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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人才與研發是產業發展的關鍵要素，例如美國矽谷的成功，史丹佛大學扮演

非常關鍵的角色，臺灣技術研發能量充沛，如能將其結合運用在產業上，定能發

揮雙方效益與促進產業升級。 

據統計，目前在海外僑臺商約有 4 萬多家，力量及資源龐大，為深化全球

僑民與臺灣在各領域的連結及合作，由僑委會扮演槓桿支點，建構國內產學

研發單位與全球僑臺商間合作網絡，邀集臺灣各大學國際產學合作聯盟共同研

商「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透過資訊、人脈及資源之整合，提供僑臺商跨

境便利諮詢，推動國際產學合作，不僅幫助僑臺商產業升級，同時也協助我

國大學開拓國際市場，創造雙贏。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內容除包含提供僑臺商跨境諮詢服務及安排

僑臺商與產學研發單位間交流、媒合及參訪外，更進一步整合各大學校院國際產

學合作聯盟產學合作資源，彙編「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提供僑臺

商各大學產學合作中心聯繫窗口資料，並彙整各校創新研發成果與產學合作方式、

概況及資源等面向，將僑臺商與國內產學研發機構鏈結對接，作為僑臺商提

升競爭力及產業升級之利基。 

今後僑委會仍將秉持一貫的政策立場，輔導與協助僑臺商事業發展，期由本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的編撰，讓僑臺商在發展事業的過程中，能善

加運用國內研發技術升級及成果產業，並從中感受到政府支持的力量。同時期盼

僑臺商與政府密切攜手合作，使臺灣經濟再度躍升。 

 

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童振源 

   

  

 

2021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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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宜蘭大學 1926 年以農立校，歷經改制專科、技術學院，奠定貼近產業、注

重技術的堅強實務基礎，並與地方特色產業具有深厚連結性。日治時期創校，

2003 年躍升與蛻變為綜合型大學，迄今即將邁入創校百年，人文薈萃成為東臺灣

唯一重點培育產業之國立大學。產學研發成果暨企業輔導培育聚焦於「生技醫

藥」、「觀光休閒」、「綠能科技」與「文創藝術」，符合政府政策「五加二創

新產業」之規劃。2020年成立「創新育成學院」，結合創新育成中心、青農創業

育成基地、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及食品創客中心，輔導在地產業，擴大產、官、

學、研多方合作，形塑成為臺灣東北部的新創聚落，一條龍的模式發揮更大的經

濟效益。 

宜蘭大學國際產學聯盟成立於2020年，主要目的在於推動知識產業化及產業

國際化，透過「新農業」、「新交通」、「新醫療」、「新綠能」、「新製造」

等 5 新產業之國際產學聯盟，接軌宜蘭大學多項科研能量，協助產業提升產業技

術，增進產業競爭力，致力於擘建東臺灣臺商與政府機關的溝通渠道，建構完整

生態系，強化均衡臺灣目標。 

我們期待以宜蘭大學厚實的臺灣智慧健康科技，農畜生技、健康生活等研發

能量為後盾，配合產業界的拓展能力，開啟宜大國際化的里程碑，為大學國際化

產學合作帶來新的契機與願景，期許將東臺灣新農業研發能量推上國際，共創東

臺灣經濟樞紐新局面。 

國立宜蘭大學 校長吳柏青 

 

          

 

     2021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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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 

為鏈結國內學研機構與海外僑臺商進行產學合作交流，由僑委會搭建平

臺，邀集臺灣各大學國際產學合作聯盟共同研商「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

方案」，結合臺灣研發能量，協助僑臺商產業升級，並為國內大學開拓國際

市場，創造雙贏。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以產學合作雙方需求為導向，執行項目如下： 

(一) 於僑委會官網建置「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專區，連結各校產 

學合作單位官網，增進媒合機會。 

(二) 設立 LINE 總機單一窗口，提供僑臺商跨境諮詢服務。 

(三) 結合僑委會僑臺商邀訪活動，安排參訪各校產學合作單位，進行媒 

合交流。 

(四) 彙編「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提供僑臺商組織及各大學 

產學合作中心聯繫窗口資料及各校產學合作服務內容與相關案例。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公告於(IA.Taiwan-World.Net)及僑委會官網

「僑臺商專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歡迎臺商朋友免費下載參

考運用並踴躍分享。 

https://ia.taiwan-world.net/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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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宜蘭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 

(一)學校特色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自 1926 年創校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

創校之初是所以農林著稱的學校，其後歷經農業職業學校、農工專校、技術學院

等階段之蛻變，於 2003 年再次由技術體系轉型為宜蘭縣唯一的國立綜合大學。

本校目前教研單位有工學院、生物資源學院、人文及管理學院、電機資訊學院四

大學院及博雅學部，並將一級單位國際交流中心，升格為國際事務處，加強國際

學術交流活動，提升師生國際觀。尤其因應科技化驅動社會變遷之挑戰、配合國

家政策發展，掌握校務發展與高等教育趨勢脈動之關連。 

本校秉持「篤學力行、敬業樂群」之校訓精神，依循「卓越宜大、深耕宜

蘭，讓世界看見宜大」之願景，發展「卓越教學、務實研究」之優質綜合大學作

為定位，致力培育學生具備「紮實專業知識」、「宏觀國際視野」的「專業力」

及「豐厚人文素養」、「主動社會關懷」的「公民力」、打造學生「健康力」的

3項核心能力，發展具有「創新 Innovative」、「跨域 Interdisciplinary」、「國際 

Internationalized」、「界接 Interfacing」與「影響力 Impactful」的特質，進而達

到 21世紀宜大新人才之教育目標。 

本校致力於各領域之均衡發展，在教學、研究、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方面均獲

各界肯定，具備下列 7 大校務發展目標以「優化行政系統，提升行政效能」、

「打造優質、營造樂活永續環境的校園」、「建立學生核心能力，強化公民力與

就業力」、「推動創新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效能與影響力」、「聚焦 5 大亮點，

發展智慧、健康、綠生活」、「連結在地，服務分享，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走向國際，提升國際移動力與跨文化體驗」。發展學院特色，並推動跨學院、

跨領域及整合地方特色資源，訂定策略與具體方案，聚焦 5 大亮點「智慧生

活」、「健康安全」、「節能永續」、「創新育成」、「創新教學」，建立「智

慧、健康、綠生活」的特色研究團隊，深化教研能量，培育具有「公民力」、



6  

「專業力」及「健康力」的優質人才，追求卓越發展與永續治理。 

  

無人飛行載具 UAV，早期用於軍事偵測，近年應用於地圖測繪、災害防救、生態

環境保護、農業科技等；宜大「城南校區」緊鄰宜蘭科學園區，無人機測試場，

擁有乾淨空域優勢。 

 

學

校

名

稱 

國立宜蘭大學 

 

基

本

資

料 

宜蘭縣宜蘭市 

校長 吳柏青 

教師數 234人 

學生數 5,419人  

職員數 2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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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際產學聯盟 

國立宜蘭大學於 2020 年 10 月與陽明大學、交通大學、中正大學、海洋大學

等五所國立大學，透過各校強項研發動能及市場需求，共組成為區域性/互補性

聯盟，並通過科技部重點補助「國際產學聯盟計畫(Global Research & Industry 

Alliance, GLORIA)」。聯盟成員由工業之母的半導體晶片技術加上 AI、IoT、雲

端、大數據為基礎(Horizontal base)出發，形成「新農業」、「新交通」、「新醫

療」、「新綠能」、「新製造」等五新產業（Vertical market）科研產業化推動平

台，宜嘉基北竹「五新產業」國際產學聯盟（GLORIA）組合，貢獻臺灣政府六

大核心產業發展方向中的五項。 

 

宜嘉基北竹「五新產業」TAIWAN TECH國際產學聯盟（GL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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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產學聯盟（GLORIA)科研產業化平台，特色重點： 

1. 國立宜蘭大學：臺灣智慧健康科技最大腹地，以農畜生技/健康生活/生醫研

發， 為科研產業重點特色。 

2. 國立陽明大學：以精準醫療為強項之國立醫學大學，以精準醫療/防疫醫學，為

科研產業重點特色。 

3. 國立交通大學：著眼前端第三代半導體/AI/生科/5G通訊等領先技術能力，以智

慧交通/國防科技，為科研產業重點特色。 

4. 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最強精密機械製造，以智慧機械/製造 4.0，為科研產業重

點特色。 

5. 國立海洋大學：全球最完整的海洋科學研究機構，以新農業/綠能，為科研產業

重點特色。 

以上五所國立大學透過各校領導者高水平產學經歷與高度專業及豐富產學媒合經

驗及人脈資源等，經營理念相同之特質，因應全球科技快速且持續變化的環境，各校

透過強項研發動能及市場需求，共組成為區域性/互補性聯盟，創造「區域創新整合」。 

區域創新整合 5 新產業能量，跨域資源整合國立大學多元人才與技術，讓臺灣科

研能量 5 倍翻轉。「醫療領域」上結合臺灣東西軸帶，實現臺灣精準大健康；「智慧

製造」串連南北雙軸心，縱貫高科技與傳產製造；國立宜蘭大學「新農業（Local 

Hub）」樞紐基地，創建農、漁、畜、牧，擴及宜花東樞紐廊道。「五新產業」國際產

學聯盟（GLORIA）組合，以「新產出」、「新產業」為出發點，帶入新思維、新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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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國際產學聯盟，宜蘭大學成員介紹： 

姓

名 

服務機構/ 

系所 

職

稱 
計畫內擔任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花

國

鋒 

國立宜蘭大學/  

研究發展處 

教

授

兼

研

發

長 

1. 科研產業化平台推動規劃。 

2. 產業聯絡專家和專業技轉團隊籌組。 

3.科研能量與國內外接軌之規劃。 

4.發明專利管理運用。 

郭

佩

鈺 

國立宜蘭大學/ 

研究發展處 

創新育成中心 

助

理

教

授

兼

育

成

中

心

主

任 

1. 負責國際產學聯盟計畫規劃執行、推動本

校研發成果與國內外產業成立聯盟、國際

產學聯盟未來發展策略及組織運作，逹成

聯盟自主營運。 

2. 鏈結校內研發能力與校外廠商，發展國際

產學聯盟。 

待

聘 

國立宜蘭大學/  

研究發展處 

產業聯絡中心 

產

業

聯

絡

專

家 

1. 國際產學聯盟業務窗口。 

2. 募集新農業、生物科技等領域之國際產學

聯盟會員，開發國內外聯盟成員、洽談國

內外產學合作。 

3. 整合產、官、學研相關能量，推動及促進

本校與業界產學合作案。 

4. 協助市場調查與評估、業務開發，提供聯

盟成員服務。 

5.鏈結校內研發能力與校外廠商，發展國際

產學聯盟。 

6. 國際產學聯盟研討會、技術媒合會、展覽

與聯盟活動推廣執行。 

7.促進本校研發成果商品化，整合學研相關

能量，提供聯盟成員服務。 

8.國際產學聯盟活動時程彙整、專案進度管

控、簡報與相關文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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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務機構/ 

系所 

職

稱 
計畫內擔任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待

聘 

國立宜蘭大學/  

研究發展處 

產業聯絡中心 

專

任

助

理 

1. 國際產學聯盟網站資訊更新與管理維護。 

2. 國際產學聯盟相關文書及行政業務。 

3. 國際產學聯盟例會召開與紀錄。 

4. 國際產學聯盟物品採購及財產管理。 

5. 國際產學聯盟人員出缺勤、差旅資料彙

整。 

6. 協助國際產學聯盟人員招募、聘用、離職

等相關文書處理作業。 

7. 協助國際產學聯盟研討會、技術媒合會、

展覽與聯盟活動推廣執行、資料彙整與相

關行政業務。 

8. 協助國際產學聯盟校內會員服務。 

陳

依

君 

國立宜蘭大學/ 

研究發展處 

計畫管理組 

專

員 

1. 協助推動國際產學聯盟，產學合作計畫簽

約。 

2.協助聯盟校內行政作業與協調、請款、結

案作業。 

林

卉

恬 

國立宜蘭大學/ 

研究發展處 

創新育成中心 

經

理 

1. 協助推動及促進本校與業界產學合作案。 

2.協助國際產學聯盟校內訊息公告與發佈。 

賴

昭

宇 

國立宜蘭大學/ 

研究發展處 

產學推廣組 

行

政

員 

1. 協助推動國際產學聯盟，推廣智材技術移

轉、網站更新與管理維護。 

2. 協助國際產學聯盟物品採購、財產管理、

人員出缺勤、差旅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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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臺灣健康一體大學聯盟 

為達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讓世界

變得比現在更美好，結集眾人之力才促進全球人類的健康福祉之目標。本校力求

透過衛生、醫療、動物、農漁業、環境及生態等各方面的專家學者跨部門及跨領

域的相互合作，找出威脅人類與動物健康及環境恢復力的解決方法。2020年本校

與陽明交通、清華、中央、海洋與政治等大學，共同推動「One Health；健康一

體」概念，共同成立「臺灣健康一體大學聯盟；Taiwan One Health University 

Network」，協助政府提升我國因應公共衛生事件威脅的能力。同時，結合新南

向政策及衛生福利部「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一國一中心」計畫，將產學合作

成果推廣至越南等新南向國家，並爭取加入東南亞健康一體大學聯盟

(SEAOHUN)，共同強化新南向區域內「健康一體」之合作，祈求因應國際新興

公衛事件的應變能力時，尋求臺灣之全球夥伴關係。 

  

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教授兼研發長花國鋒（左 3）與陽明交

通、清華、中央、海洋與政治大學共同推動「One Health；健康一體」

概念，成立「臺灣健康一體大學聯盟；Taiwan One Health University 

Network」，協助政府提升我國因應公共衛生事件威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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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學亮點技術 

1. 本校最新研究亮點及專利技術皆可於本校產學合作資訊站 

(網址：http://iac.niu.edu.tw/)查詢。 

2. 近期專利及可移轉技術品項如下：  

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謝哲隆 / 張慶源 / 廖依如 /楊弘任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7126946 

專利號：I684566 

生質碳的製備方法及利用此方法

製備土壤改良劑及生質燃料之方

法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20.03.20 

校內編號 

107Y-3 

 

 

 

 

專利概要 

一種生質碳的製備方法，包含提供生質

材料；提供包含二氧化碳之一電漿氣

體，使該電漿氣體在 300℃至 500℃及 1

大氣壓下產生二氧化碳電漿，其中，該

二氧化碳佔該電漿氣體之體積百分比為 1 

v/v %至 10 v/v %；及使該生質材料在

該二氧化碳電漿作用下進行熱裂解反應

15至 60秒以形成一生質碳。本發明之生

質碳製備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利用生質材

料之處理效率，且可應用於土壤改良及

生質燃料的用途。 

http://iac.ni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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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陳輝煌 / 蔡婷聿 /黃鈺凱 /林丞軒 /

許皓昕 /張育瑄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8140374 

專利號：I715282 

以電紡技術固定化酵素製備時間

溫度感應器的製作方法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21.01.14 

校內編號 

108Y-10 

 

 

 

專利概要 

本發明提出一種以電紡技術固定化酵素

製備時間溫度感應器的製作方法，主要

能調整酵素與基質反應呈色的活化能及

呈色反應時間，此酵素型時間溫度感應

器的酵素活性具溫度依賴性，並具有溫

度變動下的活性可逆性，可做為累積溫

度及時間資訊的品質指標。電紡微奈米

纖維薄膜具有高比表面積、固定化酵素

可重複使用，可減少酵素用量，因此同

時具有高準確性、高穩定性、溫度可逆

性、低成本的特性。食品生產者、物流

管理者、販售者及消費者都可由明顯的

從無色到褐紫色變化情形，響應食品的

品質劣變，以開發之智能包裝，彌補大

部分包裝食品單純靠有效日期判斷品架

售期所造成剩食或食安風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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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林宗鴻 /鄭修森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8142450 

專利號：I710369 

專供照顧者輔助重度殘障者由坐姿

起身的方法及輔助起身裝置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20.12.01 

校內編號 

108Y-9 

 

 

專利概要 

一種專供照顧者輔助重度殘障者由坐姿

起身的方法，其包括一輔助起身裝置的

結構設計及其操作方法。輔助起身裝置

包括一上座板置於一下座板之上，以一

推升機構連接於兩者之間。上座板的相

對兩端面分別以兩樞接件樞接於下座板

的兩側面，並在上座板的後邊緣部形成

一拉力承接結構。使用時，由照顧者將

輔助起身裝置放置於一手腳皆無法出力

的重度殘障者的臀部下方，並對拉力承

接結構施加一向上拉力將上座板抬起。

抬起過程中推升機構提供一漸增的推力

而使照顧者越省力。抬起後樞接件與上

座板之前邊緣部形成一角形結構而穩定

地立於一置放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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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謝哲隆 /周孟源 /廖天惠 /陳登鑑 

/陳奕宏 /袁明豪 /于昌平 /吳佩勳 /張慶源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8121321 

專利號：I706912 

將生物廢棄物碳化除水的方法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20.11.17 

校內編號 

108Y-12 

 

 

 

專利概要 

本創作揭露一種加壓泵注入式糞肥施

灌機，為一種將畜牧之廢水糞肥注入

施灌於田間土壤內之糞肥施灌機械，

本創作包括有載運桶、加壓模組與排

出模組；藉此，本創作主要係藉由將

糞肥施灌機械附掛於一動力源之曳引

機後方之硬體設計，以在曳引機拖曳

下於農田間運行，並且透過排出模組

之心土犁與注入管之搭配，以曳引機

之動力分導器驅動加壓泵將載運桶內

的糞肥輸送到注入管而施放於土壤

內，再由心土犁深層鬆開土壤將糞肥

掩蓋，確實達到輕巧、機動性佳、便

利行走於農田間，以及減少糞肥與空

氣接觸而避免臭味散逸等一貫化糞肥

施用之主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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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新型 

發明人：林連雄 /張允瓊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9204219 

專利號：M598028 

折疊式電動中耕機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20.11.12 

校內編號 

109Y-4 

 

 

專利概要 

一種折疊式電動中耕機，其包括一機

身、一電氣式驅動器、一電源以及一

耕作機構。電氣式驅動器固定於機

身，電源固定於機身且電性連接於電

氣式驅動器。耕作機構可旋轉地設置

於機身，電氣式驅動器驅動耕作機構

旋轉。本創作的折疊式電動中耕機之

研發或以電氣式驅動器(電動馬達)為

動力的農機進行翻土、開溝作業，可

以避免現有使用汽柴油引擎的中耕機

所產生的排放廢氣以及噪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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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張章堂 /王培華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8117393 

專利號： I691362 

四環黴素之降解方法及氧化鋅觸

媒材料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20.04.24 

校內編號 

108Y-04 

 

 

專利概要 

一種四環黴素之降解方法，包含於待處

理溶液中投入過硫酸鹽類，並於超音波

催化柱狀之氧化鋅觸媒的情況下進行，

能提高四環黴素的吸附及降解。本發明

還提供一種柱狀氧化鋅觸媒，具有較高

的比表面積能與處理樣品反應。 

   



18  

 

 

  

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張章堂 /黃皓瑋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8105935 

專利號：I685375 

選擇性吸附材料之製作方法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20.03.03 

校內編號 

107Y-11 

 

 

 

 
 

 

 

 

 

 

 

 

 

 

 

 

 

專利概要 

本發明提供了一種選擇性吸附製作方

法，使用此材料吸附含矽烷光阻劑後，

可不受到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簡稱 VOCs)入流的

影響，避免阻塞蓄熱式反應爐，可降低

維修次數並減低耗能；當 4A 分子篩與

ZSMS 比例為 2:3(即為 2M3Z 吸附材料)

時，對含矽烷光阻劑吸附能力最佳可達

到 1.2mg/g，吸附效率可達 95%，當丙酮

入流濃度為 160ppm 時，穿透率很快到達

為 60%以上(吸附效率僅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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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新型 

發明人：邱奕志 /吳剛智 /陳啟輝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8212874 

專利號：M588951 

加壓泵注入式糞肥施灌機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20.01.22 

校內編號 

108Y-6 

 

 

 
 

 

 

 

 

 

 

 

 

 

專利概要 

本創作揭露一種加壓泵注入式糞肥施灌

機，為一種將畜牧之廢水糞肥注入施灌

於田間土壤內之糞肥施灌機械，本創作

包括有載運桶、加壓模組與排出模組；

藉此，本創作主要係藉由將糞肥施灌機

械附掛於一動力源之曳引機後方之硬體

設計，以在曳引機拖曳下於農田間運

行，並且透過排出模組之心土犁與注入

管之搭配，以曳引機之動力分導器驅動

加壓泵將載運桶內的糞肥輸送到注入管

而施放於土壤內，再由心土犁深層鬆開

土壤將糞肥掩蓋，確實達到輕巧、機動

性佳、便利行走於農田間，以及減少糞

肥與空氣接觸而避免臭味散逸等一貫化

糞肥施用之主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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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邱奕志 / 張允瓊 / 陳世銘 / 呂育家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7100574 

專利號：I652008 

軟式嫁接夾蔬果種苗嫁接機及方

法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19.10.30 

校內編號 

106Y-12 

 
 

 

專利概要 

本發明有關於一種軟式嫁接夾蔬果種苗

嫁接機及方法，係指一種使用軟式嫁接

夾做為固定嫁接苗的蔬果嫁接機；本發

明之軟式嫁接夾蔬果種苗嫁接機係進行

嫁接作業，包括有骨架、根砧處理單

元、接穗處理單元、嫁接單元與控制單

元；以及軟式嫁接夾蔬果種苗嫁接機之

方法，藉此，有效以軟式嫁接夾做為固

定嫁接苗之媒介，即使作物苗齡差距較

大，亦可有效進行嫁接作業，以解決傳

統使用人工嫁接方式需要事先技術訓練

與人力嚴重缺乏之缺點，確實達到提供

優良種苗、節省人力成本，以及解決嫁

接人工技術需求較高之問題等主要優勢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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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邱奕志 /林智凱 /鐘立雯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7111072 

專利號：I650079 

南瓜製粉乾燥系統及其方法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19.10.30 

校內編號 

107Y-4 

 

 
 

 

 

 

 

 

 

 

 

專利概要 

本發明有關於一種南瓜製粉乾燥系統及

其方法，係指一種自動將蒸熟之南瓜泥

乾燥製片的南瓜製粉乾燥系統及相關方

法；本發明係包括有一進料單元、一乾

燥單元、一出料單元與一控制單元；藉

此，本發明之南瓜製粉乾燥系統及其方

法藉由電熱管加熱煤油以提升鼓型乾燥

輪溫度之硬體設計，有效乾燥附著於鼓

型乾燥輪上之南瓜泥，確實達到使用連

續式乾燥方式以大幅縮短南瓜泥乾燥作

業之時間、降低作業所需之人力與電力

成本、符合食品安全衛生規範，以及帶

動國內南瓜產業效益等主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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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王宜達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7126970 

專利號：I667433 

複合式綠能安全照明系統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19.10.30 

校內編號 

107Y-8 

 

 

 
 

 

 

 

 

 

 

專利概要 

本發明提出一種複合式綠能安全照明系

統，包含：至少一路燈，其中每一該至

少一路燈包含：一燈罩，該燈罩包含：

一上蓋；一轉軸架，可旋轉地設於該上

蓋下方；複數個葉片，設於該轉軸架

上；複數個支撐架，與該上蓋連接且設

於該複數個葉片之外側；以及一下蓋，

與該轉軸架和該複數個支撐架連接；至

少一發光裝置，設於該複數個支撐架或

該上蓋，以及一燈柱，與該燈罩連接。

一複合電力控制系統，與該至少一發光

裝置連接；以及一蓄電池，與該複合電

力控制系統連接。 



23  

  
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邱奕志 /蔡惟至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7111073 

專利號：I656834 

羊隻自動餵食設備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19.10.30 

校內編號 

107Y-6 

 

 

 

 
 

 

 

 

 

專利概要 

本發明揭露一種羊隻自動餵食設備，

係一種適用於羊場且具有自動調整餵

飼區段之不同飼料配比與數量之餵食

設備，本發明羊隻自動餵食設備包括

一環型軌道、一懸吊式移動模組、一

餵食模組，以及一傳輸器；藉此，本

發明主要係藉由在羊場之餵飼場域上

方設置環型軌道並結合自動給料之餵

食模組的硬體設計及再利用通訊器定

期傳輸羊場之餵飼場資訊至一雲端伺

服器，有效針對位於不同餵飼區域之

羊隻給予不同比例之飼料搭配，確實

達到依據不同區域投以不同飼料餵飼

數量與餵飼時間以獲得高品質之羊乳

輸出，以及節省羊隻餵飼之人力與時

間成本等主要優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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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新型 

發明人：邱奕志 /吳剛智 /陳啟輝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7217622 

專利號：M576777 

真空抽取式糞肥撒佈機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19.10.30 

校內編號 

107Y-16 

 

 

 

 
 

 

 

 

 

 

 

 

 

專利概要 

本創作揭露一種真空抽取式糞肥撒佈

機，係為一種適合農地環境使用以表施

撒佈養豬養牛固液分離後之畜牧糞尿與

厭氧發酵後之畜牧廢水的糞肥施灌機，

本創作包括有一載具、一密封式儲液

桶、一空氣加壓模組、一汲液接頭與一

灑佈裝置；藉此，本創作之真空抽取式

糞肥撒佈機主要係藉由曳引機提供 PTO

動力給真空泵運轉之硬體設計，有效拖

曳密封式糞肥載運桶以使用糞肥施用撒

佈裝置將畜牧廢水表施撒佈於土壤，確

實達到加大撒佈面積，以及一貫化快速

糞肥施用與汲取等主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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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陳博彥 /薛仲娟 /廖家輝 /許安瑋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6119343 

專利號：I652852 

添加於微生物燃料電池以提高其產

電效率的植物萃取液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19.10.30 

校內編號 

106Y-4 

 

 

 
 

 

 

 

 

 

 

 

 

 

專利概要 

一種添加於微生物燃料電池以提高其產

電效率的植物萃取液，該萃取液可為中

草藥類萃取液，例如：金銀花萃取液、

丁香萃取液、麻黃萃取液、乾薑萃取液

等，或是茶葉類萃取液，例如：綠茶萃

取液、普洱茶萃取液，以及滇紅萃取液

等，經循環伏安法測至具有穩定氧化還

原峰以及可逆性穩定變化趨勢者。這些

萃取液不僅具有抗氧化活性，亦具有電

子梭作用，更可生生不息之綠色循環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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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新型 

發明人：邱奕志 /張明毅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7213179 

專利號：M572459 

智能化禽舍網路監控管理系統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19.10.30 

校內編號 

107Y-17 

 

 

 
 

 

 

 

 

 

 

 

 

 

 

 

 

 

專利概要 

本創作係揭露一種智能化禽舍網路監控

管理系統，其可利用感測架構監控養殖

場之環境狀態，並可以較高安全性且易

維護之傳輸裝置來傳輸養殖監控數據至

管理裝置，其中，智能化禽舍網路監控

管理系統包含設置於養殖場室內外之一

感測架構、一第一 LoRa 傳輸裝置、一控

制裝置、一第二 LoRa 傳輸裝置及一管理

裝置，所述第一 LoRa 傳輸裝置可將感測

架構所產生之養殖監控數據傳至控制裝

置，讓控制裝置針對養殖監控數據進行

環控策略之分析，而傳至控制裝置之養

殖監控數據可進一步透過第二 LoRa 傳輸

裝置傳至管理裝置，使其可被儲存及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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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張章堂 /游昕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6128866 

專利號：I654586 

空氣品質監測系統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19.10.30 

校內編號 

106Y-10 

 

 
 

 

 

 

 

專利概要 

本發明係一種空氣品質監測系統，包含

一無人飛行載具；一連接線，具有一連

接該無人飛行載具的連接端、及一相反

於該連接端的固接端；一空氣品質監測

單元，連接該固接端，具有一監測模

組、及一通訊連接該監測模組的無線傳

輸模組，該監測模組用以監測當前所處

環境的一空氣狀態，並形成一採集資

料，該無線傳輸模組用以接收該監測模

組的該採集資料；一遠端控制單元，電

性連接該無線傳輸模組，具有一控制模

組、及一連接該控制模組的分析模組；

藉以提供一種提升空汙資訊收集數據的

密度、即時監控空氣品質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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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陳博彥 /薛仲娟 /許安瑋 /廖家輝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6111488 

專利號：I642632 

一種紅鳳菜液脫色代謝物、其組

合物及其染料脫色之應用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19.10.30 

校內編號 

105Y-6 

 

 

 
 

 

專利概要 

本發明提供一種紅鳳菜液脫色代謝物、

其組合物及其染料脫色之應用，該紅鳳

菜 液 脫 色 代 謝 物 預 先 以 希 瓦 氏 菌

(Shewanella sp.)脫色處理，該組合物

包括紅鳳菜液脫色代謝物；該組合物可

產生電子梭以及有效促進氧化還原反

應，有效地使染料脫色降解。本發明之

組合物不包括非自然之化學物質，對於

環境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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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發明 

發明人：邱奕志 /王春雄 /陳啟輝 

所有權人：國立宜蘭大學 

專利國家：中華民國 

申請號：106114569 

專利號：I642350 

自走式秧苗箱自動卸取機 

專利公報連結 

 

公告日期 

2019.10.30 

校內編號 

106Y-3 

 

 

 

 
 

 

 

 

 

 

 

專利概要 

本發明係揭露一種自走式秧苗箱自動卸

取機，所述自走式秧苗箱自動卸取機係

自載發電機以提供整體所需之動力，使

得自走式秧苗箱自動卸取機可於空中運

送機之桁架上往復位移，並可透過空中

輸送機軌道前後移動進行換列，使得所

述自走式秧苗箱自動卸取機可採順流式

之連續作業方式，利用上傾運送部、側

送部及下傾運送部來進行入苗卸箱及出

苗取箱作業，使秧苗箱可依序擺放在田

間，而待秧苗綠化後，還可自動將秧苗

箱從田間拾起進行出苗作業，透過自動

化作業模式，可大幅減少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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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亮點產學服務案例 

宜蘭大學亮點產學服務案例，跨足「研究技術發展」與「教育職業訓練」類

別，鏈結本校神農總校區、城南校區、五結校區、大礁溪實驗林場、金六結實習

農場等校區研發特色。臺灣產業有長期合作之臺灣福昌集團（發昌企業有限公

司)、財團法人鴻海教育基金會與施懷哲維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此

外，生技醫藥領域企業之有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份有限公司、福又達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三顧股份有限公司、匯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浩峰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環境化工產業之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

鴻宇環境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光電及電子零組件產業之宇正精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等，皆與有務實研究深厚鏈結合作關係。 

宜蘭大學產學研究量能緊扣五大亮點「智慧生活」、「健康安全」、「節能

永續」、「創新育成」、「創新教學」，建立「智慧、健康、綠生活」的專業研

發團隊包含，檢驗及技術服務、無人機應用研究、永續發展、有機產業發展、休

閒資源及產業發展、環境教育等；籌建中「城南校區」的東臺灣青農創業育成基

地、食品創客中心（農產品打樣中心）與創新育成中心，以及國際產學聯盟

（GLORIA 宜蘭）與東臺灣農村再生漁業多元化地方經濟樞紐輔導團，以產學研

究量能，輔以從地方經濟樞紐(Local Hub)對接世界接軌的機能。歡迎僑臺商與宜

蘭大學，以在地共好，攜手以地方的獨特資源帶出足夠的國際競爭力，爭取國際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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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蘭大學產學亮點成果表： 

年度：2020 

智能化禽舍、智慧農業物聯網、豬繁殖、發酵飼料、品管檢驗 

對應之研發能量 

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邱奕志教授/智能化禽舍網路監控管理系統 

2. 資訊工程學系陳懷恩教授/基於 5G之智慧農業物聯網研發與應用 

3.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游玉祥教授/芽孢桿菌發酵液作為預防仔豬梭菌性腸炎之開發 
成功服務案例-媒體報導 

1. 莊安華/汪忠信. (2020) 電腦監控配種、飼養優化臺豬全球競爭

力. 天下雜誌《微笑台灣》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3977 

2. 研發團隊影片 

成果效益 

全球養豬先進大國透過自動化、智慧化系統，減少管理人工、提高豬隻育成率，打造

豬隻飼養量大、成本相對低等優勢，直驅國際市場。臺豬要提高產業競爭力，也必須從智

慧養豬著手。 

  
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教授邱奕志（右 2）領軍的研究團隊，在智能

化畜舍監控系統的研發上，擁有豐富經驗。 

智慧養豬藉由感測、紅外線、物聯網、大數據分析等前瞻技術的應用，可以節省管理

人力，還能將專家知識經驗寫入電腦系統，透過 ICT 的運算，形成決策與智慧化控制，為

豬隻生產環境取得均一的條件，有效提升養豬產業的競爭力。 

拍照判斷母豬發情，電腦聞聲警示仔豬有難 

過去判斷母豬排卵配種的最佳時間，倚靠老師傅的經驗，像是牽公豬探視母豬，公豬

出現流口水的興奮反應，或是母豬願意讓飼育人員重壓背部而不逃走，「但從科技角度來

講，判斷母豬發情是要看生理的性兆。母豬發情時，陰戶（下體）會紅腫，溫度也比身體

其他部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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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舍精準環控  小豬健康長大 

當仔豬離乳後，必須離開母豬，與其他離乳豬共居，接受精心照顧。在這個階段的保

育豬，抵抗力、環境適應力，都比成豬來得脆弱，需要住在精準控制的良好環境，才能健

康成長。 

為了讓相關研發技術擴散到產業，研究團隊借助臺灣 ICT 產業軟硬體的優勢，設法將

環控系統設備價格壓到 50 萬元以內，目前已有畜舍營造商洽談技轉。丹麥、荷蘭的環控

系統設備進口到臺灣，不僅費用高、維修慢，機器參數的調整也可能不盡符合臺灣使用，

所以發展國產化的智慧養豬系統，不僅幫助豬農，也能扶植設備服務廠商升級、邁向工業

4.0。 

發展智慧農業，不能只靠單一專業知識。面對直驅國際市場的養豬大國，運用智慧科

技養豬，打造豬隻飼養量大、成本相對低等優勢，臺豬必須急起直追。 

 

研究團隊利用紅外線熱像

儀、手機的可見光攝影，

為母豬的陰戶測溫、拍

照，蒐集溫度、外觀的變

化數據，從中找出發情時

間的判讀模型，目前這套

系統的發情辨識率達到

75%。 

 

種母豬發情辨識系統透過

監視器拍下母豬陰戶的影

像，即能馬上判斷發情

（estrus）狀況。 

 

 

安裝在實驗場域（福

昌豬場）母豬分娩舍

裡的豬隻聲音辨識系

統設備，能自動偵 

測仔豬尖叫聲， 24 

小時監測、示警仔豬

受壓迫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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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20 

新興農產、綠能電力監控、智慧光電 
對應之研發能量 

1. 食品科學系林世斌教授/松露產業發展的最後一哩路：智慧裝置之整合、開發與應用 

2.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王宜達教授/氧化鎢優化奈米陣列光電極於雙極式光電反應系統

之性能提升研究 

3. 資訊工程學系吳庭育教授/獨立型綠能智慧電力監控與高效能傳輸系統開發 

4. 園藝學系林建堯教授/大同鄉四季南山地區多元產業發展計畫-新興農產試驗計畫 
成功服務案例-媒體報導 

1. 莊安華 and 汪忠信. (2020) 揭開松露生長之祕 就靠智慧裝

置發功. 天下雜誌《微笑台灣》.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3982 

2. 研發團隊影片 

 
成果效益 

位於蘭陽溪上游的泰雅族部落──四季村、南山村，是高冷蔬菜的重要產區。由於種

植一期的蔬菜，需要翻耕一次的土地，長年下來，翻耕次數頻繁了，菜田表土容易被暴雨

沖刷流失，而且累積在田裡的農藥、肥料，也會跟著沖到蘭陽溪裡。「宜蘭沒有水庫，由

蘭陽溪提供民生用水。但上游用慣行農法種菜，水質污染蠻嚴重的。」宜蘭大學食品科學

系特聘教授兼主任林世斌說，宜蘭縣政府為了降低高冷蔬菜產業對蘭陽溪環境、生態的衝

擊，從 2014 年起與宜蘭大學合作「松露試驗栽培計畫」，選定四季、南山的階地平臺（四

南平臺）試種松露。 

 
 

宜蘭大學研究團隊追查松露成長、栽培之祕，希望推動發展松露產業，協助偏

鄉造林、水土保持、增加多元農產收穫、發展六級產業。 

氣味芳香的松露，是昂貴的頂級食材，像法國黑松露 1公斤要價高達 5~6萬元，被譽

為「泥土下的黑鑽」。四南平臺的冷涼氣候、菜田排水性良好的礫石質地，以及農民撒石

灰解決土壤酸化造成偏微鹼的 pH值，符合松露生長的環境條件。 

從天空到地底  成長動態全都錄 

人類雖然很會品味松露，然而其風味形成的關鍵與松露種源、土壤中微生物菌相極其

相關，不易掌握。「松露生活史是最困難的研究！」於是，林世斌必須挖掘取出樹根、土

壤等樣品，進行分子鑑定，建立土壤微生物、松露塊菌菌種、交配型鑑定平臺，並找出不

同感染型的兩株樹的樹根交會處，標定為交配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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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電子豬  精準找松露 

王宜達利用透地雷達技術、感測溫度與二氧化碳的儀器，進行影像處理技術的開發，

研發一臺智慧松露探勘車（電子豬），只要推著這臺車走一趟栽培地，即能立刻判讀、示

警松露的所在位置。而且這臺車還能搭配自動噴灑系統，在行進間自動噴灑松露孢子液，

達到多工運行、降低人力成本的效益。這個松露產業夢，不光是宜蘭大學研究團隊傾力投

入，農民也認真逐夢，期待夢想成真。 

 
 

智慧遙測觀測設備全天候紀錄溫度、濕度、紫外線、風速、海拔高度等 12

項環境數據，幫助研究團隊了解松露栽培地的微氣候。 

 

 

整合透地雷達、多種環境感測器、太陽能發電等技術的智慧松露探勘車（電子

豬），不僅能找出松露的位置，也可探勘山林環境的微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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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20 

生技醫學、疾病檢測、疾病改善、疾病預防 
對應之研發能量 

1.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郭村勇教授/新冠肺炎病毒血清抗體分析方法之研發、一種促

進傷口癒合之組合物 

2.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花國鋒教授/探討肉桂醛與肉桂醛衍生物用於調節 NLRP3發炎

體及改善發炎性腸道疾病及痛風性發炎之功效與作用機轉 

成功服務案例-媒體報導 

1. "疫情燒！臺 3 支疫苗進臨床.牛樟芝研究有新進展," in 新唐

人亞太台, ed, 2020. 

2. 研發團隊影片 

成果效益 

臺灣疫苗追趕中 

臺灣積極研發新冠肺炎疫苗，包括國光生技的 AdimrSC-2f、聯亞生技的 UB-612、高

端疫苗的 MVC-COV1901，以及國家衛生研究院的 DNA 質體疫苗。上述三家生技公司皆是次

單位抗原疫苗，也就是利用病毒的抗原成份取代整個病毒。MVC-COV1901 是高端疫苗與美

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技轉合作，以合成的重組三聚體（trimer）呈現的 S2P 全長棘

蛋白，混合佐劑及鋁鹽而成的疫苗組合物。由 NIH 於 2020 年 8 月在美國國家靈長類研究

中心啟動多配方非人靈長類動物試驗，據悉效果良好。[資料來源：科學人雜誌，2020 年

12月號] 

臺灣目前除了在疫苗有新進展，也有研究團隊，針對臺灣獨有的牛樟芝進行研究，有

新突破。全球確診人數突破 2700萬例。各國積極投入相關研究，在疫苗方面，臺灣已有 3

支疫苗，進入第一期臨床試驗，包括國光、聯亞以及高端。國衛院選定的 DNA 疫苗，最快

也在今年底進入臨床試驗。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特聘教授花國鋒：「如果我們

可以降低這個，病毒的感染的量，那同時可以提升我們這個，我們人的免疫力的話，那這

樣有可能就是說我們的免疫系統，可以爭取到這個更多的這個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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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20 

豬繁殖、發酵飼料、品管檢驗 
對應之研發能量 

1.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陳銘正教授/家畜育種、生產技術及品質改進－運輸、免

疫、季節與調整飼料營養對年輕公豬精液品質之影響 

2.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李德南教授/豬隻亞臨床性及抗氧化指標分析試驗 

成功服務案例-媒體報導 
萬年生/王炘珏. (2021) 你吃的豬每 3頭有 1頭出自這裡, 臺灣種豬大王竟是這

位 53歲宜蘭大叔. 今周刊. https://reurl.cc/8ylv1y 

成果效益 

育種是養豬產業的火車頭，來自宜蘭的種豬王，福昌二代、養豬協會新任理事

長楊杰，正積極帶隊拚升級。在萊豬開放進口後，既有的隱憂仍在，但新的改變也

已經展開。1間不到 30人、資本額 1500萬元的公司，竟能牽動全臺養豬產業 700億

元年產值！它是隱身在宜蘭田間，成立近 50 年的專業種豬改良育種公司，臺灣神祕

的種豬大王—福昌豬場（公司登記為發昌企業）。「我們之於臺灣種源的影響力，有

到 3 分之 1。」現年 53 歲的豬二代，剛以最年輕之姿，接下臺灣養豬協會理事長的

臺灣福昌集團總經理楊杰說，每年種豬市場拍賣總量的 3 分之 1 以上，都是福昌提

供的，「可以說大家在吃的豬肉，每 3頭就有 1頭是我們家的後代。」 

 

 
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教授陳銘正（左 3）表示，隨著基因育種

等科技養豬成為顯學，現在有愈來愈多學生對投入豬產業更有自信。 

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教授陳銘正不諱言，育種工作最擔心走到高原

期，高原期的問題來自背脂薄、飼料效率好、生長速度快等選拔指數的外在表現

型，與基因型之間，有時候連結未必那麼好。「根據遺傳學，有些性狀是受多基因影

響。」他認為，過去臺灣用單一基因，如繁殖性狀與動情素受體直接做等號，可能

貢獻只有 5％而已，向上突破成了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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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20 

綠能無人機、無人機精準農業、電源轉換器 
對應之研發能量 

1. 電機工程學系劉宇晨教授/無線電能傳輸充電系統之研製 

2. 電機工程學系吳德豐教授/太陽能複合翼「空污防制無人機」之研製 

3.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鍾智昕助理教授/無人機系統應用於監測山區植物物候之研

究 

成功服務案例-媒體報導 

1. "太陽能系統自動蓄電 提升無人機續航力," in 政

大大學報, ed. 臺北市, 2020. 

2. 國立宜蘭大學. (2020) 跟著無人機翱翔圓夢４.０版藍

天. Cheers: 快樂工作 

3.研發團隊影片 

成果效益 

近年無人機蔚為風潮，不僅可見於攝影，也應用在貨運、土地探測等層面，然

無人機續航力仍是一大硬傷。劉宇晨舉例，農委會林務局在使用無人機執行中央山

脈地行探勘時，因任務半徑受限於電池容量，相關人員需一直跟著無人機移動，待

電量耗盡再更換電池，但若遇難涉入的區域，人工換電的方式則較不可行。 

 
 

交通部長林佳龍 2020 年 4 月 15 日蒞臨，視察無人機術科測驗考場 
 

  

宜大團隊設計適配於太陽能充電直流電特性的能源轉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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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20 

大數據分析、雲端運算、物聯網、5G通訊技術 
對應之研發能量 
資訊工程學系吳庭育教授/雲端助聽器線上即時適配與體驗互動系統開發 

成功服務案例-媒體報導 
"宜大與元健大和跨域合作獲肯定 培育研發人才," in 經濟日報, ed. 臺北市, 

2020. 

成果效益 

宜蘭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吳庭育與元健大和直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執行

科技部產學計畫案「雲端助聽器線上即時適配與體驗互動系統開發」，獲得科技部產

學成果優良獎的肯定。 

  

宜蘭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吳庭育（左 1）獲頒科技部產學成果優良獎。元健

助聽器舉辦「天籟列車啟程」，凡是符合聽損資格者，不論戶籍及身份，皆可

領取免費助聽器乙台(市值 NT$12,800) 

這套系統具備即時線上調校功能，提供配戴者更為便利的調整服務，為全球高

齡化社會隱憂──聽覺功能退化，而衍生助聽輔具需求的問題，帶來幫助與化解，

同時提升了產品的技術加值效益，增加國內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深獲評審委員青睞

及讚許。 

這次的產學合作案由宜蘭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吳庭育帶領大數據實驗室團隊

學生與元健大和公司一起進行研發，是跨領域產學合作的成功案例。業界實務的產

品開發過程，讓還在求學階段的學子，在發揮所學技能的同時，進行實戰操作，不

僅落實務實致用的精神，更強化了「解決產業問題」能力；產業界也可以透過學生

的創意發想，為產品注入新思維，帶來更具突破性、開創性的應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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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20 

生技醫學、健康保健、抗老化生技產品開發 
對應之研發能量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林佳靜教授/委託周邊血造血幹細胞檢測之臨床分析計畫 

成功服務案例-媒體報導 

1.  李盛雯. (2020-10-23). 專利加持！活性蛋白微晶 

球激活幹細胞不是夢.  https://reurl.cc/XeX9oE 

2.研發團隊影片 

成果效益 

專利加持！活性蛋白微晶球 激活幹細胞不是夢，激活幹細胞有可能嗎？有了科

技和專利的加持，讓人變得更年輕、更健康不再是夢想。 

宜蘭大學教授林佳

靜（左 1）表示，

根據國內外再生醫

學的臨床研究，活

化 CD34 造血幹細

胞，可達到身體機

能的修復，藉由微

晶球專利技術的包

覆，可讓 CD34 活

性蛋白順利通過胃

酸被人體吸收利

用。 
 

幹細胞療法價格非常昂貴，且自體幹細胞回輸，也會因體外培養的過程，影響

幹細胞特性改變而存有風險。CD34活性蛋白微晶球專利技術，是利用 2008年諾貝爾

化學獎得主 Dr. Martin 開發的螢光蛋白做為追蹤標記進行動物研究，耗費十多年的

時間開發出食用級微米晶球，可安全包覆幹細胞生長因子，並且以食用的方式到小

腸黏膜乳糜管進行吸收，經淋巴系統運送後，抵達骨髓刺激幹細胞的再生與釋放。

林佳靜經過 20年的研發，將幹細胞激活因子 G-CSF和 SCF兩種蛋白質的生命密碼序

列置入食用性酵母菌，藉由高科技生物工程技術，現已經廣泛在醫學美容中心、抗

衰老醫學中心等醫院科別推廣。 

 

  

  

https://reurl.cc/XeX9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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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19 

優質蜂產品 
對應之研發能量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陳裕文教授/優質蜂產品研發技術聯盟 2.0 

成功服務案例-媒體報導 

1. 謝明彧. (2020-02-19). 產學合作「一對多」 開創雙贏.

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1066 

2.研發團隊影片 

成果效益 

科技部自 2013 年開始推動「產學小聯盟」，目標是提升大專院校及學術機構的

研發能量，透過成立「技術服務實驗室」，與上中下游產業一起建構「技術合作聯

盟」。這些中小企業往往沒有資金成立自家的研發部門，但只要繳交會員費成為聯盟

會員，就能使用聯盟衍生的創新技術，幫自家企業改善製程，提升產品價值。 

「優質蜂產品研發技術聯盟」對接多家中小企業合作的「產學小聯盟」，透過科

技部牽線與學校老師務實研發技術，多廣性媒合臺灣在地 18 家蜂農與企業，為臺灣

優質蜂產品接地氣的新一代產學新模式。 

 

 
宜蘭大學大礁溪實驗林場，林下養蜂場，

在蜂箱外，安裝攝影機，就算人在家，也

能隨時掌握蜂場情形。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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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19 

輔助性療法、學習與記憶的分子機制、神經退化性疾病 
對應之研發能量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楊瀅臻教授/沉香萃取物用於記憶力提昇之研究 

成功服務案例-媒體報導 
劉端雅/王璽豪. (2020) 宜大副教授楊瀅臻 找出解密古籍沉香之鑰. 環球生技月刊. 

https://www.gbimonthly.com/2020/04/66206/ 

成果效益 

被譽為「香中之王」的藥用植物–沉香，古籍記載其藥用價值高，在中國、印

度、西藏傳統醫學歷史已淵源千年，市場亦有「液體黃金」之稱。國立宜蘭大學生

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副教授楊瀅臻在一次神經細胞實驗中，意外開啟了現代科學解

密沉香入藥的契機。目前已開發的沉香芳香療法具有改善阿茲海默症、兒童過動症

的潛力，為了進行更詳盡的科學數據分析，正進入醫院臨床收案驗證中。 

宜蘭大學教授楊

瀅臻對神經細胞

生長與可塑性的

機轉相當著迷，

專 注 在 基 因 表

現、訊息傳遞及

神經滋養作用如

何參與在記憶形

成 的 調 控 機 制

中。 

 

沉香是一種稀有且珍貴的藥用植物，藥用價值極高，被譽為「香中之王」，又有

「液體黃金」之稱。宜蘭大學教授楊瀅臻，對神經細胞生長與可塑性的機轉相當著

迷，專注在基因表現、訊息傳遞及神經滋養作用如何參與在記憶形成的調控機制

中。 

沉香精油芳香療法設計可穿過血腦屏障，透過「篩網式霧化技術」來控制霧化

分子的粒徑大小，以超音波直接將液體霧化，用這個量身定做的噴霧機進行的沉香

芳香療法，可以讓沉香精油的活性小分子通過血腦屏障，到腦中產生更好的效果。

聚焦過動症、阿茲海默症改善潛力，鑑於自己過去對腦神經科學研究的累積，楊瀅

臻首先將沉香芳香療法應用聚焦在輕中度阿茲海默症、以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童

專注力上，期望可以成為一種輔助療法。 

 

  

https://www.gbimonthly.com/2020/04/6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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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19 

輔助性療法、醣免疫調節、天然物抗發炎、合成藥物抗癌 
對應之研發能量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花國鋒教授/ LCHK168 對人類口腔癌之毒殺作用及作用機轉、

LCHK168對亨廷頓舞蹈症小鼠之影響 

成功服務案例與成果效益 

自古以來，人蔘就被作為滋補強身的高貴藥材，在中藥領域裡被視為百藥之

王，認為是對所有症狀都有效的萬能藥。LCHK-168 為人蔘經人體消化而代謝出的產

物，與人體相容性極佳，幾乎無任何毒性，且生物活性極明顯。 

匯德生技運用發酵工程製藥專利技術量產 LCHK-168，作為新藥開發的基材。發

炎是一切疾病的元兇，常見文明病的始作俑者。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

系花國鋒教授研發團隊建立數種模擬特定疾病所造成 NLRP3 inflammasome 活化的細

胞與小鼠發炎模式，探討發炎反應與疾病發生及惡化之間的關係。匯德生技與花國

鋒教授研發團隊進行《LCHK168 對人類口腔癌之毒殺作用及作用機轉》及《LCHK168

對亨廷頓舞蹈症小鼠之影響》兩項合作計畫，驗證 LCHK-168 可在接近沒有副作用的

情況下可以取代類固醇，對腎臟病、癌症、亨廷頓舞蹈症等因發炎引起的疾病有極

佳的抑制效果，並取得臺灣、美國及歐盟等多項專利，持續人蔘不朽傳奇。 

 

 

LCHK-168改善狼瘡腎炎示意圖 

資料來源：

doi:10.3389/fimmu.2019.01951 

運用發酵工程製藥技術量產的 LCHK-

168，亦可用作為新藥開發的基材 

另，花國鋒教授研發團隊與臺灣研發治療罕見疾病的新藥研發公司安成生技，

利用 NLRP3 inflammasome 研發之關鍵技術，以老藥新用(Drug Reposition)策略合

作研發 NLRP3 inflammasome抑制劑，作為治療神經發炎相關疾病安全有效的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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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19 

礦場植生復育、殘壁植生復育、軟式嫁接夾、蔬果種苗嫁接機 
對應之研發能量 
1.園藝系黃志偉助理/ 台泥蘇澳廠太白山礦區永久殘壁植生復育暨管理維護 

2.園藝系張允瓊教授/作物種苗繁殖技術及種原保存利用－作物嫁接種苗生產系統 

建立 

成功服務案例-媒體報導 
農傳媒. (2020). 南向發展，前進國際 「加值化農產品產銷及物流技術，運籌亞

太潛力市場」研討會紀要.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47337 

成果效益 

為環境責任出發，礦場植生復育，與企業推動工業、環境、人文和諧與共生。

為了讓傳統工業能夠更透明與親近，台泥委託國立宜蘭大學園藝系，研擬新式生態

工法，指導並執行企業進行植生綠化復育工作，減少礦場施工過程之裸露面積與時

間，永續經營臺灣石灰業石礦的蘊藏與開發。 

執行團隊透過台泥蘇澳廠太白山礦區基地基礎數據收集，包含植被、動物、微

氣候、土壤理化特性；選擇喬灌木、地被植物、草本植物；執行保水、防風、有機

介質採買、種苗生產等植栽技術；完成礦區木本草本植栽復育技術研發與應用、防

風與樹苗固定方法評估、灌溉系統與種苗生產與苗圃建立。 

 

 

台泥蘇澳廠太白山礦區建立臺灣石灰石礦場植生復育典範 

回顧《看見台灣》鏡頭下的臺灣土地，水泥業、砂石業、山林開發、河川污染

與廢水問題等等；台泥蘇澳廠努力成為台灣水泥業綠色礦山和循環經濟與資源綜合

利用的典範。為了最大程度的利用資源，減少碳排放，豎井運輸，兼顧環保與節

能。礦山開採過程中，與宜蘭大學研究本土植物的培養與種植，在礦山高海拔開採

區成功實現了本土植物抗颱風綠化。 

省工農機是增進生產效率的關鍵，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教授張允瓊省工嫁接

整合系統，透過其團隊研發的軟夾式蔬果種苗嫁接機和節能癒合室，能為業者節省

可觀作業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4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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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19 

補救教育、社會服務 
對應之研發能量 
食品科學系須文宏副教授/【永齡‧鴻海臺灣希望小學】弱勢學童課輔計畫 

成功服務案例與效益 
「永齡・鴻海臺灣希望小學」與全國大專院校及社團法人協會建立輔導網絡，

成立 14 間分校。其中位於宜蘭大學的宜蘭分校，自 2010 年合作自今，是全國唯一

非具有教育、社工、心理科系之大專院校。 

宜蘭分校每學期招募國、英、數課輔師資參與弱勢學童課輔計畫，2019 年度共

72 位宜蘭大學大學生課輔教師執行專案。2019 年服務宜蘭地區學童，共 398 人次、

服務班級數達 58 班；除宜蘭市外，亦遍及宜蘭縣頭城鄉、礁溪鄉、壯圍鄉、員山

鄉、五結鄉、三星鄉、冬山鄉、蘇澳鎮等地。 

 
 

宜蘭分校課輔班學童參加 

2019年《三創生活聖誕禮物計畫》活動 

透過基金會自行研發的補教學教材，及榮獲國教署認證永齡・鴻海臺灣希望小

學國語科、數學科師資培訓課程，獨家教學解方與多元活動設計，輔導弱勢學童建

立自我價值與自信心，並透過國英數指導員訪視制度，提升課輔老師教學品質。 

宜蘭大學大學生課輔教師，大學時期除了自身專長領域的突破與成長外，參與

課輔計畫實現了成為教師的可能，更大的收穫是將自己的學習轉化為可以與人分享

的智慧。與永齡課輔一起推動宜蘭地區弱勢學童的集體改變，創造未來世代的無限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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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僑臺商宜蘭大學產學合作─地方創生輔導團專業領域與成員： 

專業領域：科技導入、創意加值、農漁業生產研發、行銷通路、觀光旅遊、事業

經營管理，等 6 大主題 

姓名 輔導領域 職稱/服務單位 研究專長領域/營運項目 

吳柏青 農漁業 

生產研發 

教授兼校長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食品工程、生物材料物性 

專利名稱： 

連續式果胚去核裝置 

花國鋒 農漁業 

生產研發 

教授兼研發長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研究發展處 

專長領域： 

多醣免疫調節活性分析、天然物抗發炎活性分析、

合成藥物抗癌活性分析、NLRP3 inflammasome 

實驗室： 

發炎反應研究室 

研究中心： 

有機產業發展中心、休閒資源及產業發展中心、檢

驗及技術發展中心、永續發展中心、環境教育中

心、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 

專利名稱： 

1. Methods and compositions associated with 

administration of an extract of Ganoderma 

Lucidum (美國專利) 

2. Use of bamboo vinegar for treating inflammation 

(美國專利) 

3. Application of bamboo vinegar and active 

components thereof against inflammation related 

diseases and oxidative stress (中華民國專利) 

4. Use of citral for manufacturing medicament for 

treating 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 (中華

民國專利) 

5. Use of citral for treating 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 (美國專利) 

6. Use of creosol for inhibiting expression and 

activation of NLRP3 inflammasome in cell (中華

民國專利) 

7. Euphorbiaceae active substances and application 

thereof (中華民國專利) 

8. Use of polyenylpyrrole derivatives for treating 

inflammation (美國專利) 

9. Use of hydroxylcinnamaldehyde glycoside 

derivatives for manufacturing composition for 

treating glomerulosclerosis (中華民國專利) 

10. Use of hydroxylcinnamaldehyde glycoside 

derivatives for treating glomerulosclerosis (美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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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輔導領域 職稱/服務單位 研究專長領域/營運項目 

利) 

11. Use of osthole for manufacturing composition for 

treating 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 (中華

民國專利) 

12. Use of osthole for treating 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 (美國專利) 

13. Use of ginsenoside M1 for treating lupus nephritis 

(美國專利) 

14. Use of ginsenoside M1 for treating lupus nephritis 

(歐盟專利) 

15. Use of ginsenoside M1 for treating IgA 

nephropathy (美國專利) 

16. Use of ginsenoside M1 for treating IgA 

nephropathy (歐盟專利) 

17. Use of ginsenoside M1 for treating IgA 

nephropathy (德國專利) 

18. Use of ginsenoside M1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gout  (美國專利) 

19. Use of ginsenoside M1 for preventing or treating 

silicosis (美國專利) 

20. Use of a polyenylpyrrole derivative in preparation 

of anti-oral cancer drugs (美國專利) 

陳威戎 農漁業 

生產研發 

教授兼院長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生物資源學院 

專長領域： 

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酵素化學、蛋白質體學、

微生物學、生物技術、新穎抗菌胜肽(宿主防禦胜

肽)之設計研發、體液疾病生物標記搜尋 

實驗室： 

蛋白質體研究室 

專利名稱： 

一種人工合成胜肽用於製備具抗肝癌活性之藥物的

用途 (原:用於治療肝癌之新穎合成胜肽) 

陳凱俐 觀光旅遊 教授兼副校長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休閒經濟、個體經濟、環境與資源經濟 

專利名稱： 

兼具供電與阻力調節功能的單車訓練機 

邱奕志 科技導入 教授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農機設計、智慧農業、系統模

擬與分析、農業自動化、生物生產機械 

郭村勇 科技導入 教授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專長領域： 

水產生物的永久細胞株開發與建立、動物 DNA 疫

苗開發; 動物次單元疫苗開發、動物疫苗開發、動

物病毒學 

楊江益 科技導入 副教授兼系主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生物生產機械、工程材料、基礎機電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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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輔導領域 職稱/服務單位 研究專長領域/營運項目 

林建堯 科技導入 副教授兼實習農場場長 

園藝學系 

專長領域： 

造園景觀設計、農村規劃暨社區營造、休閒遊憩規

劃與研究、景觀療癒 

游玉祥 科技導入 副教授兼實習牧場場長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專長領域： 

探討營養分如何透過與腸道微生物和基因間之交互

作用來調節動物之代謝、藉由分子調節路徑開發新

型經濟動物飼料添加物 

鍾智昕 科技導入 助理教授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專長領域： 

森林生態、樹輪學、生態統計、無人機遙測、育林

試驗計量方法 

實驗室： 

育林研究室 

陳懷恩 科技導入 教授兼系主任 

資訊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IP Mobility Management; Network Performance 

Analysis; NAT Traversal Mechanisms; SIP/IMS 

Services Development; Network Management; IoT 

System 

嵌入式系統、應用服務開發、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

IPv6技術、網際網路電話 VoIP系統、行動通訊 

吳庭育 科技導入 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大數據分析、雲端運算、物聯網、5G通訊技術 

夏至賢 科技導入 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數位訊號處理 IC 設計、影像處理與電腦視覺、認

知學習 

張介仁 科技導入 副教授 

電子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智慧系統規劃、影像處理、微電腦控制，微算機介

面、物聯網系統應用、影像多媒體數位課程、志工

營運 

王進發 創意加值 副教授兼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 

專長領域： 

昆蟲學、蹣蜱學、節蜱學、民族生物、原住民文

化、部落產業發展、原住民生態智慧、部落營造 

陳淑德 創意加值 教授 

食品科學系 

專長領域： 

食品乾燥、食品工程、發酵技術、生化工程、微波

及射頻加工 

羅盛峰 創意加值 副教授兼系主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專長領域： 

生物複合材料、木質材料性質及加工 

郭佩鈺 創意加值 助理教授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專長領域： 

木材化學、生物性高分子、奈米纖維素 

張資正 創意加值 助理教授兼研發處企劃

管理組組長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專長領域： 

森林特產物化學加工及應用、 木質材料化學、改

質及保存、天然物化學及功效驗證、植物香氛成分

分析及應用、木材塗料及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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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輔導領域 職稱/服務單位 研究專長領域/營運項目 

毛俊傑 創意加值 助理教授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專長領域： 

野生動物族群及群聚生態學、保育生物學、動物資

源調查、兩棲爬行動物學 

楊瑩臻 創意加值 教授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專長領域： 

學習與記憶的動物行為模式、  神經細胞的可塑

性、學習與記憶的分子機制、神經退化性疾病、細

菌與病毒次單位蛋白研究 

林佳靜 創意加值 教授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專長領域： 

生物化學、抗老化學、幹細胞技術 

李欣運 創意加值 教授兼行政副校長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專長領域： 

營建管理、營建策略、工程規劃、營建服務設計、

休閒遊憩 

邱應志 創意加值 教授兼工學院院長 

環境與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環境生物技術與應用、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生

物復育、生物感測器 

劉鎮宗 創意加值 教授兼系主任 

環境與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吸附、污泥再利用、水質分析、土壤污染、土壤重

金屬污染、土壤調查、土壤清洗技術、電動力法整

治技術、土壤地下水 TPH檢測與整治。 

張章堂 創意加值 教授 

環境與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空氣污染防制、綠色科技、空氣污染物分析、金屬

觸媒與光觸媒研製、奈米材料製作 

林凱隆 創意加值 教授 

環境與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廢棄物資源化技術、 循環經濟、 污泥回收再利用

技術、 堆肥處理、焚化灰渣資源化技術、 廢棄物

生物毒性評估、 綠色材料研發技術 

黃書賢 創意加值 教授兼系主任 

化學與材料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功能性高分子、能源高分子、複合材料、薄膜製備

與改質、薄膜鑑定、薄膜分離程序(滲透蒸發、氣

體分離、奈米過濾） 

陳博彥 創意加值 教授 

化學與材料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綠色能源工程、生物反應器工程、生物材料、環境

生物技術 

鄭安 創意加值 教授兼系主任 

土木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大地工程、營建材料、實驗力學 

歐陽慧

濤 

創意加值 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即時淹水分析及預測、河川泥砂運移計算、潛没式

導流板系統、水理分析及計算 

林威庭 創意加值 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混凝土材料、無水泥型膠結材料、深層地質處置、

大地互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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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輔導領域 職稱/服務單位 研究專長領域/營運項目 

王金燦 創意加值 教授 

機械與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微熱流分析、燃料電池、微生物燃料電池、綠能跨

際整合技術 

王宜達 創意加值 教授 

機械與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微機電系統製造、能源科技、燃料電池、材料表面

處理技術、物理冶金、材料科學、材料電子顯微鏡

學、光電工程、生醫科技 

張家瑞 創意加值 教授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專長領域： 

綠色建材、 建築資訊系統、 鋪面工程與管理、 生

態工程 

游竹 創意加值 教授兼電資學院長 

電子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DSP與通訊基頻 IC設計，嵌入式系統設計 

錢膺仁 創意加值 教授兼系主任 

電機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可適性訊號處理、數位信號處理、物聯網 

吳德豐 創意加值 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控制工程、類神經網路、智慧型機器人、定旋翼無

人機、綠能科技 

陶金旺 創意加值 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自動控制、模糊控制、模糊影像處理、類神經網路

應用 

劉宇晨 創意加值 副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開關電源設計、電源轉換器的分析與設計、電力電

子、高頻轉換器設計 

胡懷祖 創意加值 教授 

電子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智能訊號與數據處理、訊號（語音、音訊、影像）

處理 

鄭永祥 農漁業 

生產研發 

教授兼系主任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專長領域： 

機能性生技飼料添加劑之研發與應用、益生菌飼料

與添加物研究與開發、黴菌毒素對動物致病機轉及

黴菌毒素檢測服務、菇蕈類保健食品免疫調節之研

發 

實驗室： 

機能性分子營養研究室 

專利名稱： 

1. 一種降低豬赤痢菌感染之飼料添加物及其製造

方法 

2. 一種降低家禽腸道病原菌感染之飼料添加物及

其製造方法 

3. 一種家禽飲水添加劑及其製造方法 

4. 固態發酵冬蟲夏草(Cordyceps sinensis)飼料添加

劑促進家禽性成熟的應用 

5. 通濕氣恒溫固態發酵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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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輔導領域 職稱/服務單位 研究專長領域/營運項目 

陳裕文 農漁業 

生產研發 

教授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專長領域： 

植病及昆蟲、養蜂與蜂產品 

實驗室： 

蜜蜂與蜂產品研究室 

陳銘正 農漁業 

生產研發 

教授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專長領域： 

遺傳學、動物繁殖學、動物育種學、豬人工授精技

術 

實驗室： 

動物生殖技術實驗室 

李德南 農漁業 

生產研發 

教授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專長領域： 

動物營養學、豬學、試驗設計、豬學特論 

鄔家琪 農漁業 

生產研發 

副教授兼有機產業發展

中心主任 

園藝學系 

專長領域： 

蔬菜學、設施園藝、有機農業、保健作物 

賴裕順 農漁業 

生產研發 

教授兼農推會總幹事/兼

管發中心主任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專長領域： 

免疫學、生物學、分子生物學、HSP27在抗藥性與

致癌性過程中所扮演何種角色，是目前實驗室研究

重點 

林世斌 農漁業 

生產研發 

教授兼系主任 

食品科學系 

專長領域： 

幾丁質水解物及其衍生物抗菌活性及機轉之研究、

微生物酵素開發︰幾丁質酵素、利用微生物發酵開

發生物活性分子相關研究︰抗氧化、抗發炎、減脂

等活性分子、機能性保健發酵食品開發、機能性乳

酸菌發酵產品開發、食品級抗菌胜肽開發與應用、

微生物基因工程技術、松露人工栽培技術 

尤進欽 農漁業 

生產研發 

教授兼系主任 

園藝學系 

專長領域： 

植物基因轉殖與選殖、生物技術、蔬菜生理、園藝

作物逆境生理 

陳怡伶 農漁業 

生產研發 

教授兼生資院原住民專

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專長領域： 

蜂膠抗發炎及抗腫瘤保健產品之開發、中草藥抗疲

勞及抗老化保健產品之開發、臺灣本土授粉昆蟲無

螫蜂之復育研究 

陳永松 農漁業 

生產研發 

系助理教授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專長領域： 

生物學及實驗、海洋生態學、 生態學、水產養殖

學(含箱網養殖) 、生物多樣性、水生生物及調查技

術、水產學概論 

李意娟 農漁業 

生產研發 

講師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專長領域： 

魚類學、觀賞魚學、水產養殖、動物產品學實習 

張允瓊 農漁業 

生產研發 

教授 

園藝系 

專長領域： 

植物嫁接技術及生理、木本植物生長與開花生理、

節水技術於農業生產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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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偉 農漁業 

生產研發 

助理教授 

園藝系 

專長領域： 

草坪學、景觀生態與設計、園藝學、景觀維護管

理、造園、永續景觀理論與實務、景觀規劃設計與

管理維護、景觀生態、自然環境資源經營與規劃、

園藝學 

陳世昌 行銷通路 副教授兼系主任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

系 

專長領域： 

整合行銷傳播學、休閒產業概論、公共關係理論與

實務 

余思賢 行銷通路 副教授休閒產業與健康

促進學系 

專長領域： 

保健產品評估、重量訓練、體重控制與體型雕塑 

官志亮 行銷通路 副教授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策略、國際企業管理、企業分析與診斷、服務業管

理 

蕭瑞民 行銷通路 副教授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運籌管理、網路行銷、行銷管理、作業管理 

鄭辰旋 觀光旅遊 教授/兼學術副校長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環境教育方案發展及評估、 休閒遊憩行為、休閒

資源 

林豐政 事業經營

管理 

教授兼人文及管理學院

院長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統計分析、管理科學、市場調查 

林榮信 事業經營

管理 

教授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專長領域： 

肉品加工、屠體評級、畜產經營、飼養營養 

王兆桓 事業經營

管理 

教授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專長領域： 

森林測計學、森林資源調查、森林生長模擬、森林

碳吸存、森林經營與規劃、森林健康監測、無人機

於森林生態之應用 

陳谷協 事業經營

管理 

教授兼人文及管理學院

副院長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產業經濟、效率與總要素生產力分析、實證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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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專屬產學發展加速器 

1. 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自 1996 年成立至今，已培育 120 家育成廠商，創新育成中

心整合校內外資源，重點培育產業聚焦於「生技醫藥」、「觀光休閒」、「綠

能科技」與「文創藝術」，符合政府政策「五加二創新產業」及宜蘭地方產業

發展的規劃。 

2. 2015 年至 2019 年度，宜大創新育成中心在神農校總區及宜蘭科學園區第一標

準廠商佔地 450 坪空間，每年平均培育 20 家企業，目前維持 25 家培育廠商進

駐。 

3. 2015至 2019年度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每年總年營業額平均約 2.5億。創新育

成中心協助其連結校內教授、校外專家等 250 位顧問，提供近 500 次諮詢輔

導，以協助產業創新價值。 

4. 本校招商及企業培育相關事宜，可於本校創新育成中心 ( 網址 : 

http://iiic.niu.edu.tw/)查詢。 

5. 進駐廠商/公司輔導之作法及成果表： 

 

產

業

類

別 

成立

年度 

輔導

公司 
輔導做法 相關成果 

綠

能

科

技 

2014 

傳峰

企業

有限

公司 

1. 媒合並輔導與國內

外產業投資，目前

已進行相關檢測與

計畫執行。 

2. 積極輔導傳峰企業

有限公司參與各大

展覽，增加企業曝

光度，增加與企業

合作之機會。 

1. 通過 2017 年度宜蘭縣海選

SBIR計畫。 

2. 通過 2017 年度 CITD 傳統

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3. 通過 2018 年度宜蘭縣海選

SBIR計畫。 

4. 申請 2019 年度 CITD 傳統

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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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類

別 

成立

年度 

輔導

公司 
輔導做法 相關成果 

生

物

科

技 

2018 

宜大

蜜蜂

生物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1. 透過與學校產學合

作，可快速開發出

不同產品。臺灣蜂

蜜具有良好之抑菌

效果，未來可開發

成醫療蜂蜜。 

2. 申 請 2019 年 度

CITD 傳統產業技

術開發計畫。 

1. 申請 2019 年度 CITD 傳統

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2. 通過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審

查於 2019 年 3 月成為科學

事業。 

3. 2019年 6月設立工廠。 

生

物

科

技 

2018 

農益

聯合

事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1. 本校生機系楊江益

老師的輔導，將大

數據加入植保機應

用實務與研製自造

試驗機並實施精準

安全用藥並有效減

少藥殘量。 

2. 媒合並輔導申請政

府相關計畫增加公

司整體能量。 

已研發出不受限山地的履帶車 

( 宜 蘭 新 聞 報 導 ：

https://reurl.cc/kd3LG9)。 

  

綠

能

科

技 

2009 

元健

大和

直販

股份

有限

公司 

1. 本校資工系吳庭育

老師的輔導，研發

出 「 雲 端 助 聽

器」，透過研發出

APP 軟體，可在手

機上直接調整音

質、音量、聽力測

驗。 

2. 媒合並輔導申請

SBIR 中 央 型 計

畫。 

1. 通過宜蘭科學園區審查，預

計蓋出千坪「雲端聽力服務

中心」。 

2. 通過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審

查於 2020 年 3 月成為科學

事業。 

 

 

https://reurl.cc/kd3L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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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LINE諮詢單一窗口 

如欲進一步瞭解或與本校合作，歡迎洽詢以下人員： 

國立宜蘭大學 國際產學聯盟 

地址：260007 宜蘭縣宜蘭市神農路一段 1號 

電話：+886-3-9357400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E-mail 

花國鋒 研發長 7040 kfhua@niu.edu.tw 

郭佩鈺 主任 7045 pykuo@niu.edu.tw 

待聘 產業聯絡專家   

待聘 專任助理   

林卉恬 經理 7055 iiic@niu.edu.tw 

賴昭宇 行政員 7057 cylai@niu.edu.tw 

鍾智昕 組長 7042 chchung@niu.edu.tw 

陳依君 專員 7056 nora@niu.edu.tw 

★海外僑商單一服務窗口：郭佩鈺 主任 

 

國立宜蘭大學產學推廣/合作服務單一 LINE服務窗口 

 

 

 

 

 

 

 

 

國 

 

國立宜蘭大學僑臺商產學合作專區： 

 https://research.niu.edu.tw/files/11-1006-3087.php

mailto:kfhua@niu.edu.tw
mailto:pykuo@niu.edu.tw
mailto:iiic@niu.edu.tw
mailto:cylai@niu.edu.tw
mailto:chchung@niu.edu.tw
mailto:nora@niu.edu.tw
https://research.niu.edu.tw/files/11-1006-308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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