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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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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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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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園區公共停車場位置及禁停規劃路段示意圖

執行違規車輛拖吊

    為改善台南園區日益嚴重之違規停車現象， 保警中隊於95年2月3日起開始執行違規停車移置及保管作業。

    違規車輛將逕行移置於南科七路停9公共停車場之拖吊保管場， 執行拖吊區域為台南園區內各公共道路， 執

行拖吊領車作業時段原則為每日上午8時至20時， 必要時將延長， 以維持園區交通順暢及提昇用路安全品質。

高雄園區員工住宅招租

    為提供高雄園區員工舒適居住環境， 南科管理局斥

資8億元興建第一期員工住宅， 於96年初進行招租。 ...

    該住宅區單身宿舍共590間(含301間單人房宿舍及

289間雙人房宿舍)、 48戶有眷宿舍(37坪)、 12戶主管

宿舍(57坪)， 三幢居住空間完全獨立， 可避免相互干

擾， 並皆為地上12樓地下1樓之建物， 地下室互通， 共

提供381輛汽車停車位及413輛機車停車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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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親睦鄰熱絡

南科新港堂小廟變大廟

    南科台南園區自86年開始開發以來， 園區內總計有

10座小廟散布， 因信徒及地方鄉民陳情反映， 希望另行

遷建， 但因寺廟數量不少， 因此有人提議集中安置。 在

經歷約八年的努力， 一座「小廟變大廟， 小神成大聖」

的廟宇「新港堂」終於在95年9月8日完工啟用， 並經南

科管理局催生下， 成立「新港堂管理委員會」， 為往後

永續經營奠下深厚基礎。

    「新港堂」是一座結合宗教與文化於一地之文化館

設計， 二樓為「新港堂」供奉南科眾神， 一樓為藝文活

動中心， 為地方提供一處新的藝文展演場所。

新道路取懷舊老地名

    台南園區二期基地公共工程已陸續完成， 道路亦隨著開發進度而興闢。 南科管理局依法完成道路命名程序，

所取皆以道路行經路線之舊地名為依據， 如烏橋中路、 三抱竹路等， 民眾將不會因南科開發而淡忘先賢的歷史。

創業好厝邊

    徵才， 南科廠商是附近縣市政府爭取配合提供就業的對象。 95年7月22日， 南科管理局、 台南縣政府、 雲嘉

南就業服務中心攜手合作， 於台南園區西拉雅廣場舉辦就業徵才博覽會， 當天湧進人潮保守估計超過25,000人

次， 現場求職者達8,000至10,000人。 5月26日， 高雄縣政府勞工局與南科管理局於高雄縣岡山農工舉辦「就是有

工作－2006高雄縣職訓、 就業聯合博覽會」， 參與徵才廠商超過60家， 提供近5,000個就業機會。           ...

    此外， 南科管理局也積極扮演協助園區周邊里民創業的角色， 於4月23日、 4月29日、 5月6日， 與高雄縣政府

合辦3場高雄園區周邊里民創業座談會。 會中特別邀請幼稚園安親班、 汽車洗車維修、 商場及園區同業公會代表

大億科技公司等各行各業成功創業家現身說法， 分享成功創業的經驗。                                  ...

賽球競技園裡園外一家親

    南科盃敦親睦鄰球賽暨趣味競賽， 堂堂進入第7屆，

於95年7月31日起舉行， 計有5項球類比賽及6項趣味競

賽， 報名隊伍破往年隊數， 參與人數超過2,500人， 場面

熱鬧， 競爭也相當激烈。                           ..

    賽程近二個月， 既有益身心健康， 也容易與周邊里民

培養情誼。 有鑑於此， 南科管理局每年均推出更豐富多元

的比賽項目， 讓敦親睦鄰球賽一年比一年精彩， 一年比一

年有趣。                                         ..

    另外， 高雄園區亦於95年12月23至24日， 於先期球場

舉行95年高雄園區盃敦親睦鄰球賽， 以培養園區員工及鄰

近鄉鎮居民利用工作之餘運動的習慣。               ..

南科管理局陳俊偉局長(中)及與會貴賓一起點燃第7屆南科盃聖火(7月31日)

南科盃憶兒時趣味競賽現況(7月31日-9月16日)

高雄園區第一期員工住宅外觀

右起新港堂管理委員會陳樹傳主委、 安定鄉王寶民鄉長、 南科

管理局陳俊偉局長、 新市鄉鄭枝南鄉長、 保警中隊魏堂利中隊

長、 奇美電子許錦發經理等人於新港堂前祈福(10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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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規車輛將逕行移置於南科七路停9公共停車場之拖吊保管場， 執行拖吊區域為台南園區內各公共道路， 執

行拖吊領車作業時段原則為每日上午8時至20時， 必要時將延長， 以維持園區交通順暢及提昇用路安全品質。

高雄園區員工住宅招租

    為提供高雄園區員工舒適居住環境， 南科管理局斥

資8億元興建第一期員工住宅， 於96年初進行招租。 ...

    該住宅區單身宿舍共590間(含301間單人房宿舍及

289間雙人房宿舍)、 48戶有眷宿舍(37坪)、 12戶主管

宿舍(57坪)， 三幢居住空間完全獨立， 可避免相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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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科台南園區自86年開始開發以來， 園區內總計有

10座小廟散布， 因信徒及地方鄉民陳情反映， 希望另行

遷建， 但因寺廟數量不少， 因此有人提議集中安置。 在

經歷約八年的努力， 一座「小廟變大廟， 小神成大聖」

的廟宇「新港堂」終於在95年9月8日完工啟用， 並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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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經營奠下深厚基礎。

    「新港堂」是一座結合宗教與文化於一地之文化館

設計， 二樓為「新港堂」供奉南科眾神， 一樓為藝文活

動中心， 為地方提供一處新的藝文展演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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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才， 南科廠商是附近縣市政府爭取配合提供就業的對象。 95年7月22日， 南科管理局、 台南縣政府、 雲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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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2006高雄縣職訓、 就業聯合博覽會」， 參與徵才廠商超過60家， 提供近5,000個就業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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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5年7月31日起舉行， 計有5項球類比賽及6項趣味競

賽， 報名隊伍破往年隊數， 參與人數超過2,500人， 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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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程近二個月， 既有益身心健康， 也容易與周邊里民

培養情誼。 有鑑於此， 南科管理局每年均推出更豐富多元

的比賽項目， 讓敦親睦鄰球賽一年比一年精彩， 一年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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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高雄園區亦於95年12月23至24日， 於先期球場

舉行95年高雄園區盃敦親睦鄰球賽， 以培養園區員工及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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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管理局陳俊偉局長(中)及與會貴賓一起點燃第7屆南科盃聖火(7月31日)

南科盃憶兒時趣味競賽現況(7月31日-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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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奇美電子許錦發經理等人於新港堂前祈福(10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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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模範勞工大合照(4月27日)

南科管理局陳俊偉局長(右4)及與會貴賓人手一本「先民履跡」合

影留念(10月26日)

22 23

漆彈競賽新奇叫好

    漆彈兼具運動與娛樂效果， 是近來新興的熱

門運動項目。 為促進園區廠商情感交流， 豐富從

業人員休閒生活， 南科管理局於95年8月27日上

午9時至下午17時， 在黑鷹戰略叢林複合式漆彈

主題樂園舉辦「2006年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員工漆

彈大賽」， 讓園區工作人員親身感受了一次新奇

叫好的叢林野戰遊戲。                   ....

優良勞工表揚暨勞工音樂晚會

    為表揚園區優秀之從業人員， 南科管理局

與奇美電子、 統一park17商場於95年4月27日

晚上7時， 在統一park17商場戶外圓形廣場舉

辦「2006南科優良勞工表揚暨勞工之夜音樂

晚會」。                              ...

    95年優良勞工當選名額由94年的35位增加

至40位， 共有16家廠商員工獲選， 平均年資均

5年以上。 其中， 台積電的蔡伯岳先生更榮獲

95年全國模範勞工殊榮。                 ...

南科未婚聯誼情定日月潭

    情定日月潭。 2006南科未婚聯誼活動日情月緣潭情之旅， 於11月4、 5日二天， 假日月潭舉行， 計有36對未婚

男女參加， 3對準佳偶速配成功， 得到眾人的祝福， 也獲得一夥人精心準備的諸多獎品。

未婚聯誼參加學員手牽手走在車埕鐵道上(11月4、 5日)

月是南科圓中秋人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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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是南科圓」中秋聯歡晚會於95年10月4日舉行，                                       ..

當天活動內容十分精采， 有生動逗趣的猴子兵團演出、                                       ..

充滿神奇驚嘆號的川劇變臉、 魔術表演、 更有實力派歌                                      ..

手施文彬及黃小琥展現歌唱Live的魅力。                                                   ..

    晚會除精采豐富的表演外， 場地四周亦安排南台灣                                      ..

各地美食小吃攤， 讓民眾邊吃邊觀賞節目， 近千名園區                                      ..

從業人員及鄰近村里民， 共度了一場充滿溫馨、 歡笑又                                      ..

熱鬧的中秋團圓夜。                                                                    ..

    另高雄園區亦於10月3日晚上， 在標準廠房前草坪                                      ..

舉行「秋日爵醒」中秋音樂晚會， 陣陣秋風， 伴著優美的樂聲， 園區的夜晚， 瀰漫著一股抒情氣息。

催生南科史前館暨新書發表會

    台南縣政府95年10月26日於南科管理局行政大樓舉辦的「催生國家級南科史前文化博物館暨《先民履跡南科

考古發現專輯》新書發表」記者會， 除為了催生國家級                                              ....

南科史前文化博物館， 並藉由新書發表， 宣揚台南縣豐                                              ....

富的史前文化遺留。                                                                             ....

    《先民履跡南科考古發現專輯》是以南科台南園區

內至今發現的考古遺址為研究對象， 由中央研究院臧振

華博士率領的南科考古隊截至目前11年時間的研究成

果， 希望在博物館完成前， 先讓大眾一睹先民文化的風

華， 對南科考古文化資產有更深入的認識。         ..

    經過長期的努力與爭取， 行政院長蘇貞昌已承諾興

建南科史前文化博物館， 教育部亦答允組織專業團隊，

長久以來的積極推動終於有了成果。             ....

日商友人感受台灣情誼
漆彈大賽－體會叢林野戰(8月27日)

日商友人感受鹽水蜂炮熱力四射風情(2月12日) 台瀛文化交流－阿波舞之夜(7月21日)

    遠赴他國工作， 需要朋友， 佳節、 假日尤感寂寞。 95年， 南科管理局舉辦了3場與日商友人的交誼活動。 95

年1月11日南科管理局前局長戴謙(現任國科會副主委)及大億企業集團吳俊億董事長特別設宴， 舉辦一場溫馨的

忘年會， 讓身處異鄉的日籍貴賓也能在台灣歡度新年。                                                ...

    第2場選在元宵節， 為使日籍從業人員瞭解台灣重要民俗活動， 促進中、 日文化交流， 特別邀請他們共賞名

聞國際的鹽水蜂炮。 由於一年僅有一次， 報名十分踴躍， 參加者宛如經歷一次堪稱台灣最瘋狂的民俗嘉年華會。

    7月21日則在南科管理局行政大樓一樓舉行「台瀛文化交流－阿波舞之夜」。 除奇美、 住華、 琳得科、 國際

日東、 大億、 西虹電子、 頂正、 斯坦雷、 大福等各大廠董事長與日籍駐台人員參與外， 也邀請南部地區公司日籍

人士及園區公司高階主管共襄盛舉。                                                                ...

魔術師邀請民眾上台體驗魔術奧妙(10月4日)



全體模範勞工大合照(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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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留念(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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