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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理想而進步的科技工業重鎮， 應該是做什麼事都方便， 什麼事都有人做。 從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樂， 以

致於園區軟硬體規劃、 實體建設、 工商服務， 樣樣充實、 件件齊全。

    生活在這樣的園區， 每個人看來都很忙碌應該的， 因為那是活力的表現； 每個人也都可以很愉悅、 悠閒， 因

為園區體制健全。

    一言以蔽之：樂活南科， 怡然自得。

基礎設施完善

    台南園區運動公園外部設施於94年11月完工，

95年2月開放使用， 共興建3座籃球場、 2座網球

場、 1座壘球場以及公廁、 步道、 植栽、 活動廣場

等。 屬室內運動設施之健康生活館預計於96年9月

開幕營運， 規劃有羽球場、 籃球場、 桌球場、 溫

水游泳池、 SPA水療館、 健身房、 三溫暖及中西式

餐廳等， 將為園區提供完善舒適的運動休憩環境。

    台南園區污水處理二期廠已於95年2月28日效

率測試合格， 與一期處理廠合計總污水處理量達

90,000CMD， 足可充份供應園區污水處理需求， 打

造南科成為高科技低污染之園區環境。 ..........

運動公園外部設施之壘球場

台南園區污水處理廠二期工程

第五期標準廠房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何明錦所長(左)頒發全國首座「黃金級」的

綠建築物標章予台達電鄭崇華董事長(10月4日)

工商服務多元

南科採購指南出版發表

    《南科企業採購指南》於95年2月22日出版了， 對

南科來說， 雖然只是一本園區「採購供應商資料庫」

彙編， 卻見證了南部科技工業重鎮逐日擴展的規模與

南科管理局鉅細靡遺的事事關心態度， 更重要的是：

服務園區廠商。 這麼充實的資訊， 對廠商採購業務真的

太方便了。                                   ....

???????????????????
?????????????????

    為因應會員廠商的業務需要，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

業公會南部園區企劃管理委員會轉型改名為企劃行銷暨

公共事務委員會， 並於95年10月16日舉行成立大會和推

選正副召集人， 由奇美電子全球支援服務處副總處長

黃文弘當選召集人， 副召集人有3人， 分別為景岳生技

副執行長兼董事長特助謝春成、 台積電經理陳素蘭、

奇美電子總務經理許錦發； 另推舉亞洲基因公司林甫穎

經理、 聯電公司陳彥偉經理、 能元科技陳順仁副理等

3人為候補副召集人。                            ..

運動公園外部設施開放啟用

污水處理二期廠運轉

    眾所矚目的台南園區第五期標準廠房已經新建

完工， 於95年2月開放承租， 很新、 很漂亮， 而且

人性化， 公共設施極為完備。 為協助進駐廠商降低

初期投資成本， 該期標準廠房更針對出入口、 停車

空間、 裝卸貨空間、 機電空間、 附屬道路、 景觀工

程等詳加規劃設計， 新進廠商將倍感方便與滿意。

第五期標準廠房亮麗登場

    台南園區行政服務區中央廣場暨地下停車場，

由行政大樓、 服務中心、 警察大樓及國家高速網路

與計算中心等建築群圍塑而成， 於95年12月15日開

放使用。 地下一層之停車空間可容納416輛汽車及

466輛機車停車位， 提供行政服務區並支援鄰近

Park17商場之停車需求。 中央廣場則可提供行政服

務區之間良好的流通性並作為戶外大型活動之場所

(最多約可容納2萬5千人)。                  ...

行政服務區停車更便利

    網路E化在台灣已經相當普及， 南科管理局建構之

「園區廠商服務e網通系統」於95年12月完成， 預計96

年3月開放上線使用後， 園區廠商線上申辦業務將全面

提昇。

網路E化全面提升

綠色廠辦台達電搶台灣第一

    台達電公司95年風頭很健， 因為位於南科台南園區

之台南分公司勇奪了台灣第一個綠建築EEWH(Ecology, 

Energy Saving, Waste Reduction,Health)九大指標全

部通過之「綠色廠辦」的頭銜， 內政部於10月4日頒給

「2006年最佳優良綠建築大獎」， 由台達電董事長

鄭崇華先生將此標章親手懸掛於台南分公司大廳。   ..

?????????????????,?????IC???

?????

南科公共藝術計畫鳴槍

    南科公共藝術， 啟動了。 相關計畫經國科會於95年

9月5日審查完成， 未來三年將逐步設置公共藝術， 主要

理念為「塑造國際性與科技感的園區意象」， 設置主題

為（一）在生活中找尋趣味， 在科技裡創造驚喜（二）

在全球化文化表徵實踐的同時， 與地方風土人情建立良

善的互動（三）在科技文明的虛擬情境中， 與地域自然

生態產生溫柔的接觸； 含括了生活、 趣味、 驚喜、 人

文、 風土及生態等層面。                      .....

    不久的將來， 「公共藝術」將成為南科處處可見的

美好景觀。                                  .....

園區公會採購委員出版功臣帶著採購指南面世(2月22日)

園區公會公共事務委員會新任召集人奇美電子全球支援服務處

副總處長黃文弘(中)與三位副召集人謝春成、 陳素蘭、 許錦

發， 以及南科管理局鄭秀絨組長、 園區公會潘副總幹事、 各廠

商委員代表合影留念(10月16日)                        ..

    為全力建構園區無障礙空間， 南科管理局特成立「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小組」， 未來園

區建設除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專章設計外， 將另增「無障礙環境設計及施工」手冊， 讓園區無障礙理想更徹底

落實。

    另外， 南科管理局網站在歷經5個月重新規劃後， 於95年1月1日以新的風貌全面改版上線， 並取得AAA認證標

章，  2月10日正式登錄於無障礙網路空間服務網(enable.nat.gov.tw)。

無障礙空間更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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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進駐高雄園區開幕典禮(7月31日)

南科管理局吳盟分副局長於研討會中致詞(11月15日)

南科管理局獲勞委會頒發「95年度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提撥

業務」績優單位

兩性平等宣導會現況(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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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機能躍進

健康生活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績效
卓著獲獎

    台南園區「南科健康生活館委託民間參與經營」計

畫於95年獲頒行政院促參推動委員會95年「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案件」工作團隊績效卓著獎， 受頒工作團隊獎金

及999純金獎牌一面。 為首宗在科學園區以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引進民間廠商經營管理運動休閒館的案

子， 極具指標意義。                           ....

    南科健康生活館預計96年9月全面提供運動休閒與

餐飲服務， 讓科技人下班之後先活動筋骨、 流過汗之後

再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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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南科社區中心委託經營簽約合影(2月16日)

聖娜多堡開張

    吃出健康、 吃出品味、 吃出方便， 南科台南園區95年再添著名餐飲店進駐。 10月18日聖娜多堡南科店盛大開

幕， 提供駐廠員工及商務會談人士優質餐飲服務。

聖娜多堡開幕當天人山人海(10月18日)

社區中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委外簽約
及績效卓著獲獎

    南科管理局以社區整體營造「家的感覺」為目標，

兼顧社區公益及台南園區社區中心之長期營運， 運用促

進民間參與經營模式， 成功引進營運商， 於95年2月16

日與華圓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南科社區中心委

託民間經營合約」。                          .....

    繼健康生活館成功委託經營獲獎後， 再次亮麗出

擊， 社區中心於95年獲得行政院促參推動委員會「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工作團隊績效卓著獎的肯定。   ..

海關進駐高雄園區

    財政部高雄關稅局南科支局籌備處高雄園區辦事處

於95年7月31日成立， 並正式進駐， 對高雄園區廠商通

關自動化之服務往上提昇了一大步。               ..

    此外， 建構完整通關自動化作業環境， 除海關外，

仍有待台糖儲運中心進駐。 已昇任國科會副主委的管理

局前局長戴謙， 於就任統籌三園區後， 宣示將爭取更多

資源投入高雄園區， 以提升服務廠商的品質。       ..

兩性工作平權得冠軍

    兩性工作平權是時代進步的指標。 95年8月28日下

午， 園區兩性工作平等評議委員會委員前往園區國際日

東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實地

訪視。 委員對該兩間公司執行兩性工作平等措施， 給予

高度的評價及稱許。                             ..

    南科管理局在兩性工作平權業務更於95年12月21日

獲頒全國第三級區第一名， 可見園區在勞工行政業務之

成效。                                         ..

「台美出口管制合作研討會」於南科開辦

    為有效管理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使南科廠商更了解

相關管制措施， 南科管理局首次與國貿局合作， 將「台

美出口管制合作研討會」於95年11月15日移師南科舉

辦。 該次美方代表團由美國國務院、 商務部、 國土保安

部以及能源部等單位代表組成， 除了解我方相關管制貨

品之出口及轉口管理機制外， 並就美方現行管制措施進

行解說。                                   ......

推動勞退拿銀牌

    推動勞退獲第二名， 應該值得驕傲， 南科更添溫暖

感。 勞委會將全國28個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依所轄之受僱

人數、 事業單位數等加權後， 劃分為三級區， 南科管理

局在推動園區廠商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方面作業效

能及成果， 於95年12月21日贏得95年全國第三級區第二

名！

臺灣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高科分行正式
進駐高雄園區營運

    95年高雄園區三喜臨門。 臺灣銀行、 合作金庫銀

行、 第一商業銀行等3家銀行進駐高雄園區第一期標準

廠房， 正式營運， 高雄園區整體投資環境更臻周全，

招商業務如虎添翼。                          .....

    正當招商緊鑼密鼓之際， 引頸期盼的保警分隊， 亦

拍版定案於95年元旦進駐， 全力為廠商治安把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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