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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貴賓、鄉親，大家好：

　新的一年是牛年，牛象徵「勤奮、樸實」

的精神，正如同國華就任三年來，摒除口號

立縣，和縣府團隊作伙打拚，以「務實」推

動縣政，以同理心看待鄉親的需求，解決問

題，為最多的縣民頭家，謀求最大的福利。

　三年來，雖然我們沒有浮華的施政口號，

但縣府團隊一步一腳印，以宜蘭人甘願做牛

做馬的精神，「突破」多項縣政瓶頸，以鄉

親福祉為第一優先，「創新」利民方案，打

造幸福家園的「願景」。

　成果是令人欣慰，感謝縣議會、各鄉鎮公

所和縣府團隊的支持、參與，更感謝鄉親的

肯定和鼓勵，這攏是我們未來更加打拚的動

力。

摒除口號立縣　務實打拚

　今天從親水公園到森林公園的河道首航，

是快樂的出帆；正式向鄉親宣告，自冬山

河下游的大閘門至上游森林公園長達13.5公

里，不久即將可全程啟航，沿途景緻萬千，

是冬山、溪南和全縣，甚至全台灣的五星級

觀光航線。

　縣府在今年度，已投入高達1.3億元的經

費進行森林公園的大改造；明、後年將再投

入5.7億元興建旅遊服務中心、河岸景觀生

態、植栽綠美化。

　未來全國的遊客可到冬山河體驗遊河樂

趣，還有自行車道聯結冬山火車站、冬山市

區形象商圈、羅東夜市、周邊休閒農業區，

帶動觀光產業發展與地方商機。

　適逢全球金融海嘯風暴，景氣低迷之際，

自由時報10/9全國版報載，國內旅館同業暑

假平均住房率減少10％至15％。

　而宜蘭縣的觀光產業在蘭雨節帶動下，

在一片不景氣中，逆勢上揚。據國稅局統

計，宜蘭縣今年暑假，住宿業營業額比去

年營收增加3,800萬元，成長9.24％，餐飲

營業額也比去年營收增加5,200萬元，成長

10.77％。

　民宿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家，餐館增加152

家，10年來呈現負成長的人口數，也在去年

九月止跌，今年比去年同期逆勢增加了792

人。

　縣府推動運動休閒產業化的最主要目的，

是要與觀光旅遊結合，填補非大型活動舉辦

的旅遊淡季，也能透過運動賽事，吸引運動

旅遊人口來宜蘭，為地方創造商機。

在運動產業部份，十二月七日，宜蘭縣首次

舉辦全國馬拉松，吸引三千多名來自全國愛

好運動的選手來宜蘭。

　

從首屆「環蘭陽溪公路自行車賽」、首屆北

宜公路自行車賽、亞洲鐵人三項全國錦標

賽、全國鐵騎挑戰太平山賽，及連續三屆的

「迎向龜山島」海上長泳等，每一項賽事在

宜蘭都是創舉。

行動領航 飛躍崛起新蘭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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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包括國際大型運動盛會－亞洲盃、亞

青盃划船賽，也將在宜蘭縣冬山河舉辦，行

銷宜蘭的好山好水。

　除積極促進宜蘭觀光產業的發展，帶動旅

遊人潮與商機外，如何改善宜蘭工商環境，

增加鄉親就業機會，更是國華就任三年來施

政的重點方向。

觀光業逆勢崛起　看見新商機

　三年來，在縣府團隊務實招商下拜訪900 

多家廠商，我個人也拜訪近350家，招商成

績鄉親有目共睹，利澤工業區不再放牛吃

草，土地租售率近100％，超過百家產業進

駐，其中傲視全球的太陽能光電產業聚落，

更是科技新家鄉。

　此外，竹科城南基地在國華任內，三年

來，歷經民眾抗爭、環評審查、都市計畫審

議、非都市計畫開發審議，及重回BOT評估

等最艱困的階段，國華與縣府團隊無役不

與，關關突破克服，未來竹科的啟動，對宜

蘭整體的產業升級與就業人口的增加，必能

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宜蘭這片土地的認同和珍惜，除了保持

好山好水、提升資訊服務、創造就業機會之

外，完善的社會福利更是幸福家園的重要條

件。

　因應經濟不景氣，減輕家長與學生的經濟

負擔，特自籌經費，編列3千萬元全面補助

98年度縣內國中、小學生教科書費用，讓全

縣101所學校，51,759位學生將節省的書籍

費，用來購買課外、參考書籍，進而提升閱

讀能力；同時，推動「送電腦到我家」、

「縮短城鄉數位落差」、「國民電腦應用計

畫」、「ｅ起來免費輕鬆學上網」、「資訊

教師志工啟動」等施政，打造一個公平的數

位學習新起點，培養學童整體資訊素養。

　為解決阿公、阿嬤缺牙、無牙之苦，縣府

首創「高齡者口腔照護補助」；為加強縣內

單親、弱勢家庭及新移民女性的照顧，縣府

設立「築親庭福利服務中心」；為讓弱勢學

童也能享有學習成長的機會，縣府首創「貧

童課後免費安親」方案；為協助弱勢家庭儲

蓄，作為孩子就學就業基金，首創「脫貧方

案」，提撥的比例更是全國最高。

　為因應國際肥料陸續上漲，縣府也創全國

之先，全額補助農民肥料價差，減輕農民負

擔；為照護縣內30到39歲家庭主要的經濟支

柱者的健康，推出全國首創的「3039」健康

檢查服務。

　明年度首度實施的「勞工職災慰助金」，

將為縣內廣大的勞工朋友提供更完善的照顧

與保障。此外，身心障礙者租金補助、獨居

老人在宅醫療及防跌服務、人性化的拖吊業

務、擴大原民文化向下紮根等，每一個創新

政策的推動，看來是小事，但卻是鄉親最關

切、感受最深刻的大事。

全力衝刺　同心耕富強

　即將邁入第二十個年頭的台灣燈會，明

年將在宜蘭隆重推出，主題為「同心耕富

強」；縣府團隊未來一年，不但要學水牛，

全心全力耕耘、任勞任怨，更要邁開大步全

力衝刺，以創新的思維闢劃縣政，以務實穩

健的作為，回應鄉親的期待，精益求精來提

升行政效率，突破困境、再創新機。

　讓宜蘭成為「產業新蘭陽、生活新故鄉」

的施政願景，過去三年來，在縣府團隊與

鄉親共同努力、奮鬥下，已一步一步地實現

了。

　我們相信皇天不負苦心人，捲起袖子實實

在在的打拚，必能建構一個健康、安心、樂

活的家園，這是縣府努力的目標，更是國華

的責任。

　感謝各界、感謝鄉親，希望繼續指導和鼓

勵，最後祝各位縣民頭家牛年行大運，闔家

平安、人人健康擱大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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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家庭「脫貧方案」　提撥比例全

國最高  

　為協助本縣弱勢家庭累積脫貧能量，縣府

特地結合財團法人劍潭古寺企業捐款、公益

彩回饋金與社福機構團體等資源，委託財團

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辦理脫

貧方案。

　方案分為三個部分：個人發展帳戶、個案

輔導與志願服務。個人發展帳戶，由國泰世

華銀行宜蘭分行協助辦理開戶，以個人儲蓄

及本府相對提撥的方式協助弱勢家庭累積資

產並培養家戶儲蓄能力。

　參與家戶每月自行儲存1,000元至本府指

定帳戶中，再由縣政府和民間捐款協助相對

提撥2,000元，總計每戶每年可儲蓄36,000

元。

　方案進行期程為7年，7年後每戶將擁有

252,000元的儲蓄款(尚未計入利息)，這些

錢限用於戶內子女就學、就醫及就業。

　方案設立宗旨為協助縣內弱勢家戶，案件

來源以各公所及縣內社會福利機構團體協助

薦舉為主，受理期間自97年12月1日至98年1

月31日。連絡窗口：社會處社會救助科張君

培，電話9328822轉366。

　

老人裝假牙　重拾食趣

　為照顧本縣65歲以上弱勢族群長輩，縣府

於97年5月14日開辦「宜蘭縣高齡者口腔照

護補助計畫」，補助低（中低）收入戶老人

家裝假牙的費用，解決缺牙、無牙之苦，讓

受惠的阿公阿婆們恢復牙齒咬合功能，重拾

食趣，提供給老人家最貼心、口惠實惠的服

務。

　需要這項服務的民眾，請至戶籍地鄉鎮市

公所申請福利身分證明，再逕赴與縣府簽約

之特約牙醫醫療院所，進行診治申請，經縣

府審核通過後即可製作。

　補助假牙計畫已於今年5月14日起開辦，

至10月止，共有43位年滿65歲之(中)低收入

戶受惠，補助金額為新台幣1,190,000元。

　縣內共有三十四家特約牙醫醫療院所，敬

請符合資格的阿公阿婆踴躍接受補助，也

請兒孫幫老人家留意，不要讓長輩的權益

睡著了；請洽縣府社會處黃小姐，電話03-

9328822轉分機402。

 

溫馨「築親庭」　守護單親、外配的

幸福

　　縣府關心單親及外籍配偶家庭，於今

年5月特地設立「宜蘭縣築親庭福利服務中

心」，透過單一窗口福利服務，帶來更多福

祉。

　築親庭成立半年多以來，成功地提供262

案之管理服務，並為單親及外籍配偶家庭免

費開設50場以上的活動或課程，共計3,968

人次參與。

　築親庭係取「竹蜻蜓」諧音而來，秉持愛

心、耐心、關心及讓鄉親放心的服務熱忱，

為有需要的家庭裝上竹蜻蜓，引領她們展翅

高飛，協助建築屬於自己的親愛家庭，服

務，內容包括：個案管理、電話諮詢、心理

諮商、團體輔導、福利服務方案、電話問安

及關懷訪視等六大項。

創新社福　扶貧助弱

▲裝上義齒，終於不再「食不下嚥」，而是

可以開懷露出得意的笑臉。

創新社福　扶貧助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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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　貧童免費安親

　  縣府及宜蘭縣兒童安親教育學會齊力關

心弱勢家庭學童學習成長，開辦「我安親，

您放心」兒童課後安親照顧方案。

　去年參與計畫安親業者計有30家，學童將

近150人，讓M型社會弱勢學童們同樣有學習

成長的機會。

　縣內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7-12歲兒

童數約有2,169人，依據95年調查，有近7成

學童未進入安親照顧服務體系，其原因為家

裡經濟無法負擔及就讀學校未開辦課後安親

照顧等因素。

　家長對「我安親，您放心」服務方案的滿

意度高達91.5%，近7成家長表示該方案舒緩

經濟上的負擔，且不用再擔心子女安全、放

學後去處，有5成表示子女課業問題迎刃而

解，讓為人父母者可安心工作。

　服務成果顯著，縣府將擴大推動「我安

親，您放心」，除感謝已投入的安親業者之

外，希望有更多業者加入這項公益活動，

就近提供課後安親服務與照顧。本方案聯

絡人：社會處/魏祉璿，電話9328822分機

252。

　

寶貝老人　建構安全社區

　為縣民建構安全健康的優質居住環境，縣

府自95年開始將「蘭陽安全社區計畫」列為

重大施政重點計畫，積極推動安全社區，全

縣12個鄉鎮市各擇一社區辦理，成果顯著。

　安全議題逐年擴增，採居家、水域、道

路、農事、休閒及校園等六大安全議題依序

推動。居家安全以「老人防跌」為重點，為

獨居及低收入戶老人居家廁所浴室裝置扶

手、小夜燈、止滑墊及防跌宣導等。

　道路安全方面推動道路取直、危險路段警

告標示、反光鏡架設等，社區成立「鋤頭

幫vs補洞隊」，完成社區危險道路窟窿之填

補，確保社區居民「行的安全」。

　本案合作對象東澳國小還於96年11月通過

國際認證，成為縣內第一個獲WHO認證通過

的國際安全學校；冬山鄉榮獲行政院衛生

署「97年度健康促進社區認證、社區整合計

畫」安全社區績優表揚。

　

健康新世代「3039」

 各縣市成人預防保健工作之重點多從40歲

以上開始，本縣創全國之先驅，由30歲開始

進行大規模的健康篩檢，     

　縣府為30至39歲的鄉親規劃「宜蘭縣 

3039 健康久久計畫」，其內容包括B、C肝

炎防治、代謝性症候群、3高( 高血壓、高

血脂、高血糖 )、菸害防制、口腔癌防治、

肺結核防治、子宮頸癌與心理衛生等。

　今年累計至8月3日計辦理29場社區篩

檢，有8,894人受檢，篩檢率達年度目標之

148.60％，受檢民眾整體滿意度達96.6％。

　縣府將增加尿酸及肌酸酐篩檢項目，預

定98年度6月開始進行社區篩檢，預計有

20,000個名額，請30至39歲的鄉親朋友屆時

與當地衛生所預約報名，提供更完整優質的

服務品質。

▲宜蘭縣推動安全社區計畫，大幅降低老人

意外發生，圖為醫生對長者進行居家復健照

護。

▲「恁ㄟ心肝，嘛是咱ㄟ寶貝！」，讓我們

共同打造孩童安心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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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自然生態遊覽樂園　帶動冬山市

街商圈繁榮

　冬山河森林公園位在冬山市街與台九省道

之間，園區廣闊，佔地廿三公頃，交通便

捷，自然景觀和水的資源都很豐富，是結合

生態研究教學、觀光休憩、兒童遊憩的樂

園。

　園區規劃有山林生態區、草原生態區、沼

澤生態區、濕生花園區、竹林園區、丘林步

道區、兒童遊憩樂園、河岸景觀區、遊客服

務中心、小舟碼頭、停車場和管理站，還有

健身又好玩的小舟悠遊河道、水上巴士、自

行車道，是蘭陽旅遊景點的明日之星，隨著

工程的順利進展，已逐漸閃閃發亮。

　本計畫配合北宜高速公路通車，提供大台

北都會區及宜蘭地區居民高品質之生態自

然環境、研究學區及休閒遊覽場所，並將冬

山鄉形象商圈及冬山河沿岸風景區作系列串

連，確保冬山河風景區遊憩資源永續利用。

全力衝刺　蘭陽新景點　總經費7.2億

元 

 　冬山河森林公園至96年底陸續發包約2

億1千萬工程經費，完成部分整地植栽工

程；今年和明年，發揮大手筆，再投入近

四億元，進行舊橋再利用等工程，預定民國

一百年大功告成，投入總經費達7億2千多萬

元。。

　今年度為第一期工程，發包「舊鐵路橋抬

高再利用工程」，以及「冬山河舊河道水

域空間再造工程」，預計於98年七月陸續完

工；「跨越鐵路聯絡橋工程」已完成細部設

計，今年11月發包，估計本年度建設工程投

入金額達1億４千多萬元。未來將聯接冬山

河兩岸自行車道貫穿工程，成為最夯的自行

車遊憩帶。

　98年度的森林公園入口管理亭已完成細部

設計，並獲觀光局明年度專案工程經費補

助，預定於明(98)年4月發包；有關森林公

園建築最重要的遊客中心工程的設計，也緊

鑼密鼓進行中，加上景觀等工程經費約2億4

千萬元。

串連成觀光帶　閃閃發亮

　為讓森林公園更臻完善，縣府明年度將提

報冬山河森林公園參加內政部營建署「城鄉

地貌改造-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競

爭型提案，爭取99年與100年後續的補助經

費，預計到民國100年開園前，縣府將再投

入3億3千多萬工程經費。

　冬山河森林公園位在仁山植物園、親水公

園、傳統藝術中心和規劃中的水上海濱公園

之間，完成後可將這些縣內重要的觀光景點

串連起來，成為休憩旅遊帶，提升縣民生活

品質、促進觀光，必可為冬山市街、羅東夜

市等商圈，帶來無限商機，值得鄉親拭目以

待。

冬  山  河  森  林  公  園
縣府相繼投入大手筆經費　

新 辦 工 程 緊 鑼 密 鼓 推 動 

▲冬山河兩岸自行車道貫穿工程，東起五結

大閘門，西抵冬山森林公園，未來將成為新

興且最夯的自行車遊憩帶。

快馬加鞭展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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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溫床逢颱必淹　蛻變為河川生態

保育區

　早年的得子口溪河道彎曲，寬度不足，每

逢颱風來襲，台九省道番割田段即淹水，住

家和農田一片水鄉澤國，消防隊員常頂著狂

風暴雨，出動橡皮艇，冒險救出被洪水圍困

的鄉親，受困和救災都岌岌可危，情況年復

一年，住戶苦不堪言。

　得子口溪第七期治理工程於94年02月開

辦，治理方式除加大河道寬度，由原約10公

尺拓寬為40至50公尺之外，並以築堤疏洪之

方式辦理，以能達到五十年洪水頻率之保護

標準；同時，為能保持自然景觀與原有生

態，全線皆採用土堤為主要結構，以營造自

然之生態環境。

改善河道順暢水流　750公頃免淹水　

　因配合用地徵收作業，以台九省道為界分

為一及二工區，其中一工區(台九省道以東)

則於96年08月完工，二工區部分於95年07月

開工，原定98年03月完工，因整體進度超

前，近期內將提早完工，可減少約750公頃

之淹水面積。

　工程中的「得子口溪舊河道水質淨化實場

工程」，係全國首座公共工程與學術單位及

在地社區資源結合建構的人工濕地自然生態

公園，深受學術單位嘉許與在地社區認同，

縣府決定命名為「三民濕地公園」。

　

　河道裁彎取直後，縣府爭取了三千多萬元

經費，在長約一公里的舊河道，設置水質自

然淨化實場，將附近的家庭廢水引進這塊人

工溼地，透過植栽和水質淨化系統，沈澱、

淨化後再排入林美溪。

　工程十一月順利完工，並輔導社區承接公

園植栽綠美化維護，社區很高興不僅得一個

濕地公園，更獲一些工作機會；水域的維護

管理將交由國立宜蘭大學認養及接辦，使濕

地永續經營。

三民橋改建拓寬　明年八月完工

　橫跨得子口溪的三民橋，為礁溪鄉林美及

三民等村對外連絡之主要橋樑，近年來礁溪

地區發展快速，加上佛光及淡江大學相繼設

校，交通量大增，因橋面狹窄，影響交通順

暢與安全，且橋樑跨距不足，妨礙排洪，地

方屢次反應改建，惟因經費等因素，始終無

法辦理。

　經縣府等多方爭取爭取，將三民橋改建納

入河道治理工程內一併辦理，使鄉親多年來

的期望得以實現。

　改建主要工程，係將橋面寬度由舊橋5公

尺之單線通車，拓建為15公尺雙向橋面，經

費5,400萬元，今年二月開工，預定明年八

月完工。

擺座蘭陽特色公車亭

　為提升大眾運輸服務水準、促進地方觀光

建設及改善縣內市區公車乘車環境，縣府全

力爭取補助經費，至今年底已新建77座公車

候車亭，並提報交通部公路總局，明年再加

建32座。

　新的候車亭外

型典雅，實用

又美觀，加惠老

人、學生和遊

客，候車時受免

日曬雨淋，更為

市區街道添雅緻

美景。

三民水質淨化濕地公園全台首座
配合得子口溪整建工程　兼顧環保與水利功能　一舉數得

▲全國首座的三民水質淨化濕地公園，兼具

環保、水利功能，濕地內還栽種可食用的水

生植物荸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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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立縣，綠能產業」，一直以來，是

宜蘭所追求的價值與目標，齊心努力守護著

這塊生活土地的環境，鎖定打造的主要產業

聚落，都要能符合「產業與環保兼容並蓄」

的價值與觀感，以及民眾對工作的需求與期

待的「低污染、高附加價值」產業。

　然而，「環保」與「產業」往往給人無法

併存的印象，但縣府團隊經過長達3年的努

力，終於苦盡甘來，建構出完整的太陽光

電產業聚落，引進原本只能向國外技術移轉

製程與設備，以及關鍵性材料多晶矽原料，

打破須依靠外人的僵局；並同步進行規劃部

署，促成目前已有10家太陽光電產業廠商進

駐利澤工業區的成績。

其中最關鍵，也最值得鄉親興奮的是，國內

新進太陽電池廠中唯一掌握自有技術，不

需仰賴整廠輸出的旭泓全球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今年底完工開始營運；而台灣第一家能

夠自主生產多晶矽原料的山陽科技有限公

司，也於十一月底動工興建。

 

　全球太陽能上游原料多晶矽缺

貨，山陽科技公司明年量產，將成

為國內第一家生產多晶矽的廠商。

經濟部工業局長陳昭義在動工典禮上表示，

國內太陽能產業就缺這一塊，山陽設廠將帶

領台灣太陽光電進軍國際。

　他又說，全世界生產多晶矽的廠商只七

家，年總產量五萬公噸，奇貨可居，每公斤

價格四百多美元，還供不應求，可謂「點矽

成金」。

　呂國華縣長表示，縣府努力招商，並秉持

產業必須與環保結合的原則；太陽能光電產

業，不但可解決日益嚴重的能源問題，更可

收節能減碳的環保效果，一舉數得。

　太陽光電產業是政府推動兆元產業之一，

而何以宜蘭能在台灣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歷

程中，迭獲廠商青睞進駐投資？相信許多鄉

親都想一探究竟。

　旭泓全球光電公司許桂章董事長曾說，在

金融風暴襲捲之際，包括半導體、DRAM、面

板廠，紛紛面臨裁員，或讓員工放無薪假之

傲世的太陽產業聚落

利澤工業區太陽產業聚落　冠全台

全球金融風暴襲捲之際　吸引廠商搶進設廠　創造宜蘭經濟奇蹟

▲工業局長陳昭義(左起)、縣長呂國華、山陽科技董

事長張文山手捧多晶矽成品向全民宣布，宜蘭已成功

引進太陽能產業的上游料源廠。

在宜蘭誕生、茁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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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利澤工業區卻有這麼多太陽光

電廠商紛紛投入興建，堪稱為一項

經濟奇蹟。

　最受廠商讚譽的是，宜蘭縣府團

隊秉持「投資優先、廠商第一」的

服務態度，以全方位高效能的行政

服務精神任事，不僅協助投資廠商

各項投資需求外，更打破慣例，建

構投資廠商與水利、電力及電信等

公司和銀行融資的溝通平台，主動

為投資廠商協助處理投資需求及排

除投資障礙。

　宜蘭縣政府團隊積極招商誠意及

用心的服務品質，在業界有口皆

碑，始能成功招商陸續設廠，卻引

來有心人士之譏，其稱，「宜蘭縣

的廠商不減反增，是因為外縣市工

業區飽和，容納不下，新的廠區無

法再進駐，所以退而求其次，才轉

進宜蘭縣投資設廠。」

　不過，根據經濟部工業局最新統

計資料所示，宜蘭縣利澤工業區的

土地租售率95%，彰化縣的彰濱中

工工業區土地租售率74%，彰濱榮

工工業區的土地租售率82%，花蓮

縣和平工業區的土地租售率57%，

都比不上宜蘭縣。

利澤及龍德工業區去年10月有376

家廠商，今年10月有400家廠商，

足足成長24家，尤其高科技太陽能

廠商陸續進駐宜蘭，已在利澤工業

區形成完整聚落。而近來全國各地

工業區紛傳裁員或休假不支薪，但

這種現象在宜蘭縣並不明顯。

　尤其，過去宜蘭縣利澤工業區土

地滯銷，荒蕪一片，更常見到農民

「放牛吃草」的景象，卻在最近3

年來，工業區土地不但銷售一空，

縣府還拜託經濟部工業局到宜蘭會

勘，爭取劃設新的工業區用地；此

外，宜蘭縣餐館最近一年成長152

家、民宿也成長100家。各項統計

數字再再顯示真象、事實，而非有

心人士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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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開發狀況比較表

工業區  公告租售面積 已租售面積 租售率

          （公頃）  

宜蘭利澤 196        187   95%

漳濱中工 599        442   74%

漳濱榮工 564        463   82%

雲林科技 135        127   94%

斗六擴大 92        83   90%

台南科技 272        148   54%

花蓮和平 183        104   57%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太陽光電產業鏈將為鄉親帶來超過一萬個

工作機會，該產業不僅是為後代子孫創造一

個很乾淨的高科技產業，更是最符合地方利

益與民眾期待的「好生活、好就業」的生活

大縣。

　太陽能產業將為宜蘭達成三個價值目標：

　1.宜蘭人的光榮

　宜蘭不僅打破了台灣東部沒有高科技產業

的迷思外，更創造了新的「台灣第一」。

「宜蘭」將因太陽光電產業的發展而發光發

熱，讓全球太陽能電池的使用者，都知道並

且記住「台灣─宜蘭」這個名字。

　2.歸來吧！異鄉遊子

　正因有高科技人才的投入，藉此提升宜蘭

整體的人力素質，縮短城鄉差距，而許許

多多的宜蘭遊子，也不必再為生活離鄉背井

了。

　3.太陽能電池的故鄉在宜蘭

　為長程發展考量，縣府正極力爭取建置

『太陽光電產業研發暨應用推廣及認證中

心』，並著手整合產官學研資源協助太陽光

電產業人才之育成，使宜蘭成為台灣太陽能

產業的重鎮，實現行政院「打造台灣成為太

陽能電池最大輸出國」的目標。

多晶矽是啥米碗糕？（小檔案）

　「多晶矽」是炙手可熱的太陽能原料，是

科技的新寵兒，全球生產多晶矽的廠商，

只有歐美及日本的七家，產量不多，奇貨可

居，每公斤價格喊四百多美元，各國業界紛

紛搶進。

　國內半導體廠商生產的「晶圓片」，原始

材料就是矽；地殼表層蘊藏豐富的二氧化

矽，挖取矽礦石提煉，製成高純度的多晶

矽，成為晶圓片及太陽能電池的原料。

　山陽科技成功研發「高能氫原子束氣旋式

還原燒法」技術，回收磷肥（肥料）的氟矽

酸納當原料，用無可燃性的四氟化矽生產多

晶矽，低成本、低污染，有別於國外其他廠

商採用的西門子法，更具競爭力。

　西門子法製造多晶矽，每公斤成本要36美

元，而山陽科技公司以環保技術生產的多晶

矽，每公斤售價只20美元，仍有利潤，競爭

優勢不言而喻。

　山陽一廠明年中旬完工，年產量3500公

噸，全區六廠年總產量兩萬公噸，充分供應

太陽能電池所需的原料。

兩大龍頭 獨領風騷
旭泓光電　躍登國際舞台

　該公司為中美矽晶轉投資及國外技術團隊

合資，結合具有「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背

景的技術團隊與台灣業者共同設立，使台灣

太陽光電產業進一步與國際接軌。

　一期廠房今年底即將建廠完成開始營運，

計設立6條30MW(百萬瓦)結晶矽太陽能電池

生產線，預計產能可達180 MW，將使台灣的

太陽能產業一舉登上世界舞台。

山陽科技　年產值千億

　是台灣第一家生產多晶矽原料廠的公司，

今年11月26日，在利澤工業區舉行建廠動工

典禮暨產品發表會，轟動各界。

　第一期廠預計於98年中完工投產，年產能

3500噸，設廠計劃總產能於完成後高達2萬

噸，相當於2GW(二十億瓦)太陽能電池所需

料源。配合中下游垂直整合規劃，將可創造

逾新台幣1000億元產值。

兩大龍頭 獨領風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