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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服務

南科管理局連續 5 年

獲「甲」等勞動檢查機構

南科管理局長期以來，努力推動各項減災

方案、徹底掌握園區高風險場所，希望有效降

低園區潛在災害及全面提升園區工安水準，並

循序漸進地針對園區事業單位進行宣導、輔導

及檢查， 101 年連續 5 年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考核評定為「甲」等勞動檢查機構。

南科工安白皮書  擘造安全健康社區

11 月 15 日發表 2012 年南科工安白皮書，

活動參與者主要為園區事業高階主管及工安衛

生主管等，住華科技黃建銘總經理擔任活動引

言，並由甫獲國家工安獎的台灣康寧南科分公

司邱垂勇廠長分享高階主管支持工安的具體作

法，與大家共同打造安心、健康、安全的職場

與園區環境。

█ 發表工安白皮書打造安全健康園區 (101.11.15)

█ 「2012 南科就業徵才博覽會暨優良勞工表揚活動」與會貴賓開幕儀式合影
(101.04.29)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潘世偉主委於 101 年全國勞動
檢查員大會頒發獎牌 (101.10.30)

南科大家庭

「徵」的需要您加入

4 月 29 日在南科西拉雅

廣場舉辦「2012 南科就業徵

才博覽會暨優良勞工表揚活

動」，共有 59 家廠商參與求

才，求職民眾超過 3,000 人

次，初步媒合率約 7 成。當

天還公開表揚 63 位各事業單

位推薦的優良勞工；此外，

現場也提供各項便利服務讓

準南科人能夠更了解南科的

好，歡喜地加入南科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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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聯合徵才就業博覽會

招募人才好平台

南科管理局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於 8 月 4

日在國立高雄岡山農工學生活動中心舉辦「2012

高雄市北區暨南科高雄園區聯合徵才就業博覽

會」，藉由徵才活動提供高雄園區的企業優質

的人才招募平台，讓高雄的民眾有更便捷的求

職管道。

營造友善職場環境  友愛無礙工作好伙伴

勞委會於9月 3日在南科管理局舉辦「2012

身心障礙者職務分析研討會」，特別邀請輔導

團隊專家針對相關主題進行探討，並請超額進

用身心障礙者的績優單位奇美電子分享其進用

經驗，如何透過營造安全、友善的職場環境，

使他們在工作中受到肯定，建立自信，與大家

在互信、可靠的工作環境中共同成長。

持續推動 AEO 認證  國際競爭力再升級

持續推動園區事業廠商進行 AEO 認證，通

過驗證的企業可享最低文件審查及貨物抽驗比

率，並得以申請使用非侵入方式查驗貨物，讓

通關速度更快、更便捷。101 年累計輔導和鑫光

電及鑫科材料等 2 家進行 AEO 教育訓練、安全

改善輔導與安全認證檢核項目及其驗證基準講

解、風險評估及商業夥伴說明等輔導工作，預

計可於 102 年底前取得 AEO 認證資格。

█ 「2012 高雄市北區暨南科高雄園區聯合徵才就業博覽會」與會貴賓共同啟動開場儀式 (101.08.04) 

█ 左起勞委會職訓局林三貴局長、勞委會王如玄前
主委、南科管理局陳俊偉局長、奇美電子王志超總
經理等人於啟動儀式合影 (101.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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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高雄園區廠商保母制度開張 (101.09.04)

█ 高雄園區生活地圖

高雄園區生活地圖完成

優質服務再提升

為提供廠商更便利的生

活服務訊息，101 年完成高

雄園區生活地圖的製作，將

園區周邊文化活動、餐飲、

交通、住宿、觀光、休閒及

金融等生活資訊集結編印成

生活地圖，只要手握地圖，

就能暢行無礙。

高雄園區廠商保母制度

服務貼心又細膩

為提供高雄園區進駐廠商最直接的服

務，廠商申請租地或租廠，即分派各業務

組副組長認養、扮演廠商「保母」，擔任

南科管理局與廠商間對口角色，透過廠商

保母無微不至的關心、提醒廠商在園區各

項業務事宜，協助解決廠商問題與需求。

電子公文推行有成

績優廠商獲表揚

南科管理局為配合「電子公文節能減

紙推動方案」，積極推動與園區廠商進行

電子公文交換，5 月 29 及 30 日兩天於台

南、高雄兩地舉行系統宣導說明會，並獲

得廠商熱烈迴響及配合。特於 11 月 15 日

工安環保月活動上公開表揚 13 家推動公文

電子交換績效優良的廠商。

位於茄萣的興達港情人碼

頭是高雄休閒觀光勝地，附近

的觀光漁市有最新鮮的漁獲、

各式炸海鮮與港邊咖啡座，每

年冬季烏魚盛產期，更吸引許

多觀光客。

南科高雄園區位於高

雄、台南交界，可同時感

受兩個不同的城市文化與

生活。從南科高雄園區開

車前往高雄市區只需約半

個小時，愛河、旗津島、

高雄港、全台第二高樓八

五大樓等，皆為全台著名

景點。

搭乘觀光船暢遊河港、

品嚐海鮮，造訪精品商圈與

觀光夜市，品嚐多元異國料

理，參與大型國際藝文活動

⋯，都是高雄引人入勝之

處，規劃完善的自車道與公

共自行車系統，不但能銜接

多處知名景點，更能讓人充

分感受這座開闊海港城市的

活力。

高雄港畔的駁二藝術特

區，是感受創意活力的好地

方。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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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園區生活地圖

同時
享有都會與自然雙重活力

南科高雄園區管理中心位於園區南側的一期標準廠房

一樓，同樓層中亦設有兩家銀行、郵政代辦所，方便廠商

儲匯郵政業務；二期標準廠房大樓則設有統好佳團膳提供

廠商員工餐飲服務。新的行政大樓亦將座落於路科五路與

路科六路口，為廠商提供完善服務。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分為台南園區與高雄園區，台南園

區位於台南市新市、善化、安定區之間；高雄園區位於高

雄市路竹、岡山、永安區交界處，面積約為570公頃，二

園區行車相距不到一個小時。

高雄園區水電資源充足，無淹水紀錄，亦無斷層通

過，且各項交通都相當便利，是相當具發展潛力之科學園

區。主要產業以光電、創新醫療器材、綠能科技與精密機

械為主，其中更整合台灣南部醫療院所、學校與研發機構

之研發資源，形成具特色之醫療器材產業聚落。

南科高雄園區實施單一窗口服務，以及優惠獎勵措

施，在投資、工商、環安、營建、建管等各方面，提供廠

商最迅速、便捷的服務。投資南科高雄園區，是提升企業

競爭力的優質選擇！

高苑科技大學隔著台一線與南科高雄園區相鄰，教學

兼顧產業與學術的結合，貼近產業的需求，產學合作與研

發能力為其強項，同時高苑也很重視體育活動，棒球隊遠

近馳名。

員工住宅位於園區西北角，三棟嶄新大樓與齊全設

施，提供安心而優質的住宿。宿舍內備有健身房、桌球

室、撞球台、洗衣室與無人商店，24小時保全守衛，環境

安全清幽。外圍設有籃球場、公園與自行車道，讓員工在

工作之餘，享受身心平衡的休閒生活。

南科高雄園區所在的路竹區，東側臨岡山，西側為永

安、茄萣，接臨山海交會點，四通八達的地理特性，休閒

生活擁有親山近水的優點，不論是前往大崗山風景區，或

是悠遊漁港品嚐海鮮，都相當便利。

人性化的內部設施

發展無限的高雄園區

高苑科技大學　生活資源共享
高雄生活圈 台南生活圈

親山近水的悠然環境

●員工住宅

●員工住宅內的健身休閒設備。

●籃球場

●管理中心內有兩家銀行提供服務。

●景觀公園

●統好佳團膳

●大崗山一帶盛產香
　甜多汁的芭樂。

●興達港情人碼頭

●大崗山滑順香濃的龍眼蜂蜜全台知名。

大崗山一帶泡湯文化盛

行，此地溫泉夏天的水溫約

18度，冬天水溫約21度，是

台灣少有的碳酸氫鈉冷泉，

水質透明無色略帶硫磺味，

近年亦不乏建築設計現代華

麗的泡湯會館，讓旅客享受

更優質的泡湯旅宿。

泡完好湯，正巧來頓以在地農特產入菜的料理，大崗

山土壤偏鹼性，這裡的羊因食用此地青草而使羊肉鮮甜無

羶味；土雞亦是此地特產，緊實口感廣受饕客好評；而路

竹蕃茄、大崗山的芭樂、蜜棗、蜂蜜更聞名遐邇。

●滷味博物館
在此可以認識多種台灣知名滷

味的製程，或是DIY體驗，更

能選購各式滷味伴手禮。

●MAYA MAYA
MAYA MAYA位於路竹鬧區，提供各式簡餐，開闊

的用餐環境，適合聚餐。

●微哩奇咖啡館
微哩奇咖啡館主廚曾任職於台

南知名法式料理餐廳，溫馨舒

適的用餐環境，讓人悠閒享用

專業級法、義式料理。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台南園區／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22號

Tel:+886-6-505-1001‧Fax:+886-6-505-0470

高雄園區／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五路86號1F 

Tel +886-7-607-5545‧Fax:+886-7-6075549

www.stsipa.gov.tw/

南科高雄園區特別與高苑科大合作，讓園區廠商共享

高苑校園內之眾多設施與服務資源。高苑圖書館藏書豐

富，提供有「行動圖書館」服務，由校方將借閱圖書送至

廠商。運動設施部分，則特別開放體適能中心、體育館、

籃球場、網球場、攀岩、棒球打擊等區域給南科高雄園區

廠商(部分設施必須事先預約，並付費使用)，讓廠商員工

在辛勞工作之餘，享受多元、健康的運動休閒。

此外，學校也提供多樣化餐飲服務，如各式中餐點、

滷味、飲料、點心等，校園內還設有便利商店。校內的自

然史教育館、藝文中心，也經常舉辦展覽活動，歡迎多多

參與。

●高苑科技大學設施服務使用資訊
圖書館：免費

體適能中心：會員制，酌收費用。

棒球打擊練習：需預約，酌收費用。

趣味親子體能活動：需預約，酌收費用。

攀岩：需預約，酌收費用

（備註：以上項目需由廠商與校方先行簽約）

地址：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1821號

洽詢專線：總機07-6077777 轉

　　　　　圖書館1604／運動類(休運系)2321

　　　　　自然史教育館1740／藝文中心1742

以古蹟和小吃聞名的台

南，曾經有264年為台灣首

都，市區距離南科高雄園區行

車約半小時。飲食文化精緻亮

眼，除了保存眾多傳統風味，

如：擔仔麵、虱目魚料理等，

更有新奇的棺材板等成為國宴

料理的特色小吃。

除了赤崁樓、安平古堡、孔廟等著名古蹟，台南也保

留很多老建築，並被改造為咖啡館、民宿，呈現多變的老

屋新活力。擁有豐富藝術文化活動的台南，是一座傳統與

創新並存、步調悠閒的慢活城市。

海安路街道美

術館更讓舊街區成

為當代藝術的展示

場域；前身為台南

州廳的國定古蹟台

灣文學館，則是台

灣第一座文學博物

館。

●在大崗山可享受少見的冷泉。(圖片提供：花季冷泉會館)

●岡山以羊肉料理著稱。

●自然史博物館（圖片提供／高苑科技大學）

●體育館（圖片提供／高苑科技大學）

●夢時代購物中心

●八五大樓

●駁二藝術特區

●各式精緻料理

●愛河

●台灣文學館

●孔廟

●擔仔麵 ●赤崁樓

●海安街道美術館

●體適能中心（圖片提供／高苑科技大學）●體適能中心（圖片提供／高苑科技大學）

●高苑經常舉辦多樣化的藝
　文展覽活動。
　（圖片提供／高苑科技大學）

●籃球場（圖片提供／高苑科技大學）

●蕃茄是路竹有名的農產。

本著作物所有圖文版權所有，請勿任意翻印使用。

█ 電子公文公開表揚活動照 (10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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