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科技部新竹科技部新竹科技部新竹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民服務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民服務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民服務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民服務手冊手冊手冊手冊    
(10(10(10(103333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    1111 

貳貳貳貳、、、、本局服務時間本局服務時間本局服務時間本局服務時間、、、、電話電話電話電話、、、、傳真及地址傳真及地址傳真及地址傳真及地址    ........................................................................    6666 

參參參參、、、、本局服務項目本局服務項目本局服務項目本局服務項目    ............................................................................................................................................    7777 

一、辦理科學工業園區滿意度調查 (企劃組綜合規劃科) ....................................................... 7 

二、推動科技創新與獎助研發（企劃組產學研發科） ............................................................. 7 

三、人才培訓（企劃組產學研發科） ......................................................................................... 8 

四、人才培育（企劃組產學研發科） ......................................................................................... 8 

五、實驗中學業務協調（企劃組產學研發科） ......................................................................... 8 

六、園區作業基金財務規劃及營運管理（企劃組基金管理科） ............................................. 8 

七、引進高科技產業，提升完整產業競爭優勢(投資組投資服務科) ..................................... 9 

八、推廣園區形象及強化國際合作，提高園區國際知名度（投資組業務推廣科） ............. 9 

九、園區產業經濟分析暨創業團隊之引進與服務（投資組產經分析科） ........................... 10 

十、落實執行勞工法令，保障勞工權益（環安組勞工行政科） ........................................... 11 

十一、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和諧（環安組勞工行政科） ............................................... 12 

十二、增進勞工福祉，提升生活品質（環安組勞工行政科） ............................................... 13 

十三、供應中心及篤行會館營運業務督導管理（供應中心） ............................................... 13 

十四、辦理各項勞動檢查業務，促進職場安全衛生（環安組勞動檢查科） ....................... 14 

十五、安全衛生法令及知識宣導（環安組勞動檢查科） ....................................................... 17 

十六、園區廠商環保許可文件審查服務（環安組環境保護科） ........................................... 17 

十七、園區事業廢棄物再利用及再生資源再生利用管理（環安組環境保護科） ............... 19 

十八、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廠商、民眾服務業務（環安組環境保護科） ........................... 19 

十九、園區事業投資營運前環境及投資完成檢查相關事宜（環安組環境保護科） ........... 21 

廿、提供勞工醫療保健服務（員工診所） ............................................................................... 21 

廿一、工商行政(工商組商業行政科) ....................................................................................... 22 

廿二、建置矽導竹科研發中心，營造產業創新環境（工商組安全防護科） ....................... 23 

廿三、辦理園區災害防救、安全維護督導、民防編組訓練演習與警政協調（工商組安全防

護科） ................................................................................................................................... 24 



 II

廿四、辦理園區預防火災及災害搶救業務（工商組安全防護科消防隊） ........................... 26 

廿五、外貿、保稅貨品管理及管理費收取審核（工商組貿易服務科） ............................... 27 

廿六、園區設施管理（營建組設計科、施工科） ................................................................... 29 

廿七、水、電、氣供應管理（營建組設計科） ....................................................................... 29 

廿八、交通業務（營建組交通公設科） ................................................................................... 30 

廿九、公共設施管理維護（營建組交通公設科） ................................................................... 31 

卅、地政及規劃（建管組地政租賃科、建築審查科） ........................................................... 31 

卅一、景觀維護（建管組景觀清潔科） ................................................................................... 33 

卅二、園區清潔（建管組景觀清潔科清潔隊） ....................................................................... 34 

卅三、資訊服務（科技部資訊處竹科辦公室） ....................................................................... 34 

卅四、國會協調、新聞聯繫與敦親睦鄰 (秘書室法制科) ..................................................... 36 

卅五、公文收發、檔管、採購與法律服務（秘書室文書科、事務科、法制科） ............... 37 

卅六、終身學習時數登錄（人事室） ....................................................................................... 37 

卅七、廉政資訊服務（政風室） ............................................................................................... 37 

卅八、園區維安執行小組（政風室） ....................................................................................... 38 

卅九、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民服務及政風實況調查（政風室） ....................................... 38 

四十、竹南園區服務處（營建組） ........................................................................................... 38 

四十一、龍潭園區服務處(投資組) ........................................................................................... 38 

四十二、宜蘭園區服務處(企劃組) ........................................................................................... 39 

四十三、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生醫計畫辦公室) ....................................................................... 39 

肆肆肆肆、、、、本本本本局處理人民或法人申請案件分類及時限表局處理人民或法人申請案件分類及時限表局處理人民或法人申請案件分類及時限表局處理人民或法人申請案件分類及時限表    ....................................    41414141 

伍伍伍伍、、、、園區大眾運輸園區大眾運輸園區大眾運輸園區大眾運輸    ........................................................................................................................................    45454545 

陸陸陸陸、、、、園區其他為民服務單位電話園區其他為民服務單位電話園區其他為民服務單位電話園區其他為民服務單位電話    ............................................................................................    46464646 

 



 1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一一一、、、、我國科學園區發展概況我國科學園區發展概況我國科學園區發展概況我國科學園區發展概況：：：：    

我國科學園區發展政策主要是創造一個研發、生產、生活和生態並重，環保、經濟、

e 化兼顧的理想園區，以高科技產業發展為主，積極擴散產業群聚效應，符合永續發展

與在地需求。 

政府自民國 69 年開始籌設第一個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竹科），群

聚於竹科的產業，不僅創造多項世界第一，園區更被譽為「台灣矽谷」。延續竹科成功

的經驗，政府於 85 年及 92 年分別設立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南科）及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以下簡稱中科），為台灣建構完整的點、線、面西部高科技走廊，驅動國內

上、中、下游產業的發展，對台灣產業經濟的貢獻，功不可沒。 

竹科轄屬 6 個園區，分別是新竹、竹南、龍潭、新竹生醫、銅鑼和宜蘭園區，總開發

面積 1,348 公頃；中科轄屬台中、虎尾、后里、二林和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總面積

1,708公頃；南科轄屬台南和高雄園區，面積1,613公頃，這三大科學園區面積共計4,669

公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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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發展現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發展現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發展現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發展現況((((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101010103333 年年年年 2222 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竹科所轄屬的 6 個園區中，目前新竹、竹南、龍潭、新竹生醫和銅鑼 5 個園區，廠商

已陸續進駐營運。截至 103 年 2 月底，已入區登記廠商家數計 480 家，員工 152,697 人

（不含工商服務業）；102 年全年營業額 1 兆 1,125 億元，實收資本額達 1 兆 1,248 億元。 

各園區至 103 年 2 月底發展現況分述如下： 

(一)新竹園區面積 653 公頃，產業聚落主要是積體電路和光電產業，103 年 2 月底已入

區登記廠商 402 家，員工 137,492 人。 

(二)竹南園區面積 129 公頃，自 90 年開始提供廠商進駐建廠，以光電和生技產業聚落

為發展主軸，103 年 2 月底已入區登記廠商 49 家，員工 12,604 人。 

(三)龍潭園區面積 107 公頃，分二期開發，第一期面積 76 公頃，第二期面積 31 公頃，

103 年 2 月底已入區登記廠商 9 家，員工 2,224 人 

(四)新竹生醫園區面積 38 公頃，為知識創新與培育型園區，主要扮演生醫產業化育成

的角色，園區內生技大樓已啟用供產業進駐，103 年 2 月底已入區登記廠商 15 家，

員工 193 人。 

(五)銅鑼園區面積 350 公頃，分為三階段開發，規劃引進先進半導體測試(SiP 及 3D 

IC)、潔淨能源及太陽能產業、通訊知識、車電與生技醫藥等產業等為主，103 年

2 月底已入區登記廠商 5 家，員工 184 人，另有客委會苗栗客家文化園區進駐。 

(六)宜蘭園區面積 71 公頃，規劃作為知識服務園區，俟區內各項主要工程施作完成後，

可提供 34.82 公頃建廠用地，103 年 2 月底核准新投資廠商 3 家，另有 10 家廠商

表達投資進駐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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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本本本局組織架構局組織架構局組織架構局組織架構：：：：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自民國 69 年 9 月 1 日成立以來，除積極推動投資吸引與推廣、

人才培育、研發補助、雙語學校擴充、工安環保與資訊強化，以及高效率的「單一窗口」

行政服務外，園區也因應環境趨勢，積極推動活化再造的工作，塑造顧客導向型的政府

服務，共同為營造永續發展環境而努力。 

103 年 3 月 3 日配合行政院組織再造，本局更名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下設企劃、投資、環安、工商、營建與建管等 6 個組及秘書、人事、主計與政風

4 個室（圖 2），提供竹科廠商單一窗口行政服務，並積極引進高科技廠商；政府投入

科學工業園區的經費，從 67 年籌設至 102 年，總投資額 912 億元。 

本局現有人員 198 人，其中公務單位 179 人，作業單位包含清潔隊、消防隊與供應中

心計 19 人，另有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104 人派駐園區，預算經費來源主要有科技預算及

作業基金。本局組織架構及各單位業務職掌分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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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劃組：掌理有關園區規劃發展策略之研擬、推動及管考、年度施政計畫之研擬、重要

施政計畫及專案計畫列管、公務及作業基金概算之研擬綜整、立法院及監察院

列管案件追蹤管考、內部控制與稽核推動、局長信箱案件處理、創新研發產學

合作、人才培訓業務之策劃及推動、園區實驗中學業務之協調、園區各項統計

文書彙編、園區作業基金財務規劃、管理及資金調度、園區資訊業務規劃與管

理、園區資訊化發展推動等事項。 

(二)投資組：掌理有關園區產業創新及創業發展之推動、園區有關投資招商策略之研析、投

資法規之研擬、營運統計及經濟分析、園區有關科學工業投資案件之諮詢、解

答、審查及招商業務、園區有關科學工業投資業務重要措施之研議、協調及聯

繫、園區對外宣傳、形象推廣、會展與服務設施營運之規劃及執行、園區國際

合作、國內外禮賓接待之規劃及執行、專業人士入區交流規範之審核等事項。 

(三)環安組：掌理有關園區事業勞資關係之輔導及協助、園區事業勞動條件與性別工作平等

之輔導及查察、園區事業職工福利之輔導及審核、園區藝文與運動競賽活動之

規劃及辦理、園區事業國防儲訓、國防工業緩召及工商團體業務協調聯繫、園

區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及勞動檢查、園區污水處理廠之營運及管理、園區環境保

護工作之規劃及推動等事項。 

(四)工商組：掌理有關園區廠商之工商登記（含公司登記、工廠登記、動產擔保登記）之規

劃及執行、工商服務業入區之審議及輔導管理、工商行政業務(含園區事業稅捐

減免證明核發、營運調查、決算書表審查、園區作業基金財務內部稽核)之推動、

執行及法規之研擬、園區安全防護體系、民防業務、園區災害防救與緊急應變

之規劃、協調及管理、外籍專門性技術性人員聘僱之許可、園區物流業務之管

理、貿易、輸出入許可證之核發、產地證明之簽發、保稅與園區事業管理費業

務之規劃及執行、園區通關系統業務面之需求規劃整合、園區消防業務之規劃

及執行等事項。 

(五)營建組：掌理有關園區公共工程之建設及維護、園區標準廠房與住宅工程之建設及維護、

園區用水供需之協調及節約用水政策之推動、園區廠商用水、用電計畫之審查、

園區電力供需之協調、安全輔導及電氣技術人員證照之核發、園區氣體供需之

協調、園區交通及停車場之管理、園區道路挖掘許可證之核發、補助地方建設

經費之協調等事項。 

(六)建管組：掌理有關園區私有土地價購、徵收取得及公有土地撥用、園區土地行政、地籍

整理及建築物徵購、轉讓、園區土地與建築物產權登記、稅捐報繳及建物保險、

園區土地、廠房、住宅等租賃及租金之研訂及調整、園區籌設、實質規劃與相

關計畫之擬訂及審議、園區都市計畫之檢討與變更、非都市土地之檢討與變更

編定、都市設計審議、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理、園區景觀之規劃、維護及管

理、園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及集運等事項。 

(七)秘書室：掌理印信典守及文書、檔案之管理、議事、出納、財務、營繕、採購及其他事

務管理、本局辦公廳、宿舍等不動產之取得及管理配置、本局辦公廳、宿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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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擴建、遷建等營繕工程之審查、協調及督導、本局辦公廳、宿舍、檔案、

財產、車輛管理之督導考核及工程施工查核、國會聯絡、媒體公關事務之政策

規劃研擬、執行及管考、工友（含技工、駕駛）之管理、法規、契約、爭訟、

法律諮詢等法制事項、及不屬其他各組室等事項。 

(八)人事室：掌理組織法規、辦事細則及各單位編制擬議事項、人員任免、遷調、薪俸、考

績、保險、差假、退休及撫卹擬辦等事項。 

(九)主計室：掌理科管局預算、決算、會計報告編製及彙編、內部審核執行、採購案監辦、

會計制度制定等事項。 

(十)政風室：掌理科管局政風法令擬訂與宣導事項、維護公務機密與機關安全、科管局員工

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處理檢舉等事項。 

(十一)清潔隊：掌理隊務行政工作及新竹、竹南、龍潭、宜蘭、銅鑼及生醫園區環境清潔維

護、環境消毒、住宅區及部分工業區垃圾清運、資源回收等委外業務之管理

等事項。 

(十二)消防隊：維護科學園區廠商、機關安全及防止園區災害事變發生，確實防災及緊急救

難任務執行等事項。 

(十三)供應中心：掌理供應中心及篤行會館營運業務之督導管理。 

(十四)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辦公室（任務編組）： 

國科會依 95 年 9 月 21 日行政院同意「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推動組織架構調整及配套措

施規劃方案」，授權科管局成立計畫辦公室，辦理新竹生物醫學園區開發、招商、育成、

生醫研究發展合作等事項。 

(十五)竹南園區服務處、龍潭園區服務處、宜蘭園區服務處、銅鑼基地專案（任務編組）： 

掌理各園區綜合協調事項。 

(十六)保警中隊：依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辦事細則分類執掌規定派駐警察中隊，

受管理局指導監督；負責執行區內交通整理暨事故處理、治安、外事、刑

事偵查、違規取締、外賓來訪特別警衛勤務、民眾抗爭事件防處等各項警

察勤、業務。    

四四四四、、、、本局本局本局本局願景願景願景願景、、、、推動策略與核心價值推動策略與核心價值推動策略與核心價值推動策略與核心價值：：：： 

(一)願景：建立優質的園區創新與投資環境，貢獻國家經濟。 

(二)策略： 

1.精進園區投資環境，提供便民效率服務。 

2.促進高科技產業升級，增強企業競爭能力。 

3.建設低碳綠能園區，創造永續發展環境。 

4.加強產官學研合作，提升產業研發能量。 

(三)核心價值：便民、效率、忠誠與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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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本局服務本局服務本局服務本局服務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電話電話電話電話、、、、傳真傳真傳真傳真及及及及地地地地址址址址    

一一一一、、、、服務時間與聯絡方式服務時間與聯絡方式服務時間與聯絡方式服務時間與聯絡方式（（（（免付費服務電話免付費服務電話免付費服務電話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80008000800----355855355855355855355855））））：：：：    

(一)本局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17:30。 

電話：03-5773311。 

傳真：03-5776222。 

網址：http://www.sipa.gov.tw。 

地址：(30016)新竹市東區新安路 2 號。 

(二)竹南園區服務處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17:30。 

電話：037-596262。 

傳真：037-685821。 

地址：(35053)苗栗縣竹南鎮科研路 36 號。 

(三)龍潭園區服務處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17:30。 

電話：03-4709323。 

傳真：03-4709326。 

地址：(32542)桃園縣龍潭鄉龍園一路 1 號。 

(四)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辦公室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17:30。 

電話：03-6676489。 

傳真：03-6676465。 

網址：http://www.hbmsp.sipa.gov.tw。 

地址：(30261)新竹縣竹北市生醫路二段 16 號。 

(五)宜蘭園區服務處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17:30。 

電話：03-9255577。 

傳真：03-9255500。 

地址：宜蘭市宜科南路 1 號。 

二二二二、、、、局長電子信箱局長電子信箱局長電子信箱局長電子信箱：：：：    

本局網站（網址：http://www.sipa.gov.tw）首頁「e 化及便民服務」項下之「局長

信箱」。    

三三三三、、、、首長與民有約首長與民有約首長與民有約首長與民有約：：：：    

時間：每週一下午 4 至 5 時（上班日）。 

地點：本局六樓 607 會議室。 

登記方式：請至本局網站首頁「e 化及便民服務」項下之「首長與民有約」辦理登記

（網址：http://www.sipa.gov.tw）。 

聯絡窗口：王興國 shinggwo@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701。 



 7

參參參參、、、、本局服務項目本局服務項目本局服務項目本局服務項目    

一一一一、、、、辦理科學工業園區辦理科學工業園區辦理科學工業園區辦理科學工業園區滿意度調查滿意度調查滿意度調查滿意度調查    ((((企劃組企劃組企劃組企劃組綜合規劃綜合規劃綜合規劃綜合規劃科科科科))))    

1.主要內容：科技部為使所屬各園區管理局服務品質能有公正、客觀及一致性

之評比指標，並促使各園區管理局注重服務對象之滿意度，進而達到提升服

務品質之目的，每年進行調查，本局並就反映意見予以檢討改進。 

2.聯絡窗口：黃駿堯 jonth@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112。    

二二二二、、、、推動科技創新推動科技創新推動科技創新推動科技創新與與與與獎助獎助獎助獎助研發研發研發研發（（（（企劃組企劃組企劃組企劃組產學研發產學研發產學研發產學研發科科科科））））    

(一)優良廠商創新產品獎： 

1.主要內容：為鼓勵園區廠商從事新產品開發及開拓國際市場，由本局邀請學

者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依產業類別針對所提產品之創新性、技術性、市場競

爭力、研發投入衍生效益及影響等項目評選得獎產品，得獎者給予獎牌及最

高限額 50 萬元獎勵金，並於年度內公開舉行產品技術發表會。 

2.申請程序：每年4月份由本局將選拔作業要點及函文邀請廠商報名參選，收件

期間為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入選得獎之創新產品於同年 12 月 15 日以前

公布。 

3.下載網頁： 

http://saturn.sipa.gov.tw/eCompanyPortal/program/popFlowInfo.jsp?so

pID=16.02。 

4.聯絡窗口：呂澄蘭 dl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135。 

(二)科學園區研發成效獎： 

1.主要內容：為鼓勵園區廠商重視研究發展，取得專利，保護技術開發成果，

提升科技水準以促進產業發展，本局訂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研發成效獎選拔

作業要點」；由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委員會，評選標準為：專利數量、研發經費

與營業額比、研發經費與人員比、衍生效益等，獲選廠商可獲頒最高限額 50

萬元獎勵金及獎牌 1 面。 

2.申請程序：每年4月份由本局將選拔作業要點及報名表函邀請廠商報名參選，

收件期間為5月1日至5月31日止，同年12月 15日以前公布入選得獎名單。 

3.下載網頁： 

http://saturn.sipa.gov.tw/eCompanyPortal/program/popFlowInfo.jsp?so

pID=16.03。 

4.聯絡窗口：呂澄蘭 dl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135。 

（三）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 

1.主要內容：為推動園區由效率導向朝創新導向發展，自 99 年起推動「研發精

進產學合作計畫」，有效整合產學資源，加速產業跨域整合及產業鏈形成，透

過產學聯結激發園區產業差異化與高附加價值，同時培植產業所需之優質研

發人力。每件計畫最高總補助金額以新台幣1,000萬元為限，且不得超過所申



 8

請研究發展計畫經費總額之百分之 50，不足部分由申請機構以自籌款支應；

此外，補助學研機構比例不得低於前述總補助金額之 30％。 

2.申請程序：申請機構計畫總主持人應詳繕計畫申請書一式 8份及電子檔 1份，

函送本局申請，受理申請期限及申請書之格式須依本局公告之規定辦理。 

3.下載網頁： 

http://saturn.sipa.gov.tw/eCompanyPortal/program/popFlowInfo.jsp?so

pID=16.04#。 

4.聯絡窗口：顏嘉誼 limit@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137。 

三三三三、、、、人才培訓人才培訓人才培訓人才培訓（（（（企劃組企劃組企劃組企劃組產學研發產學研發產學研發產學研發科科科科））））    

1.主要內容：為協助園區內廠商訓練從業人員專業技能及突破訓練瓶頸，本局

每年均投入大量經費，辦理產業專業訓練課程及相關講座，協助提昇專業職

能，各項訓練資訊公告於本局網站 http://e-learning.sipa.gov.tw/edu/。 

2.聯絡窗口： 

  呂澄蘭 dl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135。 

  簡聿朋 yoland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134。 

四四四四、、、、人才培育人才培育人才培育人才培育（（（（企劃組企劃組企劃組企劃組產學研發產學研發產學研發產學研發科科科科））））    

1.主要內容：為協助擴大園區廠商引進人才資源及縮短學用差距等問題，本局辦

理「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補助國內大專校院及技專校院與產業

界攜手共同開辦相關產業學分課程，並強化企業實習機制。 

2.申請程序：每年 3、4 月份公告計畫作業要點、申請辦法及相關規範，邀請國

內大專校院及技專校院申請。 

3.聯絡窗口：簡聿朋 yoland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134。    

五五五五、、、、實驗中學業務協調實驗中學業務協調實驗中學業務協調實驗中學業務協調（（（（企劃組企劃組企劃組企劃組產學研發產學研發產學研發產學研發科科科科））））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實驗中學業務協調事項。 

2.聯絡窗口：簡聿朋 yoland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134。 

六六六六、、、、園區作業基金財務規劃及營運管理園區作業基金財務規劃及營運管理園區作業基金財務規劃及營運管理園區作業基金財務規劃及營運管理（（（（企劃組企劃組企劃組企劃組基金管理基金管理基金管理基金管理科科科科））））    

1.主要內容：園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編修、年度概算彙編、資金調度、營運風

險控管及財務分析。 

2.聯絡窗口： 

(財務計畫編修、年度概算彙編) 

洪淑莉 vn518687@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121。 

(資金調度、財務分析) 

王麗影 rit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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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引進高科技產業引進高科技產業引進高科技產業引進高科技產業，，，，提升完整產業競爭優勢提升完整產業競爭優勢提升完整產業競爭優勢提升完整產業競爭優勢((((投資組投資服務科投資組投資服務科投資組投資服務科投資組投資服務科))))    

1.主要內容： 

(1)辦理廠商入區投資設立申請案，包括洽談入區程序、送審、提案、審議等

作業。 

(2)辦理廠商增、減資等審核作業暨外國人或華僑申請投資與投資額審定作

業。 

(3)辦理廠商營運狀況監督管理作業。包括投資計畫完成檢查、營運改善計畫

送審、廢止投資計畫等。 

(4)辦理廠商營業項目新增、變更等作業。 

(5)為配合招商工作之推動，印製中、英文版科學工業園區投資須知，以利國

內外投資人申請進駐科學工業園區參考之用。 

2.為加強服務投資人申請進駐科學工業園區，採取專人服務之作業模式，除可

及時提供投資人各項服務之外，亦可縮減申請進駐科學工業園區所需時間。 

3.下載網頁：(營運計畫書撰寫摘要及投資申請書下載路徑) 

http://www.sipa.gov.tw�投資引進�表單下載�投資申請。 

4.聯絡窗口： 

龔裕盛  go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轉2210。 

吳琉珊  liusha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轉2211。 

解若嫻  chsieh@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轉2212。 

黃以晴  princess@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轉2213。 

曹小琴  sctsao@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轉2215。 

湯順樹  william@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轉2216。 

劉育銘  ymli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轉2203 

八八八八、、、、推廣園區推廣園區推廣園區推廣園區形象及強化國際合作形象及強化國際合作形象及強化國際合作形象及強化國際合作，，，，提高園區國際知名度提高園區國際知名度提高園區國際知名度提高園區國際知名度（（（（投資組業務推廣投資組業務推廣投資組業務推廣投資組業務推廣

科科科科））））    

(一)辦理國際合作及姊妹園區事項： 

1.主要內容：由於竹科的成功經驗受到國際矚目，常有國外科學園區或政府機

構來吸取經驗，本局採取與對方簽訂合作備忘錄，建立合作平台，以促進雙

方產、官、學、研交流；為達科技外交的目標，研擬辦理訓練課程，將開發

經營園區的實際經驗與國際人士分享；另亦參加 IASP、ASPA、AURP 等科學園

區相關國際組織之理事會、年會、商務洽談等，介紹竹科發展經驗及促進交流。 

2.聯絡窗口：夏慕梅  ma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226。 

(二)建構國內外網絡連結，並以刊登媒體廣告及參與推廣展示活動促進投資： 

1.主要內容：建立國際合作網頁平台，結合姊妹園區網絡連結，提供園區廠商

資訊與聯繫；並在國內外著名媒體及海外華人學術團體的刊物上，刊登園區招

商或人才延攬之廣告及參與推廣展示活動，藉以吸引投資及引進海外人才。 

2.聯絡窗口：陳怡芮  grace.c@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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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園區平面及多媒體宣傳資料與學習園區開發經驗課程彙編： 

1.主要內容：編撰製作新竹科學園區摺頁簡介（中、英、日、西）、投資須知

(中、英)、摺頁地圖(中、英)、參展海報、簡介影片（中、英、日、西、法）、

園區景觀照與鳥瞰空照以及學習園區開發經驗課程等，介紹新竹園區基本概

況、開發經驗與最新發展，以推廣園區形象並為招商引進之用。 

2.聯絡窗口：林婉如  gli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228。 

            陳苑菁  sanni@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227。 

(四)接待本局國內外專業訪客： 

1.主要內容：接待投資人、國內社團、學生團體、偏遠地區學生、外交部與新

聞局之國際訪賓(含中國大陸觀光團)及國外重要媒體，以多媒體簡報方式介

紹竹科設立理念、投資環境、六大產業現況、竹科發展背景、產學合作及對

國內經濟發展之影響，以增進國人對新竹科學園區的了解，培養學生未來從

事科技工作的意願，並依投資人需要參觀園區環境或拜訪廠商，使之了解國

內高科技發展情形，進而促進經貿交流及吸引投資。 

2.聯絡窗口：黃玉興  scott@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705。 

(五)科學園區探索館展出與安排參訪： 

1.將園區第一期標準廠房規劃設置為探索館，歸納保存新竹科學園區發展史料並

介紹園區歷史與代表性科技產品，定期推出創新產品獎得獎產品與其他特展，

促進科學園區與週邊鄰里的關係，每年接待超過萬名外賓、社團、學生團體、

偏遠地區學生，以增進一般性訪客對於新竹科學園區的了解。 

2.聯絡窗口：陳苑菁  sanni@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227。 

(六)受理中國大陸專業人士進入科學園區從事專業技術交流與相關商務活動申請： 

1.主要內容：大陸人民受邀至科學園區從事商務活動，依規定邀請單位於向內

政部入出境管理局申請前，應先取得位於科學園區內之受訪單位同意，除申

請函外，另應檢附團體名冊、行程表等；其受訪單位非本局者，應於出具同

意書時副知本局。 

2.聯絡窗口：林婉如  gli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228。 

九九九九、、、、園區產業經濟分析暨創業團隊之引進與園區產業經濟分析暨創業團隊之引進與園區產業經濟分析暨創業團隊之引進與園區產業經濟分析暨創業團隊之引進與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投資組投資組投資組投資組產經分析科產經分析科產經分析科產經分析科））））    
1.主要內容： 

(1)與園區相關國內外經濟與科技產業趨勢分析。 

(2)年報、季報、統計月報、簡訊等編撰。 

 (3)園區創新創業團隊及育成中心之引進與管理。 

2.聯絡窗口： 

龔裕盛  go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210。 

魏李耀 davidw@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251。 

馬維揚 maw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252。 

黃景寅 jyhua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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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金華 yunaw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255。 

十十十十、、、、落實執行勞工法令落實執行勞工法令落實執行勞工法令落實執行勞工法令，，，，保障勞工權益保障勞工權益保障勞工權益保障勞工權益（（（（環安組勞工行政環安組勞工行政環安組勞工行政環安組勞工行政科科科科））））    

（一）舉辦勞工法令宣導會： 

1.主要內容：配合勞動部或自行依廠商需求定期舉辦勞工法令宣導會，邀請勞

動部官員及學者專家講授有關勞動法規最近發展趨勢及各項重要勞動法令內

容及執行實務，以充實勞資雙方法令知識，促進資方人事管理人員加強勞雇

和諧。 

2.申請程序：相關研討會及教育訓練訊息除發文園區各事業單位接受報名外，

並於本局網站(http://www.sipa.gov.tw/)公布，欲參加者可上網了解各項內

容。 

3.聯絡窗口： 

白書菁 dias@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1。 

周享民 smcho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2。 

張淑惠 lydi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3。 

李瑞月 moo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4。 

杜正宇 cyt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5。 

（二）工作規則審核： 

1.主要內容：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廠商僱用勞工 30 人以上者，應擬訂工作規

則(內容應包括工作時間、休假、工資、延長工時、獎金福利、考核升遷、受

僱解僱、資遣退休、災害傷病補償及撫恤、安全衛生規定及勞雇溝通方法

等)，或修正工作規則均應備 3 份函報本局核備及公開揭示。 

2.聯絡窗口： 

白書菁 dias@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1。 

周享民 smcho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2。 

張淑惠 lydi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3。 

李瑞月 moo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4。 

杜正宇 cyt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5。 

（三）協調同業公會辦理園區政令宣導及公益活動： 

1.主要內容：協調同業公會，了解廠商需求，解決園區問題，並提供廠商及員

工最佳服務；結合同業公會辦理政令宣導及公益活動，提供經費補助。 

2.申請程序： 

(1)參加同業公會理監事會議，或由公會致函本局提出理監事會提案，交由相

關業務單位處理後函覆。 

(2)協同公會辦理政令宣導及公益活動部分，則由本局訂定活動目標，會同公

會各委員會規劃及執行，本局負督導之責並提供補助經費。 

3.聯絡窗口： 

李瑞月 moo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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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協調勞資關係協調勞資關係協調勞資關係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和諧促進勞資和諧促進勞資和諧促進勞資和諧（（（（環安組勞工行政環安組勞工行政環安組勞工行政環安組勞工行政科科科科））））    

（一）勞資爭議調解： 

1.主要內容：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處理勞資爭議，並提供法律諮詢，以達到保

障勞工權益及促進勞雇和諧之目標。 

2.申請程序：勞資雙方如有勞資爭議產生，可以電話、信件、電子郵件或親至

環安組申訴�填寫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本局依職權先行協調或逕行交付調

解�自當事人申請調解或交付調解之日起 7 日內，由雙方當事人及本局各選 1

位調解委員，組成「調解委員會」召開會議→指派委員調查事實�10 日內提出

調查結果及解決方案�7 至 15 日內召開會議，經過半數委員出席作成「調解方

案」�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後始為調解成立，如不同意或經調解委員會主席召開

2 次會議，委員出席均未過半數視為調解不成立。 

3.聯絡窗口： 

白書菁 dias@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1。 

周享民 smcho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2。 

（二）模範勞工選拔及表揚： 

1.主要內容：勞動部及本局每年均會於勞動節期間舉辦模範勞工選拔及表揚活

動。 

2.申請程序： 

(1)「全國模範勞工選拔及表揚辦法」由勞動部函本局轉發園區事業單位推薦模

範勞工�本局組成「評選委員會」辦理初審工作�評選出前 1 名推薦參加全

國模範勞工選拔�勞動部組成「評選委員會」複審�選出全國模範勞工�接

受勞動部表揚。 

(2)園區優秀勞工選拔及表揚：本局將「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優秀勞工選拔

及表揚辦法」函送園區事業�各事業單位依辦法所定名額推薦優秀勞工�本

局頒發獎牌及獎品。 

3.聯絡窗口：張淑惠 lydi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3。 

（三）研發替代役業務協調聯繫及國防緩召資格審核： 

1.主要內容：協助園區事業單位代表取得參與研發替代役審查委員資格，以為

園區廠商爭取研發替代役員額及協助園區事業單位辦理國防緩召申請。 

2.申請程序： 

(1)與內政部及科技部溝通協商�請廠商推薦審查委員名單�報科技部及內政

部�內政部函聘�參與審查會。 

(2)園區事業單位提出國防緩召申請函送本局�書面資料審核�函轉國防部人

力司�國防部聯合審議小組審查結果�函本局轉知申請事業單位。 

3.聯絡窗口： 

張淑惠 lydi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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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增進勞工福祉增進勞工福祉增進勞工福祉增進勞工福祉，，，，提升生活品質提升生活品質提升生活品質提升生活品質（（（（環安組勞工行政環安組勞工行政環安組勞工行政環安組勞工行政科科科科））））    

（一）輔導事業單位提撥職工福利金： 

1.主要內容：輔導事業單位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提撥職工福利金、辦理勞工

福利業務。 

2.申請程序：輔導事業單位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召開成立大會�透過本局電

子申報作業系統辦理職工福利機構線上送件�資料審核�核發核准函及職工

福利機構登記證。 

3.聯絡窗口： 

白書菁 dias@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1。 

周享民 smcho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2。 

張淑惠 lydi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3。 

李瑞月 moo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4。 

杜正宇 cyt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5。 

（二）輔導事業單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1.主要內容：輔導事業單位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提撥勞工退休準

備金，以給付勞工退休金。 

2.申請程序：事業單位完成公司設立登記�至本局索取設立相關資料或至本局

網站表單下載�輔導訂定組織準則、退休辦法及推選委員�成立勞工退休準

備金監督委員會�應備文件送本局核備�資料審核�函准事業單位、函請台

灣銀行辦理開戶、函請國稅局資料登錄。 

3.聯絡窗口： 

白書菁 dias@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1。 

周享民 smcho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2。 

張淑惠 lydi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3。 

李瑞月 moo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4。 

杜正宇 cyt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5。 

（三）舉辦藝文及體育競賽活動： 

1.主要內容：定期舉辦藝文表演欣賞及體育競賽活動，提供園區從業人員及眷

屬參加，以提昇生活品質。 

2.聯絡窗口： 

白書菁 dias@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1。 

李瑞月 moo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4。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供應供應供應供應中心及篤行會館營運業務督導管理中心及篤行會館營運業務督導管理中心及篤行會館營運業務督導管理中心及篤行會館營運業務督導管理（（（（供應中心供應中心供應中心供應中心））））    

辦理供應中心及篤行會館委外營運業務督導及管理： 

(一)供應中心： 

1.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活動中心 A館(活動中心)自 100年 9月 1日起整體設施委託

大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經營，活動中心提供禮堂、會議室、教室、藝文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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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聯誼場、體育館（籃球、排球、羽球）、韻律室、桌球場等租借使用。 

2.戶外運動休閒設施自101年 7月 1日起整體設施委託高市高爾夫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戶外運動休閒設施提供高爾夫球練習場、游泳池、網球場、籃球場及溜

冰場等(租借)使用 

3.聯絡窗口： 

(1)活動中心：大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03-5773381、5773391，傳真

03-5773581，網址 http://www.d1plaza.com.tw/(D1 PLAZA 活力科技館)。 

(2)戶外運動休閒設施：高市高爾夫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5678928。 

周享民 smcho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12。 

吳素卿 suchi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630。 

(二)篤行會館： 

1.篤行會館自 103 年 4 月 2 日起整體設施委託嘉登會展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經營，

提供廠商經營與辦理園區廠商管理人員相關訓練場所，並配合提供餐飲及商務

住宿等服務。 

2.聯絡窗口： 

 嘉登會展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3-5775252。 

吳素卿 suchi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630。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辦理各項勞動檢查業務辦理各項勞動檢查業務辦理各項勞動檢查業務辦理各項勞動檢查業務，，，，促進職場安全衛生促進職場安全衛生促進職場安全衛生促進職場安全衛生（（（（環安組勞動檢查科環安組勞動檢查科環安組勞動檢查科環安組勞動檢查科））））    

（一）危險性機械竣工檢查： 

1.主要內容：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八條規定，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未經勞動檢

查機構或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不得使用。 

2.申請程序：事業單位於危險機械（升降機、固定式起重機）安裝完竣正式使用

前，應填具竣工檢查申請書，並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規定，

檢附相關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3.聯絡窗口：曾志明 cmtse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2。 

（二）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檢查： 

1.主要內容：依「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屬危險性工作場所者，未經勞

動檢查機構審查或檢查合格，事業單位不得使勞工在該場所作業。 

2.申請程序：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如屬勞動檢查法規定之危險性工作場所，依「危

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3.聯絡窗口： 

甲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卓國展 a02920@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6。 

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曾志明 cmtse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2。 

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周聖雄 reef@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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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單位)設置報備： 

1.主要內容：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規定，事業單位依其事業之性質及

規模，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 

2.申請程序： 

(1)園區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 30 人以上時，於公司成立或(單位)人員變更時

，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並檢附該員安

衛人員證照及在職證明，向本局提出申請。 

(2)承攬園區事業單位之承攬商僱用勞工人數 30 人以上時，於作業前或人員變

更時，填具「承攬商(營造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

書」，並檢附該員安衛人員證照及在職證明，向本局提出申請。 

(3)前 2 項設置報備書，請至本局職業安全衛生資訊網－業務申辦項下下載。 

(網址：http://saturn.sipa.gov.tw/OSH/index.do)。 

3.聯絡窗口： 

周聖雄 reef@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1。 

曾志明 cmtse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2。 

黃俞昌 yucha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5。 

卓國展 a02920@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6。 

（四）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備： 

1.主要內容：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事業單位應依該法及有關

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

後，公告實施。 

2.申請程序： 

(1)園區事業單位於公司成立或作業內容變更時，應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並檢附勞工代表簽名同意書後，向本局提出申請。 

(2)承攬園區事業單位之承攬商，於作業前應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檢附

勞工代表簽名同意書後，向本局提出申請。 

(3)工作守則內容大綱，請參閱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規定參酌

訂定。 

3.聯絡窗口： 

周聖雄 reef@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1。 

曾志明 cmtse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2。 

黃俞昌 yucha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5。 

卓國展 a02920@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6。 

（五）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報備： 

1.主要內容： 

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事業單位辦理下列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時，需於 15 日前向本局申請核備： 

(1)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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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勞工作業環境測定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及製程安全評估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高壓氣體作業主管、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7)特殊作業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8)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9)以上人員之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2.申請程序： 

(1)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於 15 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局申請： 

A.教育訓練計畫報備書。 

B.教育訓練課程表。 

C.講師概況。 

D.學員名冊。 

E.負責之專責輔導員名單。 

F.訓練證明或結業證書核發清冊上傳勞動部資訊系統。 

(2)辦理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於 15 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局申請： 

A.教育訓練計畫報備書。 

B.教育訓練課程表。 

C.講師概況。 

(3)前 2 項教育訓練，亦需登入勞動部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頁，相關說明

及申請程序請參考本局職業安全衛生資訊網。 

〈網址： http://saturn.sipa.gov.tw/OSH/index.do〉。 

3.聯絡窗口： 

周聖雄 reef@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1。 

曾志明 cmtse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2。 

黃俞昌 yucha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5。 

卓國展 a02920@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6。 

（六）採樣策略之作業環境測定計畫報備： 

1.主要內容：雇主實施作業環境測定前，應規劃採樣策略，訂定含採樣策略之

作業環境測定計畫確實執行，並依實際需要檢討更新。 

2.申請程序：製作含採樣策略之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應由雇主或其委託辦理之

作業環境測定機構或工礦衛生技師，於實施作業環境測定 15 日前，報請本局

備查。 

3.聯絡窗口： 

周聖雄 reef@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1。 

曾志明 cmtse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2。 

黃俞昌 yucha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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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國展 a02920@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6。 

（七）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健康檢查報告書報備： 

1.主要內容：雇主使勞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應於其受僱或變更作業時，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實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 

2.申請程序：雇主實施勞工特殊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應填具勞工特殊健

康檢查結果報告書，報請本局及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3.聯絡窗口： 

周聖雄 reef@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1。 

曾志明 cmtse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2。 

黃俞昌 yucha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5。 

卓國展 a02920@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6。 

（八）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之報備： 

1.主要內容：雇主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3條第 3項規定，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

健康服務醫護人員，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備查。 

2.申請程序：雇主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後 30 日內，檢附從事

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及護理人員備查資料表，報請本局備查。 

3.聯絡窗口： 

周聖雄 reef@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1。 

曾志明 cmtse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2。 

黃俞昌 yucha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5。 

卓國展 a02920@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6。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安全衛生法令及知識宣導安全衛生法令及知識宣導安全衛生法令及知識宣導安全衛生法令及知識宣導（（（（環安組勞動檢查科環安組勞動檢查科環安組勞動檢查科環安組勞動檢查科））））    

1.主要內容：不定期辦理勞工安全衛生研討會及法令宣導會，邀請學者專家講

授安全衛生技能與知識，並推廣安全衛生制度及活動，例如每年 9 月至 10 月

間舉辦安全衛生環保月系列活動，促進產、官、學安全衛生知能交流，減少

災害發生。 

2.申請程序：相關研討會、活動日期公布於本局職業安全衛生資訊網，欲參加

者可逕至該網站報名(網址：http://saturn.sipa.gov.tw/OSH/index.do)。 

3.聯絡窗口：周聖雄 reef@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321。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園區廠商環保許可文件審查服務園區廠商環保許可文件審查服務園區廠商環保許可文件審查服務園區廠商環保許可文件審查服務（（（（環安組環境保護科環安組環境保護科環安組環境保護科環安組環境保護科））））    

（一）園區固定空氣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申辦服務： 

1.主要內容：針對園區廠商依環保署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所提出之固定空氣污

染源設置、操作許可申請資料，辦理審查、核准、發證、管理及諮詢服務。 

2.申請程序： 

(1)廠商判定屬於環保署公告「公私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

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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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新設置、操作、變更、異動、展延、換補發、廢止(註銷)等申請種類，

連線至「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EMS)系統（http://ems.epa.gov.tw/）」進

行基線資料之填報確認，再連線至「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系統

（http://ernet.epa.gov.tw/）」，依公告「以電子網路傳輸方式辦理固定污

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申請之對象及作業方式」填報，並請以電子網路傳輸

所申請之相關表單，其餘表單則以書面文件，併同相關佐證資料，印製一式

4 份函送本局申辦審查。 

(3)固定空氣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計畫書空白表格(含填表說明)，請至本局網

站：點選「下載專區」�「勞安環保」�「環保業務_空氣類」，或點選「環

境保護資訊網」�「環保許可業務」�「固定空氣污染源」�「表單下載」。 

3.聯絡窗口： 

業務諮詢委辦單位：上境公司   電話：03-5788098。 

本局承辦人員：賴昱璋 yclai@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1。 

（二）園區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審核申辦服務： 

1.主要內容：針對園區廠商依環保署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所提出之水污染防治措

施計畫，辦理審查、核准、管理及諮詢服務。 

2.申請程序： 

(1)廠商判定屬於環保署公告「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事業種類、範圍

及規模」。 

(2)依新設立、變更、展延、共同申請等申請種類，選用規定表單格式填寫水污

染防治措施計畫書，業經完成後，印製一式 2 份（共同申請者為：共同申請

家數＋1 份）函送本局申辦審查。 

(3)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空白表格請至本局網站：點選「下載專區」�「勞安環

保」�「環保業務_水污染防治措施」，或點選「環境保護資訊網」�「環

保許可業務」�「水污染防治措施」�「表單下載」。 

(4)若屬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辦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與許可證（文件）之

申請、變更或展延，及檢測申報之對象與作業方式」者，應以網路申請方式

辦 理 。 請 連 線 至 「 環 境 保 護 許 可 管 理 資 訊 (EMS) 系 統

（http://ems.epa.gov.tw/）」進行基線資料之填報確認，再連線至「水污

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統」（http://waterpollute.epa.gov.tw/」，進行許可

申請作業。 

3.聯絡窗口： 

業務諮詢委辦單位：上境公司   電話：03-5788098。 

本局承辦人員：鄭楹枚 hs5193@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5。 

（三）園區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核申辦服務： 

1.主要內容：針對園區廠商依環保署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所提出之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辦理審查、核准、管理及諮詢服務。 

2.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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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廠商判定屬於環保署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應連線

至「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EMS)系統（http://ems.epa.gov.tw/）」進行基

線資料之填報確認，再連線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IWR&MS)系統

（http://waste.epa.gov.tw/）」，依新設立、變更、異動等申請種類，選擇

提報原由，再按下「同步 EMS 資料」。 

(2)經完成後，網上列印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前後對照表或異動申請書

一式 4 份且加蓋印信與騎縫章，以及檢附工廠登記證、公司設立(變更)登記

表等相關証明文件，函送本局申辦審查。 

(3)相關法規及文件請至本局網站：點選「下載專區」�「勞安環保」�「環保

業務_廢棄物類」，或點選「環境保護資訊網」�「環保許可業務」�「事業

廢棄物清理」�「表單下載」。 

3.聯絡窗口： 

業務諮詢委辦單位：上境公司   電話：03-5788098。 

本局承辦人員：鄭敦仁a213416327@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轉2337。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園區事業廢棄物再利用及再生資源再生利用管理園區事業廢棄物再利用及再生資源再生利用管理園區事業廢棄物再利用及再生資源再生利用管理園區事業廢棄物再利用及再生資源再生利用管理（（（（環安組環境保護科環安組環境保護科環安組環境保護科環安組環境保護科））））    

1.主要內容：針對園區廠商依「科學工業園區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

所提出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申請表及計畫書，辦理審查、核准、管理及諮詢

服務。 

2.申請程序： 

(1)廠商欲將事業廢棄物送往再利用機構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工程填料、

土地改良、新生地、填土(地)等用途行為。 

(2)依個案、通案、試驗計畫等申請種類，填寫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申請表及計

畫書。 

(3)由廠商與再利用機構共同檢具再利用申請表、再利用許可共同意願申請書

及申請計畫書一式 10 份，函送本局申辦審查。 

(4)若無國內外再利用可行性實廠實績相關佐證資料者，得共同提出試驗計

畫，函送本局申辦審核，進行再利用試驗計畫。 

(5)相關法規及文件請至本局網站：點選「下載專區」�「勞安環保」�「環保

業務_再生資源及再利用」，或點選「環境保護資訊網」�「環保許可業務」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表單下載」。 

3.聯絡窗口： 

業務諮詢委辦單位：上境公司   電話：03-5788098。 

本局承辦人員：鄭楹枚 hs5193@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5。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廠商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廠商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廠商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廠商、、、、民眾服務業務民眾服務業務民眾服務業務民眾服務業務（（（（環安組環境保護科環安組環境保護科環安組環境保護科環安組環境保護科））））    

（一）推廣環保教育，新竹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已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開放

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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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內容： 

(1)一般民眾機關、團體或利用園區污水處理廠做為教學觀摩場所之學校，歡迎

至污水處理廠參觀，定期開放參觀為每週二、三下午 2 時至 4 時。 

(2)環境教育戶外活動開放時間為每週二至四，參訪解說及專業研習為每週一至

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6:00，本局將視參觀人數酌予調整開放時

間。 

2.申請程序： 

(1)一般參訪： 

請於每週一下午3時前以電話向園區污水處理廠登記，本局將派員引導及講

解；學術單位(含一般中小學)教學需要，或機關及人數在 10 人以上之團體，

請於擬參觀日之2週前以電話連繫，並以正式公文申請，園區污水處理廠將儘

量配合參觀者時間，安排參觀活動。 

相關文件請至本局網站（http://www.sipa.gov.tw /）：點選「下載專區」

�「勞安環保」�「環保業務－其他」，或點選「廠商服務 e 網通」�「業務資

訊導覽」�「正式營運」�「環保業務」。 

(2)環境教育活動： 

    採預約申請方式受理環境教育活動，請於十天前提出申請；每天僅受理 1 個

單位（約 30 人次），相關文件請至本局網站（http://www.sipa.gov.tw /）：

點選「環境保護資訊網」�「環境教育」�填寫「環境教育課程申請表」，傳

真至(03)5798340，並請向聯絡窗口確認，本局將在 3 個工作天內回覆。 

3.謝玉健 d0023@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9。 

（二）園區廠商下水道系統業務諮詢服務： 

1.主要內容：下水道使用費、申請建照時排水設施應檢附文件、區內事業污水

下水道系統內事業資料表、廢（污）水處理設施操作每季定期申報、事業廢水

納入下水道系統等申辦業務。 

2.申請程序：相關申請文件請至本局網站（http:// www.sipa.gov.tw /）：點

選「下載專區」�「勞安環保」�環保業務－水類，或點選「廠商服務 e 網通」

�「業務資訊導覽」�「正式營運」�「環保業務」。 

3.聯絡窗口： 

蘇月娥 sue@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1（新竹科學園區）。 

鄭敦仁 a213416327@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7（竹南科學園區）。 

吳冬齡 tlwu4912@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52（龍潭科學園區）。 

賴昱璋 yclai@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1（銅鑼科學園區）。 

鄭楹枚 hs5193@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5（宜蘭科學園區）。 

涂曉娟 juan@sipa.gov.tw      電話：03-6676489 轉 2733(新竹生醫園區)。 

謝玉健 d00231@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9（下水道使用費）。

定期申報業務窗口（或污水處理廠代操作承攬商）： 

新竹科學園區  電話：03-5798670 轉 2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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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南科學園區  電話：03-7585015 轉 21、25。 

龍潭科學園區  電話：03-4709323。 

銅鑼科學園區  電話：03-5777229 轉 2331。 

宜蘭科學園區  電話：03-9256322。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園區事業投資營運前環境及投資完成檢查相關事宜園區事業投資營運前環境及投資完成檢查相關事宜園區事業投資營運前環境及投資完成檢查相關事宜園區事業投資營運前環境及投資完成檢查相關事宜（（（（環安組環境保護環安組環境保護環安組環境保護環安組環境保護

科科科科））））    

1.主要內容：園區環保環境檢查業務及申請建築物使用執照前，雨污水分流及

污水設施環境檢查（主辦單位：環安組環境保護科）及投資完成檢查（主辦單

位：投資組投資服務科）。 

2.申請程序： 

(1)使用執照核發前，有關污水設施環境檢查表，請至污水處理廠辦公室（新竹

市園區一路 4 號）索取 4 聯單申辦。 

(2) 投 資 完 成 應 備 齊 相 關 環 保 業 務 文 件 ， 請 至 本 局 網 站

（http://www.sipa.gov.tw）點選「下載專區」�「勞安環保」－「環保業

務－投資完成檢查」下載表單。 

3.聯絡窗口： 

(1)建築執照雨污水排水管線配置圖、排放口位置審查： 

蘇月娥 sue@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8（新竹科學園區）。 

鄭敦仁a213416327@sipa.gov.tw電話：03-5777229轉2337（竹南科學園區）。 

吳冬齡 tlwu4912@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52（龍潭科學園區）。 

賴昱璋 yclai@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1（銅鑼科學園區）。 

鄭楹枚 hs5193@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5（宜蘭科學園區）。 

蘇月娥 sue@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8(新竹生醫園區)。 

(2)使用執照雨污水分流審查（污水設施環境檢查表）： 

賴昱璋 yclai@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1。 

張秋琴 chin@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6。 

鄭敦仁 a213416327@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7。 

蘇月娥 sue@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8。 

謝玉健 d00231@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339。    

廿廿廿廿、、、、提供勞工醫療保健服務提供勞工醫療保健服務提供勞工醫療保健服務提供勞工醫療保健服務（（（（員工診所員工診所員工診所員工診所））））    

診所委託民營，提供良好醫療保健服務： 

1.主要內容：為達到可利用性及便利性，員工診所現有內、職病科、家醫科、

心理諮商等多位專業醫師駐診；並提供一般健康檢查、特殊作業健康檢查、

24 小時救護專線、合格急救人員訓練、媽媽教室、健康講座、預防接種等多

項服務，為園區勞工提供溫馨、安全、關懷、品質的醫療服務，為健康把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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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聯絡窗口： 

診所電話：03-6669996  傳真：03-6669956。 

地址：30075 新竹市東區工業東二路 2 號。 

網頁：http://www.sharehope-ms.com.tw:80/。 

廿一廿一廿一廿一、、、、工商行政工商行政工商行政工商行政((((工商組工商組工商組工商組商業行政商業行政商業行政商業行政科科科科))))    

（一）辦理公司設立、變更登記： 

經園區審議委員會核准於園區投資之科學工業、其他園區事業或經本局核准設

置營運之服務事業、並已繳納投資保證金及承租廠房者或自建廠房完成者，依

公司法、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或企業併購法等規定於設立後 15 日內申請設

立登記；已入區之科學工業、園區事業、服務事業於各項公司登記變更後 15

日內申請變更登記。 

http://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69&mserno=2010012100

68&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include/menu03.jsp&level2=Y。 

（二）辦理園區工廠登記： 

入區事業應於工廠完成設廠後，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等有關規定，申請工廠設立

登記。 

http://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70&mserno=2010012100

68&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include/menu03.jsp&level2=Y。 

（三）辦理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完成證明核發： 

園區廠商依「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分獎勵辦法」，

應先取得經濟部工業局核發之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核備函，並於投資計畫完成

後，檢附工業局核備函影本、機器設備清單 6 份、設備購入憑證影本及申請書

，向本局申請完成證明；公司再向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選擇適用「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第八條股東投資抵減，或依第九條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5 年。 

http://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73&mserno=2010012100

68&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include/menu03.jsp&level2=Y。 

（四）辦理動產擔保交易登記： 

依「動產擔保交易法」、「動產擔保交易法施行細則」就設定於園區內之動產

辦理動產設定抵押，或為附條件買賣，或依信託收據占有其標的物之交易之設

定、變更登記、查閱、抄錄、出具證明書等業務。 

http://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72&mserno=2010012100

68&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include/menu03.jsp&level2=Y。 

非園區廠商可委請標的物存放在園區廠商代為申請，由園區廠商系統管理者設

定帳號與權限，即可使用本局電子申辦之動產擔保交易登記電腦作業。 

（五）辦理年度決算書表查核： 

園區事業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1 條規定：每屆營業年度終了，

應將經會計師簽證之決算書表送本局查核。本項申報、查核係採網路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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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園區事業申報內容分 5 大類：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股東

權益變動表及書面資料影像檔(內容包括用印版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股東會

議紀錄、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附註揭露事項)。 

http://saturn.sipa.gov.tw/eCompanyPortal/program/popFlowInfo.jsp?sop

ID=34.02。 

上述(一)至(五)辦理事項聯絡窗口如下： 

徐小涵 susan@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412。 

舒彩彥 tys@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414。 

廖敏吟 minyin@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417。 

李宛靜 grace_Lee@sipa.gov.tw  電話：03-5777229 轉 2418。 

廿二廿二廿二廿二、、、、建置矽導竹科研發中心建置矽導竹科研發中心建置矽導竹科研發中心建置矽導竹科研發中心，，，，營造營造營造營造產產產產業創新環境業創新環境業創新環境業創新環境（（（（工商組工商組工商組工商組安全防護安全防護安全防護安全防護科科科科））））    

（一）矽導竹科研發中心： 

1.環境介紹：位居竹科ㄧ期與三期間，佔地 8 公頃，緊鄰台積電、聯電、友達、

力晶、聯發科技等大廠及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工研院、國家實驗研究院等學

研機構，為創新研發、異質產業結盟創新廠商之群聚場域。 

2.主要服務內容：提供中小型廠房供研發設計與科技服務之科學工業廠商承租，

形成產業聚落，並協助已進駐廠商迅速處理各項問題。 

3.聯絡窗口：柯佩伶 heidi@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435。 

（二）矽導竹科商務中心： 

1.環境介紹： 

(1)為提高園區產業附加價值與國際競爭力，本局與交通大學簽訂「矽導竹科商務

中心」合作營運計畫，2011 年 1 月 1 日於矽導竹科研發中心內正式啟用，代

表政府與產業及大學資源整合的新經營模式，提供園區廠商及國外企業具彈性

與行動功能之商務多元服務。 

(2)矽導竹科商務中心取得由美國國際創業育成協會 NBIA 審核通過之台灣第 1 個

Soft-Landing International Incubator 國際認證場域，使外國企業進駐本

國時，能縮短或減少適應經濟活動及文化生活的阻礙。 

2.主要服務內容： 

(1)提供商務秘書服務：電話接聽、傳真與郵件代收發、影印及其他行政庶務協助。 

(2)商務租賃服務：商務辦公室、會議室、訓練教室及行動辦公室等。 

(3)育成輔導服務。 

3.聯絡窗口：張郁婷 queenac@nctu.edu.tw  電話：03-5788089 轉 9。 

4.矽導竹科商務中心網址：http://ssbc.sipa.gov.tw/。 

（三）科學工業園區配合推動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1.主要服務內容： 

(1)協助進駐竹科之創新創業團隊研發諮詢與資源轉介服務（含專業課程提供、業

師聯絡、實驗儀器設備租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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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議、座談會與電話溝通聯繫。 

(3)育成諮詢與入區投資輔導。 

(4)空間（會議室、行動辦公桌等）安排與解說行政庶務協助。 

(5)工作站或儀器設備等報修。 

2.提供場地租借、儀器設備、園區資源轉介等服務，請參考創新資訊平台網頁。

http://saturn.sipa.gov.tw/InnovationWeb/Site_Plann.jsp。 

3.聯絡窗口： 

商務秘書:黃翊甄 fiti@sipa.gov.tw 電話:03-5788089 轉 8907。 

廿廿廿廿三三三三、、、、辦理園區災害防救辦理園區災害防救辦理園區災害防救辦理園區災害防救、、、、安全維護督導安全維護督導安全維護督導安全維護督導、、、、民防編組訓練演習與警政協調民防編組訓練演習與警政協調民防編組訓練演習與警政協調民防編組訓練演習與警政協調（（（（工工工工

商組商組商組商組安全防護安全防護安全防護安全防護科科科科））））    

（一）辦理園區災害防救相關作業： 

1.主要內容：為因應園區發生重大天然災害或危安事故，成立災害防救應變小

組，展開防救及復建工作，並編訂災害防救作業手冊；內容包含災害防救作

業範圍、災害防救種類、成立「救災及復建應變小組」、任務編組及分工、災

害防救應變作業及通報系統。 

＊災害防救作業手冊請至本局首頁→竹科管理局→災害防救作業下載。 

2.緊急應變中心聯絡電話：03-5772554、5785536、5785909。 

3.柯佩伶 heidi@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435。 

（二）民防編組訓練演習： 

為加強園區廠商災害防救概念，與整體產業及員工生命、財產之安全保障，以

創造優質投資環境，俾使廠商入區安心投資生產，本局每年實施民防教育訓練

1 次，主要內容詳述如下： 

1.依據： 

(1)民防法。 

(2)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 

2.目的： 

建立民防團隊專業、紀律及公益形象，落實民防團隊編組、灌輸民防知識、

統一民防觀念、精進工作技能，以提升協勤運作功能。 

3.施訓單位： 

(1)民防總隊所轄民防大隊、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醫護大隊、環境保護大

隊、工程搶修大隊。 

(2)各民防團、防護團、聯合防護團。 

4.執行： 

(1)訓練對象及人數： 

A.民防總隊所屬各任務大隊（隊）、站：編組成員全員參加。 

B.民防團、民防分團、防護團及聯合防護團：編組成員之 3 分之 1，請自

行調配參訓人數及參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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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訓練時數：1 次 4 小時。 

(3)訓練日期：年度內 2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間擇期辦理。 

(4)訓練方式：各項課程以「精簡實用」為原則，採教官講解、電化教學、實

務操作等方式實施。 

(5)訓練課目參考法令：災害防救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全民國防教育

法、傳染病防治法。 

(6)訓練教官、教材： 

A.教官：由各施訓單位自行遴聘，或參考本局網站所公佈新竹市警察局

推薦人員名單。 

B.教材： 

（a）「民防相關法令及作業流程」部分：請參考新竹市警察局歷年編

發之教材，或自行從新竹市警察局資訊網\法務類\民防法規匣下

載使用。 

（b）「全民國防教育」部分：請逕洽新竹市政府教育處提供，如有不

足，請自行調配、增印。 

（c）其餘課程：請參考歷年編發之各種訓練教材並配合時事，依需要

自行編撰輔助教材。 

C.成果回報：訓練成果含課程表、參訓人員簽到表、訓練成果統計表及

施訓照片等，應於施訓結束後 15 日內函送所屬地方警察局

備查，並副知本局已完成年度民防編組訓練演習。 

5.聯絡窗口：徐亞玲 ehs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431。 

（三）園區安全防護： 

一個成功且具競爭力的科學園區，須建構於安全的環境，以吸引產業投資，提升

科技人才創業意願；為建構新竹科學園區成為具有優質投資與生活環境的園區，

本局致力於強化園區整體安全防護、提升園區緊急應變及災後復原能力，主要內

容詳述如下： 

1.依據：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2.目的： 

在園區整體安全防護方面，採主動勤務為主，守望勤務為輔，以機動式巡邏

重於靜態崗亭守望為原則，俾強化園區安全。 

3.執行： 

（1）維護園區安全設備：建置全天候 24 小時高科技電子保全監視系統，包括

新竹及銅鑼園區監視錄影暨車牌辨識系統 173 組、竹南園區監視錄影暨

車牌辨識系統 108 組、龍潭園區監視系統 30 組。 

（2）保全協勤：園區廠商及從業人員逐年增加，惟園區警力受限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局及內政部警政署「中央警力總量管制」政策，不得再增列，乃將園

區保警業務非公權力或低度公權力項目，委託民間保全業者協勤。 

（3）便門管制：考量園區景觀及安全，且各廠區不宜設置小圍牆原則下，端賴



 26

園區大圍牆以維護整體治安及優良環境，惟陸續已有許多便門延長開放時

間或全日開放，以兼顧民眾出入園區的便利性及園區安全。 

4.聯絡窗口：施宏隆  hunglu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432。 

（四）外國技術性或專業人才聘僱： 

1.主要內容：園區事業聘僱外籍人員擔任專門性、技術性工作，初聘應於聘僱

前、續聘應於有效期限屆滿前 4個月內，及終止聘僱應於止聘 3日內，向本局

提出申請或報備。 

2.申請程序： 

(1)自 103 年 2 月 17 日起改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系統辦理，請連結以下網

址：http://wcfext.wda.gov.tw:8080/wcfonline/。 

(2)線上申辦系統操作時如有問題，請洽勞發署(電話:02-89956215)。 

3.聯絡窗口：徐亞玲 ehs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431。 

（五）辦理園區人力資料維護管理： 

1.為掌握園區人力動態、維護園區安全、以及辦理科學技術人才訓練、人力資源

之獲得與調節作業，請園區廠商指定專人將員工資料登入本局所建置之人力資

訊檔，並隨時進入系統更新新進員工或離職員工資料。 

2.免規費。 

3.電腦建檔及傳輸方式︰ 

科學園區廠商服務網

http://epark.most.gov.tw/A01/A01Portal/loginLobby.do � 

(1)廠商服務 e 網通�輸入「帳號、密碼及驗證碼」(請向公司帳號管理人員申

請權限、帳號，如不知公司帳號管理人員，請洽本局資訊服務台 03-5773311

轉 1680)�鍵入畫面登入後�點選頁面左邊「正式營運」�展開「例行申報」

�展開「人力資訊系統(新版)」(若系統未顯示，則表示尚無權限，請逕洽

公司帳號管理人員)。 

(2)工商服務→廠商人力申辦→我想申辦建置人力資訊檔(鍵入帳號及密碼)→

自「人力資源系統」進行建檔傳輸作業。 

如有操作疑問，請洽本局資訊服務台（電話：03-5773311 轉 1680）。 

4.聯絡窗口：柯佩伶 heidi@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435。 

廿廿廿廿四四四四、、、、辦理園區預防火災及災害搶救業務辦理園區預防火災及災害搶救業務辦理園區預防火災及災害搶救業務辦理園區預防火災及災害搶救業務（（（（工商組安全防護科工商組安全防護科工商組安全防護科工商組安全防護科消防隊消防隊消防隊消防隊））））    

(一)預防火災： 

1.主要內容： 

(1)辦理建築物新建、增建、改建、變更設計、變更用途、室內裝修等消防安

全設備審勘查作業。 

(2)辦理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 

(3)防火管理人管理、消防演習、區域聯防、消防防護計畫等。 

(4)水源調查、出水口與消防栓檢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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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消防及救災管理範圍為科學園區新竹基地部分開發之保稅區 653 公頃。 

2.消防安全設備審勘查作業，申請表格下載網頁：（http://www.sipa.gov.tw）。 

3.聯絡窗口：胡開泰 hukaitai@sipa.gov.tw  電話：03-5777392。 

(二)災害搶救： 

1.主要內容：新竹園區各種災害搶救、臨時意外事件應變處理、病患緊急送醫救

護、提升緊急救護品質、加強區域聯防救災架構與地方整合救災作業建立民力

運用、整合救災機制。 

2.報案窗口：專線電話 03-5776666。 

廿廿廿廿五五五五、、、、外貿外貿外貿外貿、、、、保稅貨品管理及管理費收取審核保稅貨品管理及管理費收取審核保稅貨品管理及管理費收取審核保稅貨品管理及管理費收取審核（（（（工商組貿易服務科工商組貿易服務科工商組貿易服務科工商組貿易服務科））））    

(一)簽發輸出入許可證： 

1.主要內容：自國外輸出入之貨品，經濟部規定須申請簽發輸入許可證者，得

利用園區通關自動化系統以電腦連線方式申辦。 

2.相關法規(科學工業園區貿易業務管理辦法)： 

請至本局網站－廠商服務 e 網通，參閱園區法規。

http://www.sipa.gov.tw/home.jsp?mserno=201001210112&serno=201001210

112&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ap/law_view.jsp&dataserno=2010020

10014。 

(二)核發戰略性高科技貨品進口證明書，抵達證明書，保證文件及輸出許可證： 

1.主要內容：國際進口證明書(簡稱 IC)、抵達證明書(簡稱 DV)保證文件(簡稱

WA)，均係因出口國政府規定須檢附，由進口國之簽證單位配合核發，以利戰

略性高科技之順利進口。 

2.相關法規(科學工業園區貿易業務管理辦法)： 

請至本局網站－廠商服務 e 網通，參閱園區法規。 

http://www.sipa.gov.tw/home.jsp?mserno=201001210112&serno=201001210

112&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ap/law_view.jsp&dataserno=2010020

10014。 

(三)保稅廢品監毀： 

1.主要內容： 

(1)有利用價值部分：由園區事業事前向本局申請專案核准，由管理局派員或

委託專業機構會同海關現場監毀。 

(2)無利用價值部分：由管理局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會同海關監毀。 

(3)經核准處理之廢品、下腳等，園區事業應依據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處理。 

2.申請程序及相關法規(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請至本局網站－廠

商服務 e 網通申請並參閱園區法規。 

http://www.sipa.gov.tw/home.jsp?mserno=201001210112&serno=201001210

112&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ap/law_view.jsp&dataserno=2010020

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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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關保稅專職人員申請（變更）印鑑： 

1.主要內容：生產性物品需攜運出區時，或人員異動時。 

(1)園區事業進口保稅貨品應依海關相關規定，設立保稅帳冊，並指派專職人

員辦理保稅業務。 

(2)未取得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業務資格之園區事業，保稅貨品攜運出

區時，由專職人員開具「生產性貨品出區放行單」，並經海關驗印後放行；

非保稅貨品得直接由專職人員開具「生產性貨品出區放行單」簽發出區。 

2.相關法規（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請至本局網站－廠商服務 e 網

通，參閱園區法規。 

http://www.sipa.gov.tw/home.jsp?mserno=201001210112&serno=201001210

112&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ap/law_view.jsp&dataserno=2010020

10016。 

(五)保稅貨品委託及受託、互託加工案件： 

1.主要內容:園區廠商申請原料、半成品輸往國內課稅區或國外廠商委託加工或

區外廠商以其原料或半製品委託園區事業加工者。 

2.申請程序及相關法規(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請至本局網站－廠

商服務 e 網通申請並參閱園區法規。 

http://www.sipa.gov.tw/home.jsp?mserno=201001210112&serno=2010012101

12&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ap/law_view.jsp&dataserno=201002010

016。 

 (六)保稅貨品出區修理、檢驗、組裝測試或展示： 

1.主要內容：保稅貨品運往區外修理、檢驗、組裝測試、展示。 

2.申請程序及相關法規(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請至本局網站－廠

商服務 e 網通申請並參閱園區法規。 

http://www.sipa.gov.tw/home.jsp?mserno=201001210112&serno=2010012101

12&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ap/law_view.jsp&dataserno=201002010

016。 

(七)大陸物品間接進口核准案件： 

1.主要內容：園區事業自大陸地區進口原物料、零組件及經濟部未公告准許間

接進口之大陸地區原物料、零組件，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2.相關法規：請至本局網站參閱。 

http://saturn.sipa.gov.tw/eCompanyPortal/program/popFlowInfo.jsp?sop

ID=14.08。 

（八）管理費收取審核： 

1.主要內容：園區事業依承租之土地或廠房面積計算繳納基本費，同時承租土

地及廠房面積者，以應納金額較高者繳納。經本局核准入區並辦妥公司設立

登記之園區事業，其銷售額之千分之 1.9 超過前項基本費者，改依銷售額千

分之 1.9 繳納管理費。經本局核准入區，辦妥公司設立登記之園區事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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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營業登記核准日之次月 1 日起，依前述基準按期繳納管理

費；未於主管稅捐稽徵機關核准營業登記者，於公司登記滿 1 年之次月 1 日

起繳納。 

2.申請程序：第 1 次申報之廠商需指派 1 名帳號管理者，負責帳號維

護（建置/刪除）及權限管理（開放/移除電子作業）等工作，請

逕洽本局資訊服務台辦理(03-5773311 轉 1680)。  

3.相關法規（科學工業園區管理費收取辦法）：請至本局網站參閱。

http://www.sipa.gov.tw/home.jsp?mserno=201001210112&serno=2010012101

12&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ap/law_view.jsp&dataserno=201002010

011。 

上述(一)至(八)辦理事項聯絡窗口如下： 

沈文珍 swj@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451。 

葉碧蓮 nancy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452。 

陸  鍰 wul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453。 

李亞雯 wenwen31850@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455。 

劉秀芬 iv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456。 

廿廿廿廿六六六六、、、、園區設施管理園區設施管理園區設施管理園區設施管理（（（（營建組設計營建組設計營建組設計營建組設計科科科科、、、、施工科施工科施工科施工科））））    

(一)園區公共工程設計：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土地開發、公共設施、廠房及住宅等工程設計作業。 

2.聯絡窗口：曹長勇 cycao@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10。  

(二)園區公共工程發包：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土地開發、公共設施、廠房及住宅等工程發包作業。 

2.聯絡窗口：曾佩芷 pjtse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22。 

(三)園區公共工程施工監督與管理：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土地開發、公共設施、廠房及住宅等工程之施工監督與管

理，包括施工品質、施工進度、估驗計價、材料供應及驗收事項。 

2.聯絡窗口：柯季伯 gilbert@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20。 

(四)工程重大突發事件處理： 

1.主要內容：對於園區內所發生之工程重大突發事件，依據本局緊急應變處理作

業，辦理相關事項督導與管理。 

2.聯絡窗口：柯季伯 gilbert@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20。 

廿廿廿廿七七七七、、、、水水水水、、、、電電電電、、、、氣供應管理氣供應管理氣供應管理氣供應管理（（（（營建組營建組營建組營建組設計設計設計設計科科科科））））    

(一)水、電、氣供應管制協調業務： 

1.主要內容：為有效供應園區水、電、氣，除協調供需調配，必要時，得對園區

水、電、氣供需、短缺預警與節約，進行有效計畫及管制。 

2.聯絡窗口：易俊宇 yee9600@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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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 

1.主要內容：受理園區廠商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業務。 

2.申請表格下載網頁：請至本局網站「首頁(http://www.sipa.gov.tw)→水電及

設施→用水用電審核及登記」下載。 

3.聯絡窗口：易俊宇 yee9600@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14。 

(三)園區電力、電信、自來水、天然氣等共用設施新設協調與管理 

1.主要內容：配合園區土地開發與各項公共設施工程及廠房、宿舍等建築工程興

建所需之電力、電信、自來水、天然氣與油管等公用設備，新設事項協調及管

理業務。 

2.聯絡窗口： 

曹長勇 cycao@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10。 

易俊宇 yee9600@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14。    

廿廿廿廿八八八八、、、、交通業務交通業務交通業務交通業務（（（（營建組交通營建組交通營建組交通營建組交通公設公設公設公設科科科科））））    

(一)園區交通管理：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交通規劃、道路交通維持計劃書審核作業、聯外道路設置

協調作業、交通教育與宣導事項。 

2.聯絡窗口：張家明 jiami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31。 

(二)園區停車管理：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路邊及路外停車場規劃設置與管理、園區違規停車拖吊事

項。 

2.聯絡窗口：蘇文清 hash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32。 

(三)園區大眾運輸：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大眾運輸國道客運、園區巡迴巴士及汽車轉運站等規劃、

設置與管理事項。 

2.聯絡窗口：蘇文清 hash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32。 

(四)園區交通管制工程：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交通管制中心、交通管制工程、交通標誌、標線等規劃、

設置與管理事項。 

2.聯絡窗口：張家明 jiami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31。 

(五)其他有關交通管理事項： 

1.主要內容：園區道路設施巡查事項。 

2.聯絡窗口：張友怡  morgo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30。 

(六)園區道路占用開挖申請與管理： 

1.主要內容：受理園區道路占用、園區道路開挖申請作業及管理。 

2.聯絡窗口：張友怡  morgo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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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廿廿廿九九九九、、、、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公共設施管理維護（（（（營建組營建組營建組營建組交通交通交通交通公設科公設科公設科公設科））））    

(一)公共設施巡查與維護： 

1.主要內容：為維護園區公共設施正常功能，辦理園區路燈、庭園燈、道路、停

車場、隔離圍牆、排水等設施修繕維護，並定期巡查園區各項公共設施，以利

改善缺失。 

2.聯絡窗口：孫琇婷 suen@sipa.gov.tw。 

維修專線電話：03-5784541、5785865。 

(二)公共設施、廠房、宿舍等設施維修作業：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公共設施、廠房、宿舍等建築維護事項。 

2.申請程序：園區承租單位向本局提出維修申請，經電腦建檔移送維修班勘察

後，委外或自辦維修施工。 

3.維修問卷調查： 

請至本局網站「首頁→e 化及便民服務→維修問卷調查表」下載。 

4.聯絡窗口：孫琇婷 suen@sipa.gov.tw。 

維修專線電話：03-5784541、5785865。 

(三)園區廠房住宅電梯維護管理： 

1.主要內容：為維護園區內廠房與住宅電梯正常運轉，定期辦理各電梯正常檢

驗、保養維護及電梯損壞維修、緊急處理。 

2.聯絡窗口：徐加清  hsks@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541。 

(四)園區廠房住宅專案維修： 

1.主要內容：為辦理園區廠房與宿舍維修申請與修繕業務，對於超出勞務委外維

修作業班所能辦理之維修申請，例如污水雨水幫浦、屋頂漏水、磁磚舖設、窗

簾、鋁門窗、床墊、機電設施等維修事項，另行以專案方式辦理設計發包施

工。 

2.聯絡窗口：孫琇婷 suen@sipa.gov.tw。 

維修專線電話：03-5784541、5785865。 

卅卅卅卅、、、、地政及規劃地政及規劃地政及規劃地政及規劃（（（（建管組建管組建管組建管組地政租賃科地政租賃科地政租賃科地政租賃科、、、、建築審查建築審查建築審查建築審查科科科科））））    

(一)徵收取得公私有土地並提供廠商建廠使用：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土地徵購、公有土地撥用、地籍整理。 

2.法令規定：土地徵收條例。 

3.聯絡窗口： 

（新竹、龍潭園區） 

張雅華 yahu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16。 

（竹南、銅鑼園區） 

俞千惠 naeome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13。 

（宜蘭園區） 

侯成睿 cherr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17。 



 32

（生醫園區） 

邱凱苓 kailin@sipa.gov.tw       電話：03-6676489 轉 2746。 

(二)土地、廠房與宿舍等配租暨管理：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土地、建築物產權登記、出租及管理。 

2.申請程序：園區事業來函向本局申租土地、廠房、宿舍時，即依可供出租情形

初審；如有可供核配標的，提請核配會議審議並陳核後，函告獲配廠商(土地應

先辦理租地簡報)，如無可供核配標的，即列入等候名單，俟空置時再行召開核

配會議核配。 

3.下載網頁： 

（申請土地、廠房） 

http://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85&mserno=2010012100

83&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include/menu03.jsp&level2=Y。 

（申請宿舍） 

http://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86&mserno=2010012100

83&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include/menu03.jsp&level2=Y。 

4.聯絡窗口： 

（新竹、龍潭園區） 

張雅華 yahu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16。 

（竹南、銅鑼園區） 

俞千惠 naeome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13。 

（宜蘭園區） 

侯成睿 cherr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17。 

（生醫園區） 

邱凱苓 kaili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746。 

（廠房租賃） 

侯成睿 cherr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17。 

（宿舍租賃） 

莊若吟 juoyi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15。 

(三)自建廠房轉租、轉讓審核作業： 

1.主要內容：加速審查自建廠房轉租、轉讓審核作業，以利需用廠房廠商可儘快

進駐使用廠地。 

2.申請程序：請至本局網站自行參閱。 

http://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85&mserno=2010012100

83&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include/menu03.jsp&level2=Y。 

3.聯絡窗口： 

(轉讓申請) 

張雅華  yahua@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16。 

(轉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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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成睿  cherr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17。 

(四)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及各期發展地區細部計畫擬訂、變更：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及各期發展地區細部計畫擬訂、變更建議

事項；園區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建議事項；園區特定區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事項；園區都市計畫釘樁、測量行政協助事項及成果管理；園區各項公共設施

配置規劃建議事項。 

2.聯絡窗口： 

（新竹、龍潭園區） 

屈立文 chu.evi@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16（含土地使用證明）。 

（銅鑼園區） 

李至倫  konf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26。 

（竹南園區） 

黃信翔  jpman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21。 

（宜蘭園區） 

黃建華  pigoil@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23。 

（生醫園區） 

涂曉娟  juan@sipa.gov.tw    電話：03-6676489 轉 2733。 

(五)內政部授權建管範圍之建築管理事項： 

1.主要內容：建築物建造、使用、拆除及雜項執照審查核發；室內裝修審查；建

築物開工申報、施工查驗；建築物線指定（示）；建築師及營造廠登記與管理；

違章建築管理及拆除處理：都市建設類及建築報表編報；公共建築安全檢查會

辦等。 

2.聯絡窗口： 

（建築執照審查、勘驗、使用執照核發、使用管理） 

黃建華  pigoil@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23。 

黃信翔  jpman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21。 

張 康  ka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18。 

（公共建築安全檢查、建築案件調閱） 

李至倫  konfu@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26。 

卅卅卅卅一一一一、、、、景觀維護景觀維護景觀維護景觀維護（（（（建管組建管組建管組建管組景觀清潔景觀清潔景觀清潔景觀清潔科科科科））））    

(一)景觀巡查與維護： 

1.主要內容：為維護園區公共區域整體景觀，辦理園區戶外公共空間及道路植栽

景觀維護，並定期巡查園區景觀，以利改善缺失。 

2.聯絡窗口： 

吳靖然 elito@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35（新竹、竹南、銅鑼園區）。 

  劉慧茹priceless0808@sipa.gov.tw電話：03-5773311轉2633(龍潭、宜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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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執照景觀審查：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建築執照、雜項執照與使用執照等景觀部分之預審及審核事項。 

2.聯絡窗口：陳崇禮 clche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30。 

(三)園區戶外場地借用：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申請租借戶外場地事項。 

2.聯絡窗口：劉慧茹 priceless0808@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33。 

(四)園區內廣告物、臨時性指標、旗幟懸掛：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內廣告物、臨時性指標及旗幟懸掛事項。 

2.聯絡窗口：劉慧茹 priceless0808@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33。 

(五)園區內公共藝術：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公共藝術設置事項。 

2.聯絡窗口：吳靖然 elito@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35。 

(六)園區公園、綠地、道路及行道樹認養：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公園、綠地、道路及行道樹認養事項。 

2.聯絡窗口：劉慧茹 priceless0808@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2633。 

卅卅卅卅二二二二、、、、園區清潔園區清潔園區清潔園區清潔（（（（建管組建管組建管組建管組景觀清潔景觀清潔景觀清潔景觀清潔科清潔隊科清潔隊科清潔隊科清潔隊））））    

1.主要內容： 

(1)園區事業機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生活垃圾清運。 

(2)園區公共區域環境清潔維護（外包）。 

(3)園區住宅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生活垃圾及大型廢棄物清運（外包）。 

(4)園區廢棄汽機車之查報。 

(5)園區環境衛生病媒消毒工作（外包）。 

(6)園區流浪犬管理及住宅面滅鼠工作。 

(7)建物使用執照申請有關環境清潔部分檢查。 

2.聯絡窗口：彭銘志 mcpeng@sipa.gov.tw 電話：03-5642072 轉 2551。    

卅卅卅卅三三三三、、、、資訊服務資訊服務資訊服務資訊服務（（（（科技部科技部科技部科技部資訊資訊資訊資訊處竹科辦公處竹科辦公處竹科辦公處竹科辦公室室室室））））    

(一)管理局入口網站服務： 

1.主要內容： 

提供本局服務資訊管道，區分為民眾、投資者、園區廠商、員工專區、行動

版、兒童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及英文版等項目，所屬網頁主要資訊如下： 

(1)訊息公告：最新消息、活動訊息、新聞稿、法規新訊、招標公告、訓練進

修、徵才資訊、統計資訊、園區簡訊等。 

(2)我們的服務：介紹本局各組室服務功能。 

請從本局網站「民眾」項下點選  http://www.sipa.gov.tw/。 

(3)廠商服務 e 網通。 

(4)入區廠商及單位：廠商及單位名錄、廠商徵才、創新產品、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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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管理局：本局簡介、認識局長、願景與價值、施政策略目標、組織架構、業

務執掌、施政計畫、施政成果、為民服務白皮書、聯絡資訊及位置圖、樓層

資訊、政風園地、災害防救作業、駐外單位、參訪諮詢等。 

(6)認識竹科：竹科介紹、新竹園區、竹南園區、龍潭園區、銅鑼園區、新竹生

醫園區、宜蘭園區等。 

(7)竹科交通：園區地圖、如何到園區、道路查詢、巡迴巴士、即時交通網、停

車場資訊、便門通行時間、拖吊車輛查詢網等。 

(8)研發及人培：施政計畫、施政成果、為民服務白皮書、創新研發、人才培

訓、表單下載、相關法規等。 

(9)投資外貿：投資服務、保稅作業、進出口通關、管理費、廠商服務窗口（外

貿/保稅/管理費）、表單下載、投資法規、外貿保稅法規、相關法規等。 

(10)勞安環保：勞資、工安、環保、勞工育樂中心、表單下載、相關法規等。 

(11)工商服務：公司登記、工廠登記、商業登記、動產擔保登記、稅捐減免証

明核發、決算書表查核、廠商人力申辦、外籍人員聘雇、民防教育、表單

下載、相關法規等。 

(12)水電及設施：園區道路挖掘申請、公共設施及建築物維護、用水用電審核

及登記、園區地理資訊系統、工程採購公告資訊、表單下載、相關法規

等。 

(13)租賃及建管：申請土地廠房、申請宿舍、申請建造(執照)、景觀植栽審

查、服務連絡窗口、表單下載、營建相關法令、相關法規等。 

(14)e 化及便民服務：廠商服務 e 網通、勞工育樂中心、科技人才學習網、中國

專業人士入區申請、探索館訪客預約、維修問卷調查表、職工福利系統、

全國建築管理系統、園區地理資訊系統、局長信箱、首長與民有約、參訪

諮詢、線上報名、問卷調查、常見問答、災害防救作業等。 

(15)相關法規。 

(16)出版品。 

(17)網網相連。 

(18)員工專區：提供本局員工使用。 

(19)行動版：認識園區、本局組織架構、園區導覽、園區位置及交通、聯絡窗

口、即時新聞等。 

(20)兒童版：園區消息、園區產業介紹等。 

(21)英文版：提供外籍人士使用，內容包括我們的服務、投資、商機、統計、

指引等。 

2.申請程序：請上本局網站 http://www.sipa.gov.tw/。 

3.聯絡窗口：王立慧 pigg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680。 

(二)電子申辦業務：  

1.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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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組織再造政策，資訊資源向上集中，竹、中、南科學園區依科學工業

園區投資、設廠及營運作業服務項目，建置「科學園區廠商共用性資訊服務」系

統，整合廠商單一入口網，提供園區廠商申辦、申報及回覆查詢作業，簡化、

標準化廠商申報及本局端審核流程，並透過政府共通平臺，跨機關間資訊交

換，簡化流程、降低成本、省時省力。所屬網頁主要資訊如下： 

(1)全部作業：人才培訓、創新產品獎、研發成效獎、投資申請、廠商財務決

算書表申報、管理費申報作業、創新研發案件申請電子申辦、動產抵押系

統等。 

(2)投資申請：投資申請、投資額審定、退還投資保證金、申請用水量預審、

申請用電量預審、事業污染總量預估等。 

(3)公司登記：公司設立登記、工廠登記、區外遷入園區登記、分公司設立登

記等。 

(4)勞動檢查：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備、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報備、特

別危害健康作業特殊健康檢查、危害物品申報、危險性工作場所申請審查

暨檢查等。 

(5)工廠營運：人才培訓、優良廠商創新產品獎、研發成效獎、廠商財務決算

書表申報、申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廠商人力申報、管理費申報作業、委

受託加工申請、租用宿舍、動產抵押系統等。 

(6)廢止設立：公司解散、合併解散、存續合併登記、歇業登記等。 

2.申請程序：園區廠商相關業務承辦同仁，請逕向 貴公司負責「科學園區廠商共

用性資訊服務系統」帳號管理人員申請使用者帳號、密碼及權限。 

3.聯絡窗口：王立慧 pigg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680。 

(三)資訊服務台： 

1.主要內容：提供本局員工與園區廠商問題諮詢及資訊需求服務。 

2.申請程序：電話聯繫或填寫資訊服務申請單。 

3.聯絡窗口：王立慧 piggy@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680。 

卅卅卅卅四四四四、、、、國會協調國會協調國會協調國會協調、、、、新聞聯繫新聞聯繫新聞聯繫新聞聯繫與與與與敦親睦鄰敦親睦鄰敦親睦鄰敦親睦鄰    ((((秘秘秘秘書書書書室室室室法制科法制科法制科法制科))))    

(一)國會協調聯繫：    

1.主要內容：處理立法委員質詢議題及問政服務案件之協調聯繫與溝通、立法院各

黨團及委員會之協調與聯繫、陪同首長列席備詢、安排立法委員考察及助理參訪

行程、監察委員巡察及履勘行程之協調與聯繫等事宜。 

2.聯絡窗口：洪榮鍵  a02865@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115。 

(二)敦親睦鄰推動： 

1.主要內容：推動園區周邊敦親睦鄰工作、舉辦園區周邊村里長座談，，，，並邀請社區

居民參與本局活動，以建構人文與社區結合的科學園區。 

2.聯絡窗口：王興國 shinggwo@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701。 

(三)新聞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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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內容：園區施政措施與成果之發布、媒體採訪之聯繫與溝通協調、民眾關切

議題之處理及回應。 

2.聯絡窗口：王興國 shinggwo@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701。 

卅卅卅卅五五五五、、、、公文收發公文收發公文收發公文收發、、、、檔管檔管檔管檔管、、、、採購與法律服務採購與法律服務採購與法律服務採購與法律服務（（（（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文書科文書科文書科文書科、、、、事務科事務科事務科事務科、、、、法制科法制科法制科法制科））））    

(一)公文收發服務： 

1.主要內容：受理公文收文及收發文查詢事項。 

2.申請程序：公文收文請以親持或郵寄方式送本局 1 樓收文室辦理，收發文查詢

則請逕向聯絡窗口洽詢。 

3.聯絡窗口： 

(1)收文：曹美霞 tsaur@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220。 

(2)發文：熊月美 mei@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213。 

(二)檔案調閱服務： 

1.主要內容：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及「檔案法」，受理檔案閱覽、抄錄或複製

之申請。 

2.申請程序：請填具申請書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0 條及「檔案法施行細則」

第 18 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後，向本局提出申請。 

3.聯絡窗口：呂思萱 shalijf@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226。 

(三)採購服務：  

1.主要內容：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本局勞務及財物採購招標事宜。 

2.申請程序：請依各採購案公告及標單規定投標。 

3.聯絡窗口：劉文龍 vincent@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230。 

(四)法律相關服務： 

1.主要內容：提供法令解釋及國家賠償等法律服務。 

2.申請程序：提供法律適用疑義釋示函件、國家賠償申請書或電話聯繫。 

3.聯絡窗口：謝孝忠 solon@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260。 

卅卅卅卅六六六六、、、、終身學習時數登錄終身學習時數登錄終身學習時數登錄終身學習時數登錄（（（（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1.主要內容：辦理本局訓練課程，運用學習網站管理後台功能，將該課程相關資 

             料上傳於終身學習入口網站（https://lifelonglearn.dgpa.gov.tw/ ），並接受     

             其他機關線上報名。 

           2.聯絡窗口：李化雨 rachel@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303。 

卅卅卅卅七七七七、、、、廉政資訊服務廉政資訊服務廉政資訊服務廉政資訊服務（（（（政風室政風室政風室政風室））））    

(一)提供廉政服務電子信箱與電話，與員工及民眾保持密切互動： 

1.主要內容：設置本機關廉政服務電子信箱（ethics@sipa.gov.tw）及電話

（03-5778060），提供員工及民眾使用。 

2.申請程序：請至本局網站（http://www.sipa.gov.tw/）瀏覽使用。 
3.聯絡窗口：劉冠汝 toughjo@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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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廉政法令宣導： 

1.主要內容：政府及本局各項政風法令規章、端正政風相關法律常識、本局或他

機關貪瀆案例、公務員對於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之相關規定及案

例、鼓勵檢舉貪瀆不法事項、機關員工優良廉能事蹟、其他有關掃除黑金、企

業反貪等端正政風應行宣導事項。 

2.申請程序：請逕向業務承辦人洽詢。 

3.聯絡窗口：陳仕蓁 A02928@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500。 

(三)受理查閱公職人員財產申請： 

1.主要內容：本室收受申報後，審核申報資料並彙整為每人 1 冊，列冊以供查

閱。 

2.聯絡窗口：陳仕蓁 A02928@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500。 

卅卅卅卅八八八八、、、、園區維安執行小組園區維安執行小組園區維安執行小組園區維安執行小組（（（（政風室政風室政風室政風室））））    

科學工業園區是資訊產業的重鎮，國際恐怖份子為達到破壞全球資訊產業的目

的，園區遂為恐怖份子攻擊之首要目標；為提昇園區重大災害防救能力，本局除

成立維安執行小組，加強各項防範措施外，並與相關治安及情治機關保持密切聯

繫，隨時掌握危安預警資料，預為妥慎處理。 

1.園區維安執行小組執行秘書：陳仕蓁   電話：03-5773311 轉 1500。 

2.聯絡窗口：劉冠汝 toughjo@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504。 

卅卅卅卅九九九九、、、、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民服務及政風實況調查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民服務及政風實況調查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民服務及政風實況調查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民服務及政風實況調查（（（（政風室政風室政風室政風室））））    

1.主要內容：為強化本局清廉形象，落實防制貪瀆工作，藉由問卷調查，瞭解本

局員工與相關業務往來人員的互動，作為精進本局政風業務之參考。 

2.聯絡窗口：劉冠汝 toughjo@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1504。 

四十四十四十四十、、、、竹南園區服務處竹南園區服務處竹南園區服務處竹南園區服務處（（（（營建組營建組營建組營建組））））    

(一)竹南園區投資環境介紹： 

1.主要內容：為提供竹南園區廠商服務及新入區投資廠商園區環境介紹，以就近

協助及反映各項問題，使各類問題能迅速獲得處理。 

2.聯絡窗口：劉啟玲 chiling@sipa.gov.tw  電話：03-5773311 轉 5200。 

(二)業務項目： 

1.主要內容：竹南園區警安、景觀、清潔維護通報及緊急處理，大眾運輸系統、

標準廠房、活動中心、餐廳及公共設施維修巡檢及通報，與各組室相關業務協

調及會勘，行政大樓會議室及訓練教室管理、標準廠房消防及安全申報。 

2.聯絡窗口：陳啟桐 ctchen@sipa.gov.tw     電話：037-596262 轉 5201。 

楊永男 ynyang@sipa.gov.tw     電話：037-596262 轉 5202。 

四十四十四十四十一一一一、、、、龍潭園區服務處龍潭園區服務處龍潭園區服務處龍潭園區服務處((((投資組投資組投資組投資組))))    

(一)龍潭園區投資環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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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內容：為提供龍潭園區廠商服務及新入區投資廠商園區環境介紹，以就近

協助及反映各項問題，使各類問題能迅速獲得處理。 

2.聯絡窗口：劉利誠 leaster@sipa.gov.tw  電話：034-709323 轉 5101。 

(二)業務項目： 

1.主要內容：龍潭園區警安、景觀、清潔維護通報及緊急處理；公共設施維修巡

檢及通報；與本局各組室相關業務協調及會勘。 

2.聯絡窗口：劉利誠 leaster@sipa.gov.tw  電話：034-709323 轉 5101。    

四十四十四十四十二二二二、、、、宜蘭宜蘭宜蘭宜蘭園區服務處園區服務處園區服務處園區服務處((((企劃企劃企劃企劃組組組組))))    

(一)宜蘭園區投資環境介紹： 

1.主要內容：為提供宜蘭園區廠商服務及新入區投資廠商園區環境介紹，以就近

協助及反映各項問題，使各類問題能迅速獲得處理。 

2.聯絡窗口：游靜秋 yjc@sipa.gov.tw 電話：03-9255577 傳真：03-9255500。 

(二)業務項目： 

1.主要內容：宜蘭園區安全、景觀、清潔維護通報及緊急處理；公共設施維修巡

檢及通報；與本局各組室相關業務協調及會勘；會議室管理。 

2.聯絡窗口：游靜秋 yjc@sipa.gov.tw 電話：03-9255577 傳真：03-9255500。 

 

四四四四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生醫生醫生醫生醫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    

(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投資環境介紹： 

1.主要內容：提供生醫園區潛在廠商投資環境介紹(新竹生醫園區摺頁簡介、參展

海報、簡介影片等)，辦理各式招商活動，以推廣園區形象並加速招商引資，促

進生醫園區產業聚落成形；另就近協助及反映已進駐生醫園區廠商各項問題，

使問題能迅速獲得處理。 

2.聯絡窗口：李佳臻 laura@sipa.gov.tw    電話：03-6676489 轉 2722。 

            林宜玫 yimeilin@sipa.gov.tw 電話：03-6676489 轉 2723。 

(二)生醫園區公共設施、廠房等設施維修作業： 

1.主要內容：辦理園區公共設施與廠房等機電及建築維護事項。 

2.申請程序：園區承租單位向本局提出維修申請。 

表單下載：本局網站→下載專區→水電及設施→維修申請單。 

3.聯絡窗口： 

維修專線電話：03-5784541、5785865。 

本局承辦人(機電)：王俊策 cns1172@sipa.gov.tw 電話：03-6676489 轉 2736。 

本局承辦人(建築)：王俊策(e-mail address 與電話同上)。 

(三)生醫園區景觀巡查與維護： 

1.主要內容：為維護園區公共區域整體景觀，辦理園區戶外公共空間及道路植栽

景觀維護，並定期巡查園區景觀，以利發現及改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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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聯絡窗口：王俊策 cns1172@sipa.gov.tw 電話：03-6676489 轉 2736。 

(四)生醫人才培訓、數位學習、資料查閱及產業知識服務： 

1.主要內容： 

(1)人才培訓：提升生醫從業人員之專業技能及技術知識，開辦所需專業及技

術課程，以增進園區競爭力。 

(2)數位學習：生醫產業技術及法規性知識數位課程。 

(3)資料查閱服務：合法購置國際標準、年鑑資料和國內生醫相關書籍，免費

提供生醫廠商翻閱。 

(4)產業知識服務：提供生醫產品法規知識、產業即時資訊、技術專利趨勢及

醫療器材相關研討會等服務，除透過生醫園區入口網站做為平台，另藉由

電子報與會員資訊傳遞，以協助業者取得國內外最新產業發展動態。 

2.聯絡窗口： 

(1)人才培訓：鄭享平 jsp16@sipa.gov.tw 電話：03-6676489 轉 2711。 

(2)數位學習：鄭享平 (e-mail address 與電話同上)。 

(3)資料查閱服務：鄭享平 (e-mail address 與電話同上)。 

(4)產業知識服務：温大君 dj@sipa.gov.tw 電話：03-6676489 轉 2715。 

(五)生技大樓廠商服務平台： 

1.主要內容： 

(1)生技大樓廠商服務平台資訊系統及服務介面。 

(2)舉辦廠商座談會或交流會。 

(3)生技大樓管委會協調介面與服務。 

2.聯絡窗口： 

(1)服務平台：周褒貞 patty@sipa.gov.tw 電話:03-6676489 轉 2747。 

(2)公關宣傳：楊美智 janice.yang@sipa. gov.tw  電話:03-6676489 轉 1248。 

(3)會議室租用：林欣怡 catmouse@sipa.gov.tw  電話:03-6676489 轉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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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本本本本局處理人民或法人申請案件分類及時限表局處理人民或法人申請案件分類及時限表局處理人民或法人申請案件分類及時限表局處理人民或法人申請案件分類及時限表 

主辦 

單位 
類 別 

項 

次 
申 請 案 件 項 目 

處理時限 

（天） 
備 註 

投資組 投資服務 1 投資創設 42  

  2 投資額審定 5  

  3 投資人變更 5  

  4 股權轉讓 9  

  5 增資、減資 9  

  6 營業項目投資計畫完成轉投資 12  

 業務推廣 1 接待參觀園區 5  

  2 中國大陸人士申請參訪 3  

環安組 勞工行政 1 訂定工作規則 20  

  2 資遣勞工通報案 5  

  3 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案 30  

  4 歇業事實認定 30  

  5 勞資會議備查案(代表名冊備查) 5  

  6 大量解僱通知案 5  

  7 產業工會籌組 30  

  8 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書 6  

  9 外籍勞工提前終止聘僱契約離境驗證 5  

  10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設立登記及提

撥率之核定  
6  

  11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雇主異動 6  

  12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公司名稱異動 6  

  13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主委/副主委

異動 
6  

  14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地址異動 6  

  15 
暫停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調整勞工退休

準備金提撥率 
6  

  16 勞工退休金給付申請 6  

  17 勞工退休準備金超提支付資遣費 6  

  18 結清舊制年資 6  

  19 勞工退休準備金餘額領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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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經歇業事實認定勞工退休準備金支付資遣

費 
10  

  21 
歇業解散勞工退休準備金支付資遣費暨餘

額領回作業 
6  

  22 事業單位合併勞工退休準備金移轉 6  

  23 職工福利委員會線上申請 6  

  24 性別平等申訴案 30  

  25 國防緩召業務 6  

環安組 勞工檢查 1 危險性機械竣工檢查 24  

  2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檢查 
甲、丁類 30 

丙類 45 
 

  3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單位)設置報備 6  

  4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備 6  

  5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報備 6  

  6 採樣策略之作業環境測定計畫報備 6  

  7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健康檢查報告書報備 6  

  8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之報備 6  

環安組 環境保護 1 事業廢水納入下水道系統 6  

工商組 工商服務 1 公司設立登記 6  

  2 公司發行新股變更登記 6  

  3 公司增減資變更登記 6  

  4 營業項目變更登記 5  

  5 公司名稱、所在地變更 5  

  6 董監事、經理人、章程變更 5  

  7 本國分公司、外國公司分公司登記 6  

  8 股票簽證發行報備 3  

  9 公司解散登記 5  

  10 公司合併登記 6  

  11 公司經理人登記 5  

  12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之各種證明、影印、

抄錄 
5  

  13 工廠設立、變更、歇業登記 5  

  14 新興重要產業完成證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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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動產擔保設定、變更、註銷登記 3  

  16 工商憑證審驗 3  

  17 商業設立或變更登記 5  

  18 工商服務業設立、變更、註銷登記 6  

  19 聘僱外籍專業技術人員 3  

 消防業務 1 
建築物新建、增建、改建、變更設計、變

更用途消防安全設備審勘查業務 
10  

  2 
建築物室內裝修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勘查

業務 
10  

  3 
公共危險物品暨可燃性高壓氣體改善案之

審查與查驗案件 
10  

 財稅稽核 1 決算書表查核申報 6  

 貿易服務 1 輸出入許可證 4  

  2 輸出入許可證修改、註銷、掛失、補發 4  

  3 優惠關稅產地證明書 4  

  4 委託國內外廠商加工 4  

  5 接受國內外廠商委託加工 4  

  6 產品出區展示 5  

  7 免標產地 5  

  8 保稅物資出區違規案處理 5  

  9 出售機器設備、呆滯料 5  

  10 副產品、下腳廢品監毀 5  

  11 授權保稅物資自行點驗出區及按月彙報 5  

  12 登記自行點驗暨按月彙報印鑑 5  

  13 生產性物品出區證明印鑑卡 5  

  14 生產性物品攜運出區 5  

  15 保稅區外無產製證明 5  

  16 輸入舊機器設備 5  

營建組 電氣執照 1 電氣技術人員登記 5  

 挖掘道路 1 挖掘道路 15  

 占用道路 2 臨時占用道路 7  

 維護修繕 1 維修廠房 3  

  2 維修公共設施 3  



 44

  3 維修宿舍 3  

建管組 地政租賃 1 租用園區土地 20  

  2 租用園區廠房 20  

  3 退租園區土地、廠房 20  

  4 土地徵收(一併徵收) 15  

  5 租用園區宿舍 15  

  6 退租園區宿舍 15  

 建築審查 1 建築設計預審 14  

  2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查 

一般 10 日；

公眾、工廠

30 日 

 

  3 申報開工 6  

  4 開工、竣工展期 7  

  5 建築執照勘驗 3  

  6 使用執照申請 

一般 10 日；

公眾、工廠

20 日 

 

  7 室內裝修圖說審查 7  

  8 室內裝修竣工審核 12  

  9 變更起造人、監造人、承造人 7  

  10 建照、使照遺失補發 5  

  11 法定空地分割證明 14  

  12 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 6  

  13 建築線指示(定) 10  

  14 都市計畫證明 10  

  15 營造業登記 10  

企劃組

（科技部資

訊處竹科辦

公室） 

資訊服務 1 園區通關自動化系統連線作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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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園區大眾運輸園區大眾運輸園區大眾運輸園區大眾運輸    

新竹科學園區汽、機車過度使用，造成道路容量及停車位不足，亟需發展大眾運輸以

減少汽、機車之使用，故本局於科技生活館及新安站設置客運轉運站，提供客運服

務： 

一、園區巡迴巴士：園區一期、二期、交大、光復路及竹村住宅區路線(紅線)。 

園區三期及光復路線(綠線)。 

新竹園區至竹南園區路線(紫線)。 

新竹園區至新竹生醫園區(高鐡站)路線(橘線)。 

二、國光客運：新竹―台北(中山高，經竹科)。 

新竹―基隆(中山高，經竹科)。 

新竹―林口長庚(中山高，經竹科)。 

新竹―台中(中山高，經竹科、水湳)。 

三、亞聯客運：新竹―台北(二高，經龍潭、竹科)。 

四、統聯客運：新竹―板橋（二高，經竹科）。 

苗栗―內湖（中山高，經竹科）。 

台北―台中(中山高，經竹科)。 

五、新竹客運：55 路：南寮―竹科(經台鐵新莊站）。 

              57 路：城隍廟―台鐵新莊站。 

六、科技之星：81 路：古奇峰―台鐵新莊站。 

              90 路：新竹火車站―園區新安站。    

七、快捷公車：1 號：新竹縣政府―竹科（經中山高）。 

2 號：竹北喜來登飯店―竹科。 

3 號：竹北市六家國中―竹科。 

※詳細資料請參考本局網站(http://www.sipa.gov.tw/)→竹科交通 →如何到園區。 

 

交通服務電話：(03)577-3311 分機 2535。 

號誌維修專線：0800-600555。 

園區巡迴巴士服務電話：0928-03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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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園區其他為民服務單位園區其他為民服務單位園區其他為民服務單位園區其他為民服務單位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一一一一、、、、機關團體機關團體機關團體機關團體((((含公含公含公含公會會會會、、、、學學學學、、、、研研研研、、、、天然氣天然氣天然氣天然氣、、、、電信電信電信電信、、、、水水水水、、、、電電電電))))    

園區同業公會  電話：03-5775996 

傳真：03-5779291 

會址：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 號(4 樓) 

園區實驗中學 電話：03-5777011 

清華大學     電話：03-5715131 

交通大學     電話：03-5712121 

工研院       電話：03-5820100 

中油天然氣   電話：03-5750918 

中華電信     電話：03-5639600 

自來水公司第二區管理處    電話：03-4643131 

楊梅服務所      電話：03-4782077 

          龍潭給水厰      電話：03-4712002 

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    電話：03-5712140 

新竹服務所      電話：03-5714321 

新竹給水廠      電話：03-5733523 

竹南頭份營運所  電話：037-623500 

東興給水廠      電話：037-669683 

          通霄銅鑼營運所  電話：037-986206 

自來水公司第八區管理處    電話：03-9229843 

台電新竹服務中心          電話：03-5223141 

台電公司新桃供電處        電話：03-5770766 

台電公司桃園區處          電話：03-3392121 

台電公司新竹區處          電話：03-5230121 

台電公司苗栗區處          電話：037-266911 

台電公司宜蘭區處          電話：03-9354800 

二二二二、、、、金融機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    

臺灣銀行         電話：03-5770050  

兆豐銀行竹科竹村分行  電話：03-5773155  

兆豐銀行竹科新安分行  電話：03-5775151  

合作金庫         電話：03-5783962  

彰化銀行         電話：03-5770780  

渣打國際商銀          電話：03-5785355  

遠東國際商銀          電話：03-5798833 

新竹科學園郵局      電話：03-577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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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南園區： 

兆豐銀行竹南科學園區分行    電話：037-682288 

竹南科學園郵局           電話：037-671644 

三三三三、、、、交通交通交通交通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國光客運             電話：0800-010138 

統聯客運             電話：03-6669159 

亞聯客運             電話：03-5753322 

園區巡迴巴士         電話：03-5538866 

新竹客運（新竹市 55、57 路公車）電話：03-5225151~8 

科技之星（新竹市 81、90 路公車）電話：0800-050550 

新竹縣快捷公車       電話：03-5538686 

四四四四、、、、餐飲餐飲餐飲餐飲    

靜心湖畔餐廳         電話：03-6663967 

篤行會館 Living One  電話：03-5775252 

7-11(活動中心 A 館)   電話：03-5670844 

畇庭複合食坊(活動中心 A 館) 電話：03-6662602 

7-11(工業東四路)     電話：03-5670954 

7-11(矽導門市)       電話：03-5794397 

My Coffee(矽導門市)  電話：03-5785060 

膳鮮食品(矽導員工餐廳) 電話：03-5837615 

全家(靜心湖畔)       電話：03-5770320 

全家(科技生活館)     電話：03-5678869 

漢堡王               電話：03-5643996 

禾園茶館             電話：03-6662706 

鍋神涮涮鍋           電話：03-6668998 

怡客咖啡             電話：03-5798426 

Subway 潛艇堡        電話：03-6663952 

湖畔藝術園區         電話：03-5770077 

※竹南園區： 

7-11 (一期標準廠房中間棟 1 樓)      電話：037-584419 

五五五五、、、、報關相關業報關相關業報關相關業報關相關業    

科學城物流  電話：03-5783200 

五崧捷運    電話：03-5773191 

驊洲運通    電話：03-5639888 

洋基通運    電話：03-5790903 

永通國際    電話：03-577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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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帥報關    電話：03-5787210 

鴻霖航空    電話：03-5775170 

均輝        電話：03-5779927 

漢高運通    電話：03-5779927 

立通        電話：03-5779205 

立盟通運    電話：03-5643433 

拓領運輸    電話：03-5790799 

美亞產物    電話：03-5770745 

宗達通運    電話：03-5789982 

漢宏國際    電話：03-5781842 

天豪物流    電話：03-5784397 

六六六六、、、、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員工診所      電話：03-6669996 

園區托兒所    電話：03-5778298 

艾唯兒托兒所  電話：03-6017001 

就業服務站    電話：03-5774677 

戶外休閒運動設施(高爾夫練習球場、網球場、游泳池)： 

高市高爾夫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5678928 

大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活動中心 A 館)  電話：03-5773381 

※竹南園區： 

就業服務站  電話：037-596199 

苗栗職業訓練場 電話：037-582453 

 

備註：本手冊將定期更新公布，請於本局網頁 http://www.sipa.gov.tw/ 

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