處處可見得獎廠商推動職

場工作平權之用心。

因應智慧科技來臨，為協助園區事業單位運用 AioT（人

工智慧 AI + 物聯網 IoT）及 VR（虛擬實境）技術，解

決職業安全衛生問題，今年研討會特別邀請工業技術

研究院工業物聯網技術組組長吳志平博士主講「物聯

網及 AI 科技於環安衛之運用」；由中山醫學大學教授

巖正傑講授「虛擬實境於化學品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太和光 ( 股 ) 公司史承幼博士說明「AIoT 定位於廠區之

應用」；邀請忘憂森林身心診所諮商心理師吳曉萍傳

授「職場壓力因應措施與溝通技巧」，並由台灣積體

電路製造 ( 股 ) 公司 15B 廠 ISEP 副理蕭凱文分享「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45001 導入經驗」。

推動科技工安及智慧防災是中科管理局及園區廠商努

力的目標之一，於活動現場特別邀請勞動部勞動及職

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及相關智慧科技導入安全衛生運用

之廠商，共計有 20 個展點進行 AIoT 及 VR 於職業安全

衛生之技術導入及實證示範，並分享相關研究成果，

期能引導與協助園區廠商未來運用 AIoT 及 VR 技術，

逐步預防職業災害的發生。

1 2

109 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友達光電、均豪精密

109 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

友達光電－簡郁鍾、陳珮珊

台灣美日先進光罩－陳明波

109 年度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單位

均豪精密、台灣日東光學、華凌光電

園區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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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AI 智慧製造計畫分享執行成果

為加速中科園區廠商智慧轉型，升級取得國際競

爭優勢，中科管理局協助矽品、合盈光電及永勝

光學等 7 家園區廠商分別導入各項 AI 人工智慧與

智慧製造技術方案，並辦理「前瞻科技―中科產

業 AI 化技術應用成果發表會」展現豐碩成果。

透過 8 大面向盤點

AI 技術需求與應用成熟度

AI 人工智慧與智慧製造技術應用已成為躋身國際

大廠重要條件，但由於廠商難以全面性的評估導

入時間點、應用技術、製程站點導入效益、人力

與資源投入等面向，較無法應用 AI 人工智慧與智

慧製造技術。為協助園區廠商導向 AI 智慧製造發

1. 中科管理局副局長施文芳受訪，說明智慧製造技術應用成果。

2. 工研院機械所組長吳志平（右二）說明「中科園區產業 AI 化計

畫」技術方案

3. 中科管理局、驗證廠商與現場貴賓。

1

2

3

文／投資組　張晏嘉、圖／投資組　林學侃

前瞻科技接軌國際
中科協助 7 大廠智慧轉型
The Result Exhibition of 7 CTSP Company’s AI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Assists of CTSP Bureau

CTSP 産業革新推進 - 産業の AI 技術応用発表会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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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科管理局特別委託工研院辦理「提升中科園

區產業 AI 化―智慧製造技術應用計畫」，針對園

區重點產業，分別以 8 大面向盤點廠商 AI 技術需

求及應用成熟度，透過實際訪廠瞭解技術痛點、補

強關鍵技術，解決產業問題。另外透過籌設產學研

專家平台，依製程弱點進行技術分析，建構示範案

例並導入至不同產業進行驗證。再以平台技術媒合

技術與專家能量，使技術能量可進行模組化移轉，

以利複製擴散。

發展 7 項技術應用方案

目前協助 7 家廠商就 AOI 檢測、智慧排程、製程參

數優化及品質提升等 4 大 AI 智慧製造技術類型，

依產業及廠商需求，發展出 7 項技術應用方案，包

括於 AOI 檢測領域發展出國內首創可提升半導體業

場域安全的「關鍵特徵空間影像導引」與取代人眼

反覆判斷可協助機台自動最佳調光的「混合人工智

慧分類」技術、另有具快速檢測和低漏檢率的「多

重特徵影像檢測」技術方案可推廣至有門禁管制、

進出控管需求廠商。在智慧排程方面的「供需規劃

暨排程」技術方案大幅減少廢料以降低成本，可應

用於少量多樣的客戶訂單或有降低廢料產生的生產

製程需求場域。製程參數優化面則有「AI 型異質原

料製程參數優化」及「AI 型多樣態製程參數優化」

技術方案可分別解決單站及多站點製程問題。在品

質提升面向有「異常參數分析」技術方案可避免製

程參數跑掉及模具損壞，提升生產效率。

計畫衍生效益   推向智慧轉型

由於美中貿易戰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經

濟景氣變化快速，凸顯出分散製造產地、智慧自動

化生產、快速調整市場需求等問題的迫切性。希望

本計畫推動後衍生的效益可協助廠商結合機械、電

子、AI 人工智慧、5G、雲端通訊等跨領域的研發優

勢，回應機械業和製造業供應鏈分流、科技競爭和

人力缺工的社會發展新趨勢，成功邁向國際舞台。

現場來賓雲集，一同與會了解技術應用。

園區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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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好孕行公司向參賽隊伍示範以 5 分鐘簡報公司的創新與

特色

2. 中科管理局副局長施文芳（左）頒發第一名獎牌及獎金

10 萬元予明谷農業生技公司（中）

3. 明谷農業生技公司向台下評審進行簡報

1

2 3

文／投資組  劉志虔、圖／投資組  林學侃

智慧創新創業競賽
明谷農業生技奪魁
Congrats! MeansGood Agri-biotechnology Co., Ltd. Wins the Smart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Award

創業支援コンテスト：受賞チーム -MeansGood Agri-biotechnology Co.,Ltd.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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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中排右五）與評審及參賽隊伍

新
創潛力無窮，中科再扮伯樂！中科管理局積極培

育新世代產業新創團隊，今年度第 2 次舉辦智慧

創新創業競賽，活動吸引全台 46 組新創團隊報名，17

組通過初審之新創團隊晉級決賽，於 10 月 31 日在中

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角逐優勝隊伍。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致詞時指出，新創事業往往面

臨「創意無限、資源有限」的困境，協助新創事業將

創意商品化及市場化，並獲得專業投資人的青睞，是

舉辦創新創業競賽的初衷。透過競賽平台及專業評審

講評，不僅有助新創事業精進自身的技術及產品，提

高曝光度，爭取被投資的機會，也期望藉由新創嶄新

的創意，為產業注入新能量，促進產業升級，帶動台

灣經濟成長發展。

持續扶植優秀團隊　發掘產業動能新星

為擴大鼓勵企業內部創新，本次競賽不限於學生團

隊，參賽資格更進一步開放創立初期、具備發展潛力

之公司也可以參賽。活動除繳交競賽所需簡報外，參

賽者只要提出產品原型（prototype）或是技術影片佐

證技術含量及市場接受度，就可獲得額外加分。決賽

邀請中台灣企業主、高階經理人及投資人擔任評審，

在歷經各團隊活潑生動的創意成果發表、評審熱烈討

論與講評後，最終由明谷農業生技公司脫穎而出，勇

奪第一名殊榮及獎金 10 萬元，該公司研發智慧植物

照明產品，技術應用於植物照明，可辨識作物生長及

監控植物健康，自動控制照明來降低電費並提高作物

品質與產量。第二名則分別由易潔智能環衛公司及海

洋思庫特公司獲得，易潔智能環衛公司延續台灣對抗

COVID-19 疫情的實力，發展世界性公共衛生價值鏈

創建計畫，為公共衛生產業注入新能量；海洋思庫特

公司研發出一款電動汽機車快速充電系統整體解決方

案，能有效透過智能辨識方式，將包含各個電池模組

（磷酸鋰鐵電池、鋰陶瓷電池或軟碳電池）進一步進

行有效率的快充，可達到高 CP 值以及環保和效率之間

的最佳平衡點。

本次參賽隊伍實力都在水準之上，為持續扶植優秀潛

力新創團隊，建構中台灣創新創業生態系，決賽評選

出之優勝隊伍，後續將由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加

速器透過系列輔導機制進一步孵化並與產業深化鏈

結，有效銜接新創與業界「關鍵一哩路」。

園區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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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林凱貞、圖／投資組　林學侃

擘劃未來　
打造 AI 精準健康醫療產業生態系
The Forum on Using AI Technology to Build Sound Precision Medicine 
Ecosystem

フォーラム「プレシジョン・メディシンの AI 活用への取り組み」

為
建構精準健康醫療大數據產業藍圖，重塑醫療價值打造完善的生態系，國

立中興大學聯合童綜合醫院與中科管理局於 2020 年 11 月 6 日辦理「AI 精

準健康醫療生態系論壇」，並邀請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科技部政務次長林敏聰、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台中市衞生局局長曾梓展、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理事

長魏重耀、童綜合醫院院長童敏哲等貴賓蒞臨，結合產官學醫共同合作推動精準

健康醫療產業發展。

副院長蔡其昌表示精準健康醫療產業透過產官學醫共同投入落實，為人類社會利

益實現最大化。科技部次長林敏聰致詞表示，科技部推動以社會需求為核心的技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左三）、科技部政務次長林敏聰（右五）、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右四）與重要貴賓同席。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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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創新跨領域計畫，精準醫療產業透過技術創新、軟硬整合加值、AI 大數據、

個資保護及重塑法規架構，並以長期永續社會發展為目標。中科管理局許局長表

示精準健康醫療產業國家發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政策之一，中科自 2019 年開始

推動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畫，發展以中科為中心的中部特色醫材產業聚

落，未來也持續推動計畫帶動廠商強化精準健康產業科技創新應用，協助新創鏈

結資源，帶動園區生醫產業營運動能持續成長。

從以「醫院」為本　轉型到以「人」為本

論壇中邀請前台灣大學校長楊泮池院士分享擘劃精準健康產業發展藍圖，這次新

冠肺炎病毒疫情對人類食衣住行日常生活和國際關係、社會的結構及產業，產生

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和影響，防疫科技和精準健康大產業變成全球各國生醫科技

發展的方向及戰略目標。此外台灣最大醫生社群平台 A-Pen 創辦人葉淨元醫生分

享未來醫生社群的樣貌，另福邦證券董事長黃顯華、台灣創新生醫創業投資公司

投資長黃良傑及緯謙科技總經理夏志豪博士，從資本市場的角度剖析智慧預防醫

學及智慧醫療的投資方向。

隨著 5G、AIoT 的興起，智慧醫療結合 AI 與大數據，使醫療精準化程度大幅提升，

讓醫院轉型成為以「人」為本的應用場域，顛覆以往以「醫院」為本的醫病關係，

由三軍總醫院院長王智弘、國軍台中總醫院院長洪恭誠、童綜合醫院副院長歐宴

泉及相關臨床醫師等人，闡明醫院數位轉型的現況與策略，以及目前數位醫療於

COVID-19 的實際應用。智慧醫療正在改變醫療體系，透過 AI 的輔助，醫師能夠

更精準、快速的判讀數據外，將帶給病患最佳的資源利用及良好的照顧。

1.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2. 科技部政務次長林敏聰

3. 前台灣大學校長楊泮池

90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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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製造業導入人工智慧促成產業升級時代，將會產生

新興的法律問題，財團法人人工智慧法律國際研究

基金會與中科管理局於 2020 年 11 月 22 日辦理「2020 第

三屆人工智慧與法律國際學術研討會」，集合國內外各界

智能製造領域的頂尖學者專家，分別針對智慧製造的發展

趨勢、個資保護、智慧財產權、勞工、數據治理等，智慧

製造轉型中的重要法律議題進行研討。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錄影致詞指出，製造業轉型的過程，

將連帶影響製造生態的轉變，也將發生許多新型態的法律

問題，例如在搜集大量工業數據過程中，將造成的數據壟

斷問題，累積大量數據後產生的數據產權歸屬及數據財

產權化問題、自動化機械取代大量勞工所生的勞資糾紛問

題，以及機器進行客製化製作，所衍生出的智慧財產權問

題。上述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及探討，以法律作為

製造業轉型建構良好框架及動能。

法務部次長陳明堂蒞臨致詞表示，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過

程中，涉及到包含智慧財產權、個人資料的保護的法律問

題，另外也有是否會演變出作為犯罪的工具之疑慮，這些

人工智慧發展過程中衍生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值得去探討

的。中部地區為我國重要機械產業聚落，透過本次研討會

產官學研界的共同激盪探索人工智慧的法律問題，在推動

智慧製造之時，同時研議相關法律議題，期能科技發展與

法律規範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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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張晏嘉

園區新夥伴－
榮光機械、正崴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New Forces at CTSP: PARAGON MACHINERY CO.,LTD & Cheng Uei Precision Industry Co.,Ltd.
Taichung Science Park Branch

新 し い 入 居 企 業 - PARAGON MACHINERY CO.,LTD & Cheng Uei Precision Industry 
Co.,Ltd.Taichung Science Park Branch 

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 66 次會議 2020 年 11 月 11 日於科技部召開，會中通過中科 2 件投資案，

為精密機械產業之榮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及電腦周邊產業之正崴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

分公司。

榮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榮光機械主要研發製造外、內圓磨床、無心磨床及刀

具磨床等。磨床為各相關機械設備與產品所需的工具

機，因應未來人工智慧及大數據之應用，如汽車航太

業、3C 產業、醫療與能源等，可接軌智慧機械、智能

化與自動化產業發展趨勢，晉升至高端工具機之供應

鏈，提升國際競爭力。

正崴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崴精密工業研發有源高頻傳輸線、共享電動自行車

及動力電池模組，致力於促進中台灣形成高科技產業

聚落，並提升高附加價值之產業發展。另共享電動自

行車及動力電池模組之研發，符合全球電動車開發趨

勢，結合公司集團機電整合下，提供客戶品質優良

IoT、電池、及馬達控制模組之設計開發與整車生產組

裝服務。

榮光－刀具磨床 正崴－電池管理系統研發榮光－液靜壓軸承

新進能量
New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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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攜手新創團隊北上　參訪交流拓展視野
CTSP Accompanies FITI Teams to Visit t.Hub & Linkou Startup Terrace

創業チームが見学 - 育成基地「t.Hub」と「Startup Terrace Linkou」 

為
輔導 FITI 激勵計畫及其他新創團隊，協助拓展視野及交流，於 2020 年 10 月 20 日帶領中科新

創團隊／公司前往內湖創新育成中心 t.Hub 及林口新創園區參訪，當天雖然天氣飄著微微細

雨，但仍約有 10 個團隊抱著熱情及興奮的心來參加本次參訪。

第一站來到 t.Hub，由工研院總監張肇顯親自接待，並邀請到慧誠智醫總經理余金樹蒞臨現場，分

享創業的甘苦談，慧誠智醫利用人工智慧（AI）結合物聯網（AIoT）創新科技改變醫、護、病人的

溝通模式，余總經理表示：「唯有將醫療專業與 ICT 科技兩種不同語言與 DNA 結合，才能真正解

決產業痛點，另表示創業沒有準備好的起跑點，一旦決定了就只能勇往直前，不能退縮，也沒有退

路。」而後參訪 t.HUP 的共創空間、獨立辦公室、i-Stage 星創舞台、多功能會議活動空間等空間，

該育成中心目前已進駐了約 6、70 個新創團隊。

接著前往林口新創園區，並由社團法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秘書長賴荃賢親自接待，期間介紹林口新

創的由來，並給中科團隊許多創業應注意的事項，新創團隊亦熱烈回應。林口新創園區係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將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場域活化再利用，此處提供新創辦公室、住宿空間、共同工

作空間及展演空間等設施，並廣邀特色商店及國際級加速器和育成中心進駐，結合鄰近產業供應鏈

及場域實證空間，本次參訪在大家獲益良多的情況下圓滿結束。

1. 中科管理局投資組科長陳怡彥（前排

左二）帶領新創團隊／公司與工研院

總監張肇顯 （前排中）及慧誠智醫總

經理余金樹（前排右三）會面於 t.HUP。

2. 林口新創園區計畫辦公室介紹已進駐

園區的新創團隊／公司
1

2

新進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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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林建國

建立生態檢核觀念　永續環境發展
Cultivating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heck and Sustaining th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講演会 -「工事中の生態への配慮の取り込み」

為
配合政府落實生態保育及環境保護政策，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

會）於 2017 年 4 月 25 日訂定「公共工程生態檢

核機制」，函知各部會確實依其規定辦理並加強

推廣與教育訓練，期能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

造成之負面影響，秉生態保育、公民參與及資訊

公開之原則，以積極創造優質環境；惟生態檢核

機制實施迄今，仍有案件因執行過程中缺乏嚴謹

規劃或執行過程粗糙，導致台灣特有種保育類動

物棲息地遭受到不可逆之破壞。

科技部特請中科管理局協助辦理教育訓練，並邀

集竹科、南科、中科同仁及施工廠商，2020 年

10 月 30 日於中科二林園區辦理「109 年生態宣

導講習」，期能在工程生命週期（工程計畫核定、

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作業階段）內，

環境得予受到妥善對待及保護。

講習首先邀請工程會簡任技正蔡志昌針對公共工

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進行說明，蔡簡任技正細心由

生態檢核發展歷程出發，再到理念落實說明，最後

並舉數例國內生態檢核典範案例，此深入淺出方式

讓與會者瞭解到國內其他單位是如何做到以工程

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四大策略方式，減輕工程

對生態環境影響。另邀請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

環境保育研究中心教授王一匡「淺談中科二林園

區生態情形」，經由王教授長期協助中科二林園

區陸域動、植物生態監測作業經驗，讓與會者知

道中科二林園區分布 7 種特有植物、4 種稀有植物

及各式各樣鳥類、兩棲類、爬蟲類、蝴蝶類及珍、

稀動物等等，並透過瞭解其生物熱點、習性及遇見

處置方式等等，目前因園區開發規劃公園綠地及滯

洪池等用地，並大量種植多種喬灌木，已創造多

元生物棲地，期待日後中科二林園區生命週期中，

透過工程專業、生態保育及民眾參與的機制，共同

創造出生產、生活、生態、生命四生共榮園區主軸

發展願景。

109 年生態宣導講習會講師與出席同仁

趨勢新知
New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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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使零售業從零思考門市價值，支付業者協助

零售業因應

COVID-19 疫情使各國政府管制民眾外出，形成零售業

客流量減少。零售業雖在 2020 年第二季起略有復甦，

但民眾消費習慣移轉線上也促進零售業布局電商。除

了消費通路變化，民眾的付款工具也逐漸改變。不只

是「零售」業者「從零」思考實體門市對於民眾消費

時的價值，行動支付相關業者也協助零售業者，或調

整自家布局因應後疫情的「新常態」生活，促使智慧

商務（零售、電商、支付）形成 3 大趨勢：新市場、

新型態、新合作。

新市場：從專注 2C 與境內市場，擴大 2B 與跨境

互通市場

面對疫情，已有零售或電商業者轉型為零售服務商，

協助其他（中小型）零售業者將銷售管道線上化及付

款數位化，並為本身拓展獲利來源。阿里巴巴為商家

上架國際站之餘，也透過虛擬線上展覽及直播介紹維

繫買賣雙方，並用數據決策服務協助商家解讀數據及

提供廣告投放建議。Amazon 將「Just Walk Out」技術

授權零售業打造無人商店，為門市精簡收銀人員以調

度人力在顧客諮詢與補貨等環節，提升營運效率；另

協助實體零售業者建立「數位門市」，讓到店顧客能

更方便找商品、看評論及比價，並用 Amazon Pay 結合

商家優惠券消費。PayPal 提供社群共享商家業務資訊

「Venmo Business Profiles」。流程上，Venmo 用戶和

中小商家的付款資訊會發佈到 Venmo 社群，其他用戶

可查看（揭露程度可調整）或確認商家資訊，而成為

商家潛在客源並誘發交易。目前此服務免費，但預計

未來商家需付每筆 1.9% 加 0.1 美元拆帳費給 PayPal。

Google 輔導台灣商家用 Google Maps 等數位工具提高

曝光，並以「Google 預訂」讓民眾能在 Google Maps

一鍵預訂餐廳或購買景點門票。為提升便利性，行動

支付大廠聯盟發展共通條碼，如騰訊和銀聯整合雙

方條碼、日本「JPQR」整合 18 種支付方案、新加坡

「SGQR」整合 27 種支付方案。

新型態：從著重營造與人互動溫度，衍生體驗人

機互動日常

零售業者思考如何重新定位實體門市價值以因應消費

通路移轉，而小型店、新概念店和科技應用店成為嘗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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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 MIC AISP 網址：http://mic.iii.org.tw/AISP

著作權所有，非經資策會書面同意，不得翻印或

轉讓。以上研究報告資料係經由 MIC 內部整理

分析所得，並對外公告之研究成果，由於產業倍

速變動、資訊的不完整，及其他不確定之因素，

並不保證上述報告於未來仍維持正確與完整， 

引用時請注意發佈日期，及立論之假設或當時情

境，如有修正、調整之必要，MIC 將於日後研究

報告中說明。 敬請參考 MIC 網站公告之最新結

果。

試的方向。行動支付業者則著重將支付結合金融。在

小型店方面，Target 小型店走入原本無法進入的區域，

如大學區、社區等，拓展家庭族群商品或滿足學生日

常需求，提升當地居民熟悉感。京東的「七鮮生活」

門市以生鮮蔬果、食品為主，提供代收發快遞、代收

乾洗衣物、代繳水電費、行動電源租借與彩券代售等

社區服務。以新概念店而言，零售業者強調「體驗優

先」，如美國百貨業者 Nordstrom Local 結合美甲沙龍、

咖啡與酒吧等服務。Macy's 百貨則結合烹飪、手工藝

及健身課程等活動。科技應用店旨在提升門市效率、

決策品質及改善顧客體驗。如 Walmart 開設智慧零售

實驗室，用 AI 與感測技術將店面數據視覺化，統計

人流、描繪購物行為軌跡和熱力圖。行動支付業者如

Google 的 Google Card 讓用戶能查詢每筆交易的日期、

價格與商家，並在 Google Maps 上確認地點與路線並

致電商家。

新合作：從運用企業內部資源，到與外部夥伴互

惠整合

為降低電商的衝擊，零售業者也與電商業者合作，透

過整合行動支付與會員服務，以及共享零售或電商業

者的會員或通路，以擴大經濟效益。零售業者與電商

業者合作能快速上線產品並獲得電商業者用戶流量，

電商業者則可將零售業者實體門市作為物流配送產品

的據點，提供更快的送退貨服務。採取此策略的業者

如 Amazon 和 Kohl's、國美零售和京東等。金流方面，

如 Rakuten 和 JR East 合作，讓 Rakuten Pay 可安裝日本

電票 Suica 並用於交通和購物等，且可累積積分或搭乘

JR 獲得 JRE POINT。LINE 和餐飲業者合推「LINE POINTS

點數抵用券」，商家可依預算自訂行銷策略並規劃目

標客群以發放點數抵用券。

零售與支付業者可優先衡量 2B 市場、導入科技

應用、整合全通路

即使國內防疫成效不錯，但零售業也面臨轉型課題。

在新常態局勢下，在市場拓展面，國內零售和電商業

者也開始拓展 2B 市場；在服務型態面，小型店（有超

商等替代業者）與新概念店（需求不明且缺少成功案

例）較不符合目前市場需求，但零售業者或可衡量導

入科技應用，增強實體門市的數據化；在夥伴合作面，

與跨業夥伴共享通路、會員與點數，有助於加快全通

路發展與增加顧客忠誠度。

至於國內行動支付業者雖整體較少經營 2C 境外支付及

2B 市場，就市場拓展、服務型態及夥伴合作面而言，

可先以境內市場、金融服務、整合生態等為建議方向。

主因是，第一，境內市場仍有開發空間，且拓展境外

市場準備期長並需較多資源，加上人口紅利有限不易

談跨境合作等；第二，電支與電票將二法合一且行動

支付用戶數增加，金融服務可望成為新動能；第三，

各家方案與通路未廣泛整合且市場仍待做大，業者互

補發揮生態系綜效有利於共同建立市場競爭門檻，從

競爭中脫穎而出或占有利基市場。

趨勢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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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工商組　陳李賜楠

文、圖／工商組　吳夏女雲、陳慧玲

因應資安新思維　線上研討先準備
Information Security Webinar

講演会 -「企業の情報セキュリティ対策について」

稅務新知－
科學園區進出口報單與稅法之關聯
Tax Ne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ort and Export Declarations of the Science Park 
and Tax Law

講演会 -「輸出入申込書と税法の関連知識について」

面
對不斷進化的攻擊手法，資安攻擊事件層出不窮，政府及企業需隨時做好資安

因應準備。為協助園區廠商打造全面資安防禦網，舉辦資安研討會線上講座。

特別邀請到國網中心組長蔡一郎、精誠資訊經理徐佳源、零壹科技經理陳重瑞等三位

擔任講座，皆為資訊業界服務多年的技術專家。研討會內容包含：構建資安防禦網，

強化內外防禦疆界、SP-ISAC 對接與對抗勒索病毒、資安應變有恃無恐新藍圖等議題，

對資安防禦工作提供精闢解析。當天邀請中科園區廠商相關業務及資訊人員線上約

40 人現場約 10 人熱情參與，經由講師的經驗傳承、實際案例講解及與會人員交流分

享，讓參加人員收穫滿滿。 國網中心組長蔡一郎專業授課

課後廠商代表積極熱烈與講座討論

為
增進園區事業通關保稅及財務相關人員了解科

學園區進出口報單與稅法之相關規定與聯結，中

科管理局特於 11 月 19 日辦理「科學園區進出口報單

與稅法之關聯」講習會，邀請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

分局課長王裕發至中科講授相關規定。

課程首先解析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稅範圍及

相關法令，廠商於進出口貨物申報報單時，應注意報

單類別（G 類為進出一般課稅區報單別、B 類為進出

科學園區等報單別），並依實際從事之經濟事項確實

填寫報單代碼、納稅辦法及統計代碼等，王課長並列

舉多案常用之報單代碼搭配實例，例如園區事業自國

外進口加工外銷品原料報單搭配為 B656、內銷補稅為

G235（包括盤差）等，詳細報單類別、相關納稅辦法

及統計代碼可至財政部關務署網頁查詢。

科學園區為保稅區，園區事業可享有保稅優

惠，惟仍須依「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

第 3 條規定辦理，於經海關核准公告監管後，

始得由國外進口保稅貨品。

溫
馨
叮
嚀

趨勢新知
New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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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科實中於 2020 年 10 月 30 日舉辦 11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在

旭日初升的草皮上，首先登場的是各班創意進場，高中部、

國中部與雙語部的同學們無不絞盡腦汁，在服裝與表演上力求表

現，加上整齊劃一的舞蹈動作，齊心讓自己班級成為全場最受矚目

的焦點。

欣賞完同學們的賣力演出，緊接著開幕式典禮，校長林坤燦以 11

為題，期許中科實中「邁向第一、保持第一」，科技部中部科學園

區管理局局長許茂新特地親臨現場，期勉所有的同學，保持年輕健

康活力，並祝福實中校運昌隆，與會嘉賓人員平安喜樂。另外，也

邀清局長一同頒發教職同仁行政服務等獎項。

同學創意進場

11

中科實中學子揮灑汗水，歌舞青春。11

活動紀實
Park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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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聚賽場　共譜最珍貴的青春回憶

運動員宣誓後，田徑場上開始進行各項個人競賽項目，參賽選手無

不卯盡全力，爭取個人及班級榮譽；中午時分，運動場上依舊熱鬧

非常，訓育組特地規劃 SHOW U 的才藝表演，在同學們熱情環繞下，

扯鈴、團體熱舞依序上場，歡呼讚嘆聲此起彼落，讓大會熱鬧氣氛

達到最高點！

下午是團體競賽，舉行班級拔河決賽及趣味競賽－龍騰虎躍。由於

景美拔河隊先前蒞校參訪時的示範，賽事進行時雖然少了嘶聲力竭

的加油聲，各班選手卻展現更多的技巧與力道，讓整場競賽張力提

升許多。而趣味競賽雖名趣味，但同學們依舊全力投入，發揮運動

家精神。

每年一次的校慶運動會總是能在師生間激盪出精彩的火花，在每位

同學心中留下難忘回憶；最後期許中科實中能和中科管理局一樣，

不斷創新突破，為園區發展貢獻心力。

3

21

4

1. 高中拔河比賽

2. 高三男生 1500 公尺決賽

3. 學生表演秀

4. 趣味競賽  龍騰虎躍

活動紀實
Park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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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 投資組 沈朝財

園區種植 16 年
無患子驚喜結果
Discover CTSP: The Soap-Nut Tree Bears Its First Fruit in 
16 Years

樹齢 16 年のムクロジがついに実を結ぶ

中
科管理局科雅路與科雅一路交會處，一棵 16 年樹齡無患子今年

結果，相當難得。古早農業社會所使用的洗潔劑有皂莢和無患

子，後者果皮含有大量天然皂素，遇水可游離出清潔劑，人們就撿拾

落果，把果實置水中搓揉果皮所產生的泡沫用來清潔身體和洗滌衣物。自從肥皂和洗衣粉問世

後，無患子卻被人們遺忘了，直到最近廿年環保意識抬頭才復興。

無患子學名 Sapindus saponaria, 英文名 Soapberry, 和荔枝、龍眼同屬無患子科落葉喬木。跟一般

植物不同，6-8 月才開花，花是小花多數。果實直徑 1.5-2 公分，成熟後由綠色轉土黃再轉棕色，

果皮會皺縮。此外相傳用無患子樹做成的木棒可以驅逐邪魔，也因此人們稱呼這種樹為「無患」

喔。

冬天葉轉黃

結果

29

悠活中科
CTSP LO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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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林學侃

美味不怕巷子深－小巷子豆花
The Profound Sweetness in the Alley: Small Alley Tofu Pudding

路地裏に隠した美味 -「小巷子豆花」

豆
花可說是台灣最常見的平民小吃之一，但要找到好吃又健康的店家就不容易了。初見

小巷子豆花的曾老闆，模樣相當年輕，完全猜不出是 7 年級生。詢訪之下，得知老闆

曾是 3C 業的銷售員，過去經常為了業績壓力不得不向客人推薦不適合的產品，久而久之，

工作也找不到追求和熱情，遂而在 2013 年和好友學習古法豆花的製作手藝，自行創業，真

心分享好的東西。

用心是最好的調味

小巷子豆花雖非傳統老店，但新鮮黃豆製作的紮實口感，以及台糖二砂甜而不膩的味道，

7 年下來，也成了當地小有名氣的店家，許多在地熟客即使在搬家後，也時常回到小巷子豆

花回味記憶中的那份美味……但最念舊的並非客人，而是老闆曾先生本人，因為該店的就

是曾先生外婆所留下的老宅，也讓他格外珍惜。

位居東海藝術街的小巷子豆花，店如其名，深藏在交錯而狹小的巷弄內，店內擺設雖然多

有陳舊佈置，但很容易就看得出來是經過設計的簡約巧思，好讓店內用餐的客人可以享受

東海藝術街的氛圍，也讓我深深覺得，用心用感情，才是美食最好的調味。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 61 巷 3 之 5 號

04-26316586

營業時間

地點

電話

14:00~21:00（周一公休）

1. 傳統花生豆花與古早味豆花

2. 自選配料的綜合豆花

1

2

悠活中科
CTSP LO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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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中科 FUN 電影

劇情簡介 : 

自
從哈柏（巨石強森 飾），一名美國外交安全局菁英探員，以及不法之徒戴克蕭（傑森史塔森 

飾），一名前任英國軍方特種部隊菁英隊員，首次在 2015 年的《玩命關頭 7》針鋒相對之後，

這一對死對頭就一直在試圖把對方打趴。但是當一名經過電腦生化基因改造並增強體能的無政府

主義者布列斯頓掌握了一項陰險惡毒，很可能將對人類造成無法逆轉的改變的生化威脅，並且打

敗了一名聰明絕頂、無畏無懼的叛變軍情六處探員，而她正好是戴克蕭的妹妹，這一對本來勢不

兩立的死對頭就必須攜手合作、聯手出擊，擊敗唯一一個可能比他們更狠的狠角色。

放映時間：2020／ 12／ 09（三） 18：30
                     

                     (17：50 開放免費入場 )

放映地點：中科管理局行政大樓一樓 101 會議室

片      名：玩命關頭－特別行動（輔導級）

類      型：動作、冒險、劇情 

片      長：2 時 15 分

訊息筆記
Lif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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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先進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保客服工程師 產線作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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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長期海外出差／駐在（大陸／日本）

��獨立性高、抗壓性強

��具面板廠或業界經驗者佳

��日文��以上或英文

�������熟練等文書能力

備料：鍍膜盤整備、塑膠料整備、原物料外觀檢驗與

擺盤

外觀：成品外觀檢查（須長時間操作顯微鏡）

收料：產線、成形後鏡片成品收料

機台操作：組裝機、整列機、成形機、剪膠機、烘料

機、絞料機、粉碎機操作

日班：08：00∼17：00（18：00∼20：00加班）

夜班：20：00∼05：00（06：00∼08：00加班）

可選擇固定常日或常夜班(或是配合輪班)

須配合加班與排假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產線技術員（中科）

��磊晶／晶粒機台操作及相關生產製造作業（蒸鍍／化

學／黃光／研磨／切割／點測／目檢／量測／記錄）

��部分站別需久站、搬重物、操作顯微鏡、黃光及接觸

到化學藥劑

��須穿著全套無塵衣

��須依站別人力及產能狀況配合調動、加班

��主管交辦事項 

��須配合日夜輪班，做二休二，日夜班每三個月輪換一

次（磊晶每二個月輪換一次）

廠務工程師

��廠務（問題對應、設備維護）

��廠務保養、点檢、鍋爐操作

��合理化、改善案件實行

��配合�休�連操日夜勤務及加班

��乙級鍋爐操作資格、大專畢業

生產技術工程師

��機械維修、電氣有���基礎、��������經驗佳

��設備維護相關經驗�年以上

��設備定期保養、維修、改善、改造對應

��工業配線經驗���
��大學電機械相關科系畢

��配合連操日夜勤務及加班

技術員

��無塵室作業、需搬重物

��配合4休2連操日夜勤務及加班

��機台操作經驗

��可電腦操作

週一至週五上午10：00直接進場面試

請先投電子履歷：

Fangyu_Chang@epistar.com

中科2020年12 月徵才啟事
CTSP, Dec, 2020 Recruit Message

CTSP 2020 年 12 月の人材募集情報

意者請於公司網站投遞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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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臺中人力資源網址 http://takejob.taichung.gov.tw/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網址 http://www.eso.taichung.gov.tw/

訊息筆記
Lif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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