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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南科半導體科技與產業論壇實況(11月20日)

管理大師講座及各式產官學交流

    促進產官學交流活動， 現在已成主流趨勢， 這可以將理論、 實務、 政策等緊密結合在一起。 南科管理局95年

主協辦計29場次研討會、 論壇活動， 吸引近2,700人次參加。

高科技產業策略創新與核心優勢人才培訓計畫

    現在是一個分工細密的時代， 培訓人才也因任務標的而有區別。 南科管理局95年辦理「高科技產業策略創新

與核心優勢人才培訓計畫」3場講座論壇， 參與總人次達有400人次以上， 主要是協助園區內廠商拓展經營視野，

掌握經營優勢， 屬高階經營管理課程。

半導體科技與產業論壇

    學術交流是解決自己知識盲點， 極便利、 有

效的方法。 「2006南科半導體科技與產業論壇」

於95年11月20日假國立高雄大學舉行， 針對台灣

半導體產業之市場、 製程、 封裝、 未來展望等做

深入的演講， 並安排座談面對面交換意見。  ...

保稅人員講習

    保稅業務包括一連串繁複的表格、 程序、 簽

章、 通關過程， 南科管理局為提供保稅業務人員

良好的實務學習互動平台， 會同海關及科學工業

園區同業公會南部園區辦事處於95年8月14日至

16日連續三天， 辦理園區保稅人員講習。 ......

    另一場保稅業務講習， 則是高雄關稅局為加

強便民服務並積極推展保稅業務， 於同年3月15

日偕同南科管理局於高雄園區舉辦， 為期一天。

全日語財稅講座

    各國的稅制與法律有所不同， 也經常修訂，

這對來台經營的日本人無疑是種障礙。 南科管理

局特別於95年2月24日， 與建業法律師事務所、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南科育成中心等單位，

合辦全程日文發音之會計及法律講座。 希望藉此

講座， 協助日本友人來台經商順利。       .... 全日語財稅講座(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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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攬才招商大豐收

   「95年度行政院延攬海外科技人才訪問團」於95年9月針對美國、 日本進行延攬海外高科技人才活動， 南科管

理局共同參與。                                                                                 ....

    南科管理局於國外招商期間， 除廣宣南科產業聚落， 亦對重點產業(如半導體產業)之國際合作網絡主動出

擊。 歸納95年招商心得， 國際上成功的科學園區均包含「良好的國際化生活環境」、 「完善的基礎網路建設」、

「便利的國際交通」以及「充沛的跨領域人才供應」等。                                             ....

美國行程─2006投資台灣說明會

    美國攬才活動於95年9月7日至17日期間， 前往美國矽谷、

洛杉磯、 波士頓、 紐約等地， 舉辦共4個場次的「企業與人才媒

合商談會」， 並辦理4場次的「2006投資台灣說明會」， 向各地

企業介紹台灣投資環境及優惠措施。                    ....

    95年訪問團與以前最大的不同是加入招商行程。 尋求投資機

會者， 以生化、 製藥的企業較多， 尤其是找台灣的合作夥伴， 也

希望政府能參與投資； 其次是軟體資訊業者， 希望回台投資。 ..

2006人才媒合商談會現場(9月7-17日)

日本行程─深耕東瀛，引進設備產業

    南科管理局繼94年赴日招商獲廣泛迴響後， 95年10月16日

至21日再度成行， 由吳盟分副局長率團前往， 除拜訪6家知名

FPD設備廠商及參觀日本橫濱FPD展外， 並於橫濱與台南縣政府共

同辦理招商說明會。                             ..........

探索南科線上闖關活動

    為了讓應屆畢業精英將南科納入就業的第一選擇， 也為廠商吸引更多人才， 南科管理局打破以往走入校園推

銷的方式， 推出「2006南風再起－探索南科線上闖關活動」， 吸引了3萬多人上網瀏覽， 4千多人正式登入會員

外， 更於95年5月20日邀請全國40所大學學生舉辦南科一日體驗營， 吸引約400名學生到園區參訪。          ...

    「南科好棒！ 」有一天， 他們長大了， 會回來！                                                  ...

專業職訓全年滿座

    95年專業及技術人才培訓計畫分為光電類專案與綜合類專案， 由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擔任培訓課程

執行單位， 並由博大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課程品質管控。 總計投入經費計776萬元， 開辦課程47班， 培訓時數967小

時， 受訓人數更高達1,724人次。

    從投資的角度來說， 培訓人才所花的成本相對不高， 但對提昇產能卻極有效。

日本記行─YRP電信園區參訪與WTP展覽會參展

???????????(?)??????????

??????(10?16-21?)

南科管理局率團員與Dr.Makoto Nagao(President of NICT)(前排中) 在NICT東京總部大廳合影(4月24-29日)

     為加速推動高雄園區電信產業聚落之成型與發展， 95年4月                                     .....

24日至29日， 南科管理局前局長戴謙(現任國科會副主委)及高雄                                     .....

園區組前組長林威呈(現任副局長)， 偕同工研院資通所及國內電信廠商業者， 前往日本， 進行橫須賀電信研究園

區(Yokosuka Research Park， 簡稱YRP)、 財團法人情報通信研究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簡稱NICT)實驗室， 以及NTT DoCoMo與KDDI研發中心設施等單位的參訪活動；

27、 28日則參加由YRP於橫濱舉辦之「Wireless Technology Park 2006， 簡稱WTP」電信展覽活動。       .....



14 15

放
眼
世
界
‧
近
悅
遠
來

元首訪視南科

陳水扁總統三度訪視南科

    95年， 非常關心南北均衡發展

的陳水扁總統， 總共三度訪視南

科。 第一次於9月9日， 由國科會陳

建仁主委及南科管理局陳俊偉局長

率領同仁於大廳迎接， 陳水扁總統

該行程主要是關心南科九年來成長

與發展現況， 聽取簡報後， 巡視南

科各項公共建設， 隨後到南科考古

文物陳列室參觀考古文物。     ..

    陳水扁總統第二次視訪， 於隔

月14日抵高雄園區。 先參觀長興開

發科技公司， 隨後轉往高雄園區辦

公室， 與高雄園區廠商業者進行餐

敘座談、 交換意見。 餐敘結束後，

廠商代表與陳水扁總統於高雄園區
陳水扁總統(右3)陪同薩爾瓦多總統薩卡閣下伉儷(左3-4)參訪台積電(10月19日)

辦公室前合影留念， 對高雄園區發展極具鼓勵作用。

    陳水扁總統第三次南下， 由外交部安排於10月19日上午陪同薩爾瓦多總統薩卡閣下伉儷進行南科整體科技產

業發展的視察與交流。 該次視訪， 不僅成功達成宣揚「深耕台灣、 佈局全球」、 「綠色矽島」之國家願景， 也展

現了南科有實力立足國際， 將南科經驗推進國際， 具體實現政府「前進中南美」之科技外交使命。

呂秀蓮副總統暨科技諮詢委員
會視察高雄園區

    呂秀蓮副總統， 也和陳水扁總

統一樣關心南科， 95年5月5日偕同

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委員視察高

雄園區， 與電信技術中心、 科學工

業園區同業公會、 奇美電子等15家

高科技廠商代表出席座談會， 直接

面對面聆聽來自產業界的聲音， 展

現了政府南北均衡發展政策的

決心。                       ..

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費南德斯伉儷參訪南科

    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費南德斯伉儷， 由外交部

黃瀧元次長陪同， 於95年6月27日參訪南科台南園

區， 希望藉由台灣發展高科技的經驗， 作為多國產

業發展的參考。                           .....

    多國總統費南德斯懇切表示， 對南科的發展十

分佩服， 除希望借鏡我國科技發展經驗， 並表達希

望透過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投資， 形成台灣、 多明尼

加及美國東岸的新三角戰略關係， 促進三方產業技

術交流與經貿往來， 創造雙贏局面。         .....
國科會主委陳建仁(右)致贈石斧予多明尼加共和國費南德斯總統

(6月27日)                                                 ...

商機畢現，國外商團相繼來訪

薩爾瓦多投資促進局來訪南科

    薩爾瓦多國家投資推廣局一行人， 於95年4月17

日至5月1日間訪台進行招商， 分別在台北、 台中及

高雄舉辦「台薩園區投資商機座談會」， 並於4月21

日參觀台南園區。                         .....

    薩國投資局該行的重要性在於中南美洲與美國

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陸續生效而延伸之台薩兩國間之

新投資商機。 在參觀南科後， 四位薩國友人對園區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與日本德洲簽署合作備忘錄

    來自日本德洲會， 由創辦人德田虎雄夫人德田秀子率隊的日本德洲會訪問團， 在高雄縣楊秋興縣長的見證

下， 於95年3月24日在高雄圓山聯誼會與南科管理局簽署友好合作備忘錄(MOU)。                          ...

    德洲會係由德田虎雄醫師(日本前國會議員)創立於1973年， 目前該集團醫院多達170餘所， 員工1萬5,000

人， 是日本最大、 全球第二大的醫療法人「德洲會」， 也是高雄園區發展醫療器具重要的爭取對象。     ......

德國投資部長參訪南科

    前來台灣招商的德國投資部長Mr.Gerhart Maier等一行人， 95年3月29日與本局及台南縣政府座談， 由南科

管理局前局長戴謙、 台南縣長蘇煥智親自歡迎德國貴賓蒞臨， 會後並參訪南科特定區之液晶電視專區及奇美電子

公司。                                                                                           ..

    由於今年世界杯足球賽由德國主辦， 德國投資部長Mr.Gerhart Maier特別帶來2顆比賽用球， 並親自簽名，

送給蘇縣長、 戴前局長留念， 為該次參訪， 留下完美句點。                                             ..

與日本德州會簽署合作意願書(3月24日)

????-??2006 IASP ???????

    南科管理局吳盟分副局長與工研院成員於95年6月4日赴歐洲參加IASP年會暨歐洲招商訪問， 分別參訪英國劍

橋科學園區(Cambridge Science Park)、 英國Babraham Bioscience Technologie公司、 及法國的SOPHIA 

ANTIPOLIS園區、 目前全球唯一能提供航空公司業界資訊處理系統的GDS(Global Distribution System)的

AMADEUS公司， 並拜訪位於SOPHIA ANTIPOLIS園區內的歐洲電信標準組織(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的技術長Adrian Scrase， 就高雄園區發展電信產業應如何規劃向其請益。    ....

    最後行程則走訪劍橋科學園區位於倫敦東北方55哩處， 屬於英國經濟發展最快速的東英格蘭地區六個郡(

Cambridgeshire, Norfolk, Suffolk, Essex, Hertfordshire, Bedfordshire)。 此區僱用約70％的英國高科技

人才， 平均的研發費用約為英國全國平均的3倍， 而且有91％是屬於員工20人以下的公司， 是典型以研發為主的

區域。                                                                                         ....

與薩國友人於晚宴時合影(4月21日)

呂副總統(前排中)參訪南科高雄園區(5月5日) 德國投資部長(中)特別帶2顆足球親自簽名送給南科管理局留念(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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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洲會係由德田虎雄醫師(日本前國會議員)創立於1973年， 目前該集團醫院多達170餘所， 員工1萬5,000

人， 是日本最大、 全球第二大的醫療法人「德洲會」， 也是高雄園區發展醫療器具重要的爭取對象。     ......

德國投資部長參訪南科

    前來台灣招商的德國投資部長Mr.Gerhart Maier等一行人， 95年3月29日與本局及台南縣政府座談， 由南科

管理局前局長戴謙、 台南縣長蘇煥智親自歡迎德國貴賓蒞臨， 會後並參訪南科特定區之液晶電視專區及奇美電子

公司。                                                                                           ..

    由於今年世界杯足球賽由德國主辦， 德國投資部長Mr.Gerhart Maier特別帶來2顆比賽用球， 並親自簽名，

送給蘇縣長、 戴前局長留念， 為該次參訪， 留下完美句點。                                             ..

與日本德州會簽署合作意願書(3月24日)

????-??2006 IASP ???????

    南科管理局吳盟分副局長與工研院成員於95年6月4日赴歐洲參加IASP年會暨歐洲招商訪問， 分別參訪英國劍

橋科學園區(Cambridge Science Park)、 英國Babraham Bioscience Technologie公司、 及法國的SOPHIA 

ANTIPOLIS園區、 目前全球唯一能提供航空公司業界資訊處理系統的GDS(Global Distribution System)的

AMADEUS公司， 並拜訪位於SOPHIA ANTIPOLIS園區內的歐洲電信標準組織(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的技術長Adrian Scrase， 就高雄園區發展電信產業應如何規劃向其請益。    ....

    最後行程則走訪劍橋科學園區位於倫敦東北方55哩處， 屬於英國經濟發展最快速的東英格蘭地區六個郡(

Cambridgeshire, Norfolk, Suffolk, Essex, Hertfordshire, Bedfordshire)。 此區僱用約70％的英國高科技

人才， 平均的研發費用約為英國全國平均的3倍， 而且有91％是屬於員工20人以下的公司， 是典型以研發為主的

區域。                                                                                         ....

與薩國友人於晚宴時合影(4月21日)

呂副總統(前排中)參訪南科高雄園區(5月5日) 德國投資部長(中)特別帶2顆足球親自簽名送給南科管理局留念(3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