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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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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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國立金門大學為一所年輕的綜合型大學，除人才培育之外，也串接各項
產學活動，推動新技術與商業模式，為國人西進與南向的灘頭堡。本校研究
發展上之定位為善用地緣優勢、掌握趨勢並聚焦在釀酒工業、智慧機械、建
築景觀之發展，同時在觀光旅遊、長照養生、邊境治理等面向上也積極投入
研究能量，設有七個校級研究中心協助產學合作之介接與推動。本校並積極
與科技部、經濟部、文化部、勞動部、教育部等中央部會及地方縣市政府合
作推動教學與研究計劃，以全球化觀點、在地化作法的融合方式來協助各項
政策之推動。
金門文化淵遠流長，生活上與廈門、泉州、漳州的發展緊密連結，血緣
上與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等東南亞諸國僑親的遷徙也密切相關。
2019 年開始本校並積極推動各項國際事務，除招收來自海外各國學生、鏈結
海內外高等學府之外，也積極推動各項國際學術研究與合作，鼓勵學子跳島
學習、異地生活，培養更寬廣的國際觀與移動調適能力，也為日常學習、研
究蓄積更多能量。未來，本校除繼續扮演西進與南向的前緣角色之外，也將
在人才培育、創新育成、僑臺商連結上更加精實發展，做為臺商前進大陸、
東南亞最堅強的基地。
透過本校多元面向的產學合作成果，期待能為僑臺商各自找到發展的切
入點與契機，強化臺灣與大陸、東南亞的了解、溝通與合作，並將國立金門
大學的定位與特色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
國立金門大學 校長陳建民

202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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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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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金門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
(一)學校特色
國立金門大學前身為國立
高雄科學技術學院(現為國立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金門分部，於
1997 年核准設立。2003 年獨立
為金門技術學院後，於 2010 年
升格為大學。
金大校訓「真知力行、兼善天下」，期勉學子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追
求科學真理，並養成即知即行、手腦並用，貫徹學以致用的態度。
國立金門大學是全國唯一一所位在國家公園內的大學，千年古島上豐富的地
形地貌與文化資產，形同沒有圍籬的大型戶外教室。此外，特殊的海島位置，讓
金門很早便植入遠征國際的 DNA，大量的在地居民親屬散布於南洋、日本等
地，是海外華人心中的僑鄉重鎮。矗立在金門各處的歷史性洋樓，便是小島先民
勇於冒險的印記，加上兩岸特殊政治關係的演變，金大特別以「兼善天下」的視
野，期勉學子胸懷世界。歷史年輕的金大，師生人數低於 5 千人，但卻廣納臺灣
本島與國際學子，連年註冊率近百。金大的願景為「傳承閩南文風、打造現代書
院，發揮地理優勢、建構兩岸學術交流重鎮，強調創新、關懷社會，發展島嶼經
營典範之精緻型特色大學」。
在金大，教學採理論與實務並重。理工學院強化機器人專業，為迎向數位浪
潮，建置全國首座混合實境電子競技中心，培育虛擬實境人才，雲端教室以數位
科技輔助教學。管理學院已通過增設產學博士班，預計 110 學年招生，將為金門
工商業界培育博士級高端人才。金門是幸福島，金大更有社會責任與教育觀點，
金大的長照、護理與社工系依社會趨勢辦學，投入地方關懷，為當地長者提供完
善身心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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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金門人曾為求學、就業離鄉，現在金大有 90% 學子來自各方，為了
讓年輕世代參與在地，2020 年以創新創業計畫，引領學生以金門社會議題為方
向，用創業提出解方，以期讓四方學子與優秀人才共聚於金門。我們矢志以多元
教育培育人才，古希臘物理學家阿基米德曾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舉起地
球！」金大願做支點，以島嶼為核心，傾力讓學子看見未來更多的可能！
金大對外地學生有這麼高的吸引力，與大學所在城市的文化多樣性密切相
關。到金大就讀的學生，可以從空間與建築上，立刻體驗到金門獨特的「閩南、
僑鄉、戰地」三大文化融為一體的異地氛圍。因為遠離家鄉，許多人都提早在大
學四年生活中學會更加獨立，並建立與人溝通、自我管理與解決問題的軟實力。
金大的各學系的課程設計、產學合作、技術研發、社會責任等，也緊貼著閩南、
僑鄉、戰地三個文化主軸。
在經濟上，與在地產業緊密合作，例如金門酒廠、觀光產業活絡背後，都有
金大師生參與的身影。文化上，閩南建築與僑鄉文化的保存，更需大學建構完整
的知識體系，引導新世代學子參與、認同在地。政治上，金大以地緣優勢累積多
年下來，已成為臺灣邊境、兩岸關係人才最豐沛的孕育地，學生畢業後大量進入
頂尖大學的大陸、東亞、亞太政治等相關研究所繼續進修。

這所年輕活
力、校園優美的
精緻大學，正積
極張開雙臂迎接
人才，也將人才
輸送到臺灣與世
界。

6

(二) 產學和研發簡介及案例
國立金門大學所擁有的四大學院(理工、人文、管理、健康護理)發展相當多
元，為符合僑臺商的多元產業類別，羅列金大多面向的產學與研發成果，供僑臺
商參考。
金大配合協助本縣發展綠色環保產業(金門低碳島計畫)，成立「戰地史蹟與
閩南建築研究中心」、「閩南文化與僑鄉數位典藏中心」、「環境教育與低碳島
研究中心」及「生物科技暨健康產業研究中心」等，積極研究布局新興綠色產
業。同時金大突破所處孤島地理限制，配合本縣「兩岸電商物流中心」政策，積
極利用區位優勢，成立「創新育成中心」，以深耕在地，放眼世界的策略，多元
發展各類產學案。包含臺北、雲林、高雄等北中南各地合作及各類本島產業協
會，亦有與中國大陸地區計畫案合作，還有文化部、經濟部、陸委會、原住民族
委員會及臺電公司等公部門與企業。金大具有相當優越的地理優勢，非常歡迎各
類僑臺商合作，讓僑臺商們可立足臺灣、放眼世界。僑臺商們可以針對這些案
例，延伸於自身的產業運用，若有需要可以隨時與金大聯繫。
另外，有感於虛擬實境等科技應用近年蓬勃發展，金大與國內知名企業-宏
達電(HTC)共同打造混合實境暨電子競技場域，成立「混合實境暨電子競技中
心 」 ， 使 金 大 成 為 全 國 大 專 院 校 之 中 ， 第 一 所 擁 有 VR 、 MR 、 電 子 競 技
（eSport）三者整合的教育體驗中心的大學。VR 與 MR 由宏達電 VIVELAND 及
京承科技共同合作建置，配備具備眼球追蹤的高階硬體 VIVE Pro Eye，導入最新
的混合實境、震動地板技術及宏達電自製二戰遊戲，藉由遊戲體驗遊戲設計概
念，創造出更加身歷其境的虛擬世界，期望吸引更多年輕學子投入未來科技創新
的行列。同時金大也成立了「智能機器人研究中心」，多元化投入視覺應用與智
慧產業，也歡迎僑臺商與金門大學共同推展相關的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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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李金譚

服務單位

電子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單晶片控制與嵌入式系統應用、機器人創意設計、模糊控制

研究成果

■智慧摩斯密碼鎖
光摩斯門禁系統與其光摩斯接收/譯碼裝置(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549253 號)
隨著智慧型手機、嵌入式裝置與物聯網的興起，本技術為一種使
用智慧型手機發光元件發出摩斯光訊號，單晶片LinkIt 7697 模組
接收訊號後負責解譯、比對密碼並開鎖，同時將資訊上傳至雲端
的智慧型門鎖系統。為了避免環境光的干擾，本技術加入模糊控
制理論，效果良好，未來可運用於光通訊或是Li-Fi。

■LINE聊天機器人設計與智慧家電控制
本技術適用於業者欲在LINE平臺上與消費者進行即時且自動化之
互動服務，亦可運用於智慧家電控制，透過本技術業者無須人力
使用LINE與消費者應答，LINE聊天機器人將能夠依據業者需求自
動回覆消費者需求，讓業者能夠節省人力，更專於提供消費者更
完善之服務。

本技術也應用於臺電計畫案(公民電廠智慧聊天機器人)
建構人工智慧於電力經濟關鍵技術之應用，主持人，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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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
(TPC - 546- 4841-0803(5460800234 ))，2,825,000 元。

■發明專利
1.

全固態綠能電至色變板（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437340）

2.

快拆式拉鍊頭（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15594）

3.

感溫插頭片（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34300）

4.

聚光型太陽能接收器(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34186)

5.

結合智慧手機之網路導覽地圖之健身裝置(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34613)

6.

發電捕蚊拍(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39989)

7.

可見光抑菌光觸媒水龍頭(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40147)

8.

發電鍵盤(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40470)

9.

整合型定位裝置(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42513)

10. 變色容器及其變色容器組(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4383)
11. 應用可攜式電子裝置之圖形辨識技術之門禁系統(中華民國新
型專利 M455219)
12. 具有短距通訊功能之安全帽(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5384)
13. 跑動距離偵測器(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5537)
14. 具商品辨識功能之購物推車(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5664)
15. 具監控生理參數方向盤(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5666)
16. 智慧型攝像裝置(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6033)
17. 寵物遠端觀看系統(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6693)
18. 具安全氣囊之安全帽(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6711)
19. 心臟用之可攜式電擊裝置(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6823)
20. 觸控發電筆(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6920)
21. 輕巧壓縮雨罩(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8109)
22. 筷子組(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8169)
23. 改良式容置瓶(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60841)
24. 隨身儲存裝置及其磁性轉接器(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67990)
25. 隨機字碼觸控裝置(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6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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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吊扇裝置(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72759)
27. 重量測量裝置(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73514)
28. 全固態綠能電致色變板(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437340)
29. 具有抗紫外線功能之透明瓶(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97094)
30. 改良棘輪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526015 號)
31. 光摩斯門禁系統與其光摩斯接收/譯碼裝置(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54925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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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李欣玫副教授

服務單位

食品科學系

專長領域

食品加工、食品分析、人工智慧在食品產業之應用

研究成果


1.

產學合作成果：
酒糟完全利用技術開發，2011~2014 年經濟部技術處產學研究計
畫擔任計畫總主持人．
2. 酒糟抗性澱粉專利技術，並成功已非專屬授權技術移轉給多家廠
商
3. 二十八烷醇作為魚隻抗寒之用途 （2019 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
明競賽奬銀牌獎）
4. 高粱酒糟雲芝培養基開發技術
5. 輔導學生創業，第一家以高粱抗性澱粉製作低升糖指數麵包之烘
焙坊－玫瑰園烘焙坊
6. 109 年獲得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Ａ
類產學研鏈結人才培育計畫補助-酒類人才培育計畫，規劃高梁酒
人才創新課程
7. 109 年獲教育部補助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領域系列課程-人工智慧
在酒類與食品產業之應用創新課程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8. 109 年獲金門畜產試驗所計畫-以青草地鮮乳完全利用評估計畫
9. 協助金門地方特色產業開發金門地區特色產品
2020 年烈嶼鄉芋頭品質檢測與指標建立
2020 年以一條根及天然草本萃取液開發女性養生創新草本飲料
2019 應用熱加工技術開發即食麵線
2018 年以低升糖材料作為中式漢餅內餡開發養生中秋狀元餅計畫
2018 年金門高粱牛肉乾品質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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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賴盈璋老師

服務單位

食品科學系

專長領域

食品加工、食品生物化學、產品開發、食品專利領域
黑蒜頭機能性佈局(範例)-■金大特產黑蒜頭 讓你精蟲活跳跳 2014/10/06 蘋果日報

本發明技術內容係關於黑蒜頭改善雄性動物精液品質之用途及性功能
障礙的保健食品，已獲准中華民國專利公告第 I615147 號「黑蒜頭改
善雄性動物精液品質之用途及性功能障礙的保健食品」
。
研究成果

■中華民國專利公告第 I593352 號「一種具有抗氧化/消除自由基能力
之黑蒜頭發酵乳及其製造方法」

2014/12/05 金大新品黑蒜頭身價漲 -中國時報
2014/12/06 黑蒜頭發酵乳 金大研發成功-中央社
金大再推新品 黑蒜頭優酪乳問世-蘋果日報
金大研究發現黑蒜頭發酵乳抗氧化能力超好-金門日報
有創意 金大研發黑蒜頭發效乳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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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蘇東青 老師

服務單位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遙感探測、環境監測、影像處理、類神經網路

研究成果

 無人機於小型水庫水質監測研究
金門水庫水質不佳問題由來已久，傳統水庫水質監測主要問題為
現地採樣受限於成本，採樣點位少且無法全面了解水庫水質分佈
狀況。加上金門相較於臺灣之地理空間尺度小，水庫水質對於環
境及人為活動影響敏感度較高，以傳統衛星遙測技術無論於空間
或時間解析上，均無法滿足小型水庫水質變異監測之要求。該項
研究提出利用無人機搭載多光譜影像以及 matching pixel by pixel
(MPP)演算法，搜尋現地採樣水質參數與影像光譜反射值間最佳
確定係數，利用建立之回歸模式進行小型水庫水質測圖。研究成
果說明如下:
(1) 無人機遙測所具備高空間解析能力有效針對小型水庫(面積約
為 10 幾公頃)進行水質測圖，相較於傳統點採樣方式更豐富
呈現水庫整體水質資訊。
(2) 所 測 得 水 質 主 題 圖 與 現 地 採 樣 檢 測 值 比 較 ， 除 濁 度 外 ，
chlorophyll-a 以及 Secchi disk depth 兩項水質參數均符合環保
署規定之檢測誤差範圍。
(3) 所提方法可應用至香港、澳門、新加坡等與金門地區地理空
間尺度相當之水庫水質測圖，目前中國浙江省青山湖已利用
本研 究 方法 進 行水 質測 圖 試驗 ， 並發 表論 文 於 Ecological
Informatics 國際期刊。
發表文獻:
Tung-Ching Su (2017, Feb). A study of a matching pixel by pixel
(MPP) algorithm to establish an empirical model of water quality
mapping, as based o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ima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 and
Geoinformation, 58, 213-224. (SCI, 8/30, REMOTE SENSING).
MOST 103-2621-M-507-001.
Tung-Ching Su* and Hung-Ta Chou, 2015. Application of
multispectral sensors carried o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to
trophic state mapping of small reservoirs: A case study of Tain-Pu
Reservoir in Kinmen, Taiwan, Remote Sensing, Vol. 7, No. 8, pp.
10078-10097.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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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林世強

服務單位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社會網絡、生態工程

研究成果

社會網絡
利用現地問卷調查方式嘗試建立各級工程人員之指揮管理網絡、
工程技術諮詢網絡、人際社群網絡，三類網絡與工程品管之組織
網絡相對照，可發掘現有工地管理的問題，結果可用以改造現有
之營建管理模式，使之更貼近實際之管理網絡，融入人性因素於
營建管理中。

營建工地之社會網絡
生態工程
本研究以一年的時間調查並探討電力高架設施對鳥類之影響，於
臺中火力發電廠鄰近區域與彰濱沿岸調查鐵塔與風力發電機等二
項設施對鳥類之影響，觀測鳥類飛經鐵塔、纜索與風力發電機之
情形並撿拾設施下方鳥類屍體，由鳥類物種與數量、撞擊頻率、
鐵塔方位、鄰近地景等因素，探討此類高架設施對何種鳥類最具
危害性，由資料綜合推估全臺鐵塔與風力機組鳥類撞擊致死之數
量以及對高架設施敏感鳥類族群之衝擊。

風力發電機鳥擊分佈圖

15

教師姓名

趙于翔

服務單位

資訊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計算式智慧、嵌入式系統、穿戴式裝置、物聯網應用
■以物聯網為基礎之登山團隊管理裝置
近年來登山健行意識崛起，也發生很多起由於逞強、路況不熟所
發生的憾事。本論文設計一套以物聯網為基礎之登山團隊管理裝
置，這是一套一對多的登山管理裝置。所以使用物聯網跟穿戴式
的特性，讓登山響導可以即時的獲取隊員資訊，也能使用雲端下
達指令。

研究成果

■以物聯網為基礎之體適能訓練管理裝置
隨著穿戴裝置的流行與物聯網的興起，結合物聯網功能的穿戴裝
置開發以及運用越來越廣泛，坊間雖有許多穿戴裝置，如心律手
環與智慧型手錶等裝置可偵測個人的生理狀態，但是缺乏對於人
體在運動狀態中的判斷及評估，因此我們提出一套以物聯網為基
礎之體適能訓練管理裝置，其目的主要是藉由感測器及雲端監控
平臺輔助受測者實施體適能訓練時的自主管理與風險管控，再進
而推展到訓練時藉由教練或管理者採一對多的方式實施訓練管理
及遠端監控，其中裝置的感測資訊包含了危險係數、體溫、心跳
率及血氧，我們透過模糊理論的演算，即時的顯示目前受測者的
體能指標，我們希望透過此裝置的提出，能即時反映受測者在實
施體適能運動時對於訓練的強度及危險的警示，並達到安全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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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心肺復甦術教學輔具
心肺復甦術是一種救助心搏驟停病患的急救措施，在緊急事故發
生的第一時間，能獲得適當的急救處置，能有效地提升存活率，
我們提出一套互動式的心肺復甦術教學輔具，其主要概念是以互
動式 CPR 教學為主軸，透過 CPR 人體模型操作平臺、CPR 互動
式教學軟體以及使用者三方的互動來達到有效學習 CPR 之目的，
系統介面上會顯示使用者正於第幾個步驟、按壓和吹氣的次數資
訊，透過介面上的影片、文字解說、即時回饋使用者的操作資
訊，藉此達到即便無人在旁邊教導，仍可以自我學習 CPR，我們
希望藉由此教學輔具的提出，能夠有效提升全民普及率，達到全
民學習 CPR 之目的。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發明第 I564851 號，互動式心肺復甦術教學
輔具裝置及方法，2017/1/1~2035/11/22。
■互動式拍貼機系統
互動式拍貼機用途可達婚禮宴會及各階層活動場合，若在觀光旅
遊景點設置此設備不僅可為來訪旅客留下美好回憶，更可藉由即
時上傳功能將美麗的景點迅速傳至世界每個角落，對於推廣觀光
旅遊有著極大的幫助及效益，更能瞬間提高在地曝光度與知名
度，也為商家、企業在產品推出時提供不同的行銷模式，亦是各
項活動聚集人氣的最佳利器。我們提出一套基於多人為基礎之人
臉美化演算法，能有效的改善影像中人臉皮膚上皺紋、暗沉和其
17

他皮膚問題。

[1]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發明第 I487365 號，製作客製化拍貼之
方法及使用該方法之客製化數位互動式拍貼系統，
2015/6/1~2031/4/25。
[2]
新型第 M434274 號，多媒體影音客製化數位互動式拍貼
機，2012/7/21~2022/3/12。
■自動化證件照拍攝系統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數位照相技術的發展，數位影像技術搭配自動
化快照機取代了傳統的照相館拍攝證件照方式，並提供了人們更
有效率的使用時間，我們提出自動化證件照拍攝演算法，自動的
偵測人臉並找出符合證件照比率範圍，我們希望所提出的演算法
能有效的降低使用者在拍攝時的錯誤率，並能正確且穩定的拍攝
出符合正式規格的證件照。

[1]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發明第 I499986 號，自動擷取證件相片
方法，2015/9/11~2032/8/8。
[2]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新型第 M445704 號，照相自動擷取輸
出或輸出至申請表格之裝置，2013/1/21~20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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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曾逸仁 副教授

服務單位

建築學系/戰地史蹟與閩南建築研究中心

專長領域

建築史與理論、古蹟修復與再利用、木構造非破壞檢測
致力於推廣及保存金門豐富的戰地史蹟及閩南建築文化資產，以
建築學系及校級「戰地史蹟與閩南建築研究中心」之學術資源，
強化文化資產教育、調查研究，培力在地文化遺產保存能量。歷
年持續協助文化部、金門縣政府、金門國家公園、金門防衛指揮
部進行系統性文化資產、軍事遺產保存與活化再利用，開創文化
創意產業及歷史保存之相關領域工作。
一、 重要經歷：
1.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勞務委任主持人

2.

2010-2021 年度，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分區專業服務中心》第六分區、第四分區主持人

研究成果

3.

2016-2020 年《金門縣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主持人

4.

金門縣文化資產審議會委員（2015-迄今）

5.

金門縣頹屋危屋拆除處理作業審查委員（2015-迄今）

6.

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委員（2018-迄今）

7.

金門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2021-迄今）
。

8.

金門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議委員會委員（2021-迄
今）。

9.

金門國家公園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勵補助審查委員（2015-迄
今）

10. 金門國家公園傳統聚落建築審議諮詢會委員（2016-迄今）
11. 金門縣軍方釋出營區活化與運用審議委員會委員（2016-迄
今）
12. 國防部國軍老舊眷村文化保存審議委員（2019-迄今）
13. 苗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委員（2019-迄今）
14. 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董事（2016-迄今）
。
15. 臺灣建築史學會監事（2012-迄今）
二、 近年古蹟歷史建築與文化資產相關調查研究計畫
1.

2008，《金門縣縣定古蹟陳詩吟洋樓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

2.

2009，《金門縣金沙鎮陳清吉與陳德幸洋樓等頹屋修復委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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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與再利用規劃服務》
3.

2012-2015，《金門縣推動世界遺產推廣計畫》

4.

2013，《縣定古蹟許丕簡古厝修復再利用計畫》

5.

2014，《金門縣定古蹟大地吳心泉宅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

6.

2015，《金門洋樓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古崗董允耀、山外陳期
宰洋樓》

7.

2016，《金門縣定古蹟東村呂世宜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8.

2016，《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文化資產維護發展計畫》

9.

2017，《「古蹟管理維護人員教育訓練課程」教材內容檢討修
正委託專業服務案》

10. 2017，《國定古蹟瓊林蔡氏祠堂－坑墘六世宗祠與新倉上二房
十一世宗祠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11. 2018，《海外典藏之冷戰時期金門相關檔案調查研究計畫
12. 2018，《國定古蹟瓊林蔡氏祠堂－六世十世宗祠與藩伯宗祠修
復及再利用計畫》
13. 2018，《金門縣定古蹟古寧頭北山古洋樓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14. 2019，《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管理維護手冊內容檢討修
正委託專業服務案》
15. 2020，《金門縣定古蹟黃卓彬洋樓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16. 2020，《縣定古蹟黃厝洪氏古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17. 2020，《縣定古蹟金門雙乳山坑道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三、 科技部、教育部與文化部計畫
1.

曾逸仁，2010/8/1~2011/10/31，
《島嶼特殊災害類型與規模之
研究－災害對島嶼文化資產之衝擊》，國科會計畫：NSC 992221-E-507-003。

2.

吳宗江、曾逸仁，2011/8/1~2012/12/31，《金門風獅爺辟邪文
化之典藏與展示》
，國科會計畫：NSC 100-2631-H-507-001。

3.

曾逸仁、陳逸杰，2013/8/1~2014/07/31，《小型島嶼脆弱度分
析與永續規劃研究-文化資產課題（I）
》，國科會計畫：NSC
102-2621-M-507-003。

4.

曾逸仁、陳逸杰，2014/8/1~2015/07/31，《小型島嶼脆弱度分
析與永續規劃研究-文化資產課題（II）》
，科技部計畫：
MOST 103-2621-M-507 -004。

5.

陳逸杰、曾逸仁，2014/8/1~2015/07/31，《廈門地區近代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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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過程中的歷史主義現象─一個歷史詮釋的考察》
，科技部
計畫：MOST 103-2410-H-507 -007。
6.

曾逸仁、陳逸杰，2015/8/1~2016/07/31，《金門傳統建築打石
匠藝及其變遷之研究》
，科技部計畫：MOST 104-2410-H-507009。

7.

蘇東青、曾逸仁，2021，《以深度學習方法識別門神甲冑紋理
風格之研究》，科技部計畫：MOST 108-2410-H-507 -013 MY2。

8.

曾逸仁，2012，《島嶼文化創意與數位設計特色課程發展計
畫》，教育部計畫，國立金門大學承辦。

9.

曾逸仁，2013，《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
畫－創意設計與實務能力提升計畫》，教育部計畫，國立金門
大學承辦。

10. 曾逸仁，2014，《教學增能計畫－創意設計與實務能力提升計
畫》，教育部計畫，國立金門大學承辦。
11. 曾逸仁（子計畫主持）
，2016，
《文化遺產保存及經營利用研
究—特色大學計畫》。教育部補助，國立金門大學承辦。
12. 曾逸仁，2018，《傳統聚落維護策略之研究—以金門頹屋整理
為例》，科技部計畫：MOST 106-2410-H-507-011。
13. 曾逸仁，2019，《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學院計畫—踏溯浯島金門文化遺產知識建構》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計畫，國立金門
大學承辦。
14. 曾逸仁，2020，《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學院計畫—踏溯浯島金門文化遺產知識建構》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計畫，國立金門
大學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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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劉華嶽老師

服務單位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專長領域

低碳建築設計、景觀地景規劃、再生能源結合建築應用

研究成果

實務層面：
擔任金門縣環境景觀總顧問長達十年以上，輔導規劃團隊建置地
方各項硬體建設，特別是
配合鄉親需求之地景公園
之改造-城鎮之心「金門
後浦魅力城市營造」；另
一重心則為閒置營區再利
用，積極規劃部份營區轉
型為虛擬電廠，開啟金門
低碳島分散式電力能源策
略。
研究層面：
持續科技部專題研究如：閒置營區導入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發展零
碳校園規劃設計可行性評估研究 -以金門大學中山林校區為例
(2019)、軍事設施閒置空間再利用之研究─以金門吳村二營區為例
(2018)；地方產學合作則有：金門低碳島節能與分散式能源發展
策略研究(2020)。
學術層面：
持續國際期刊發表相關研究論文及專書：
1. Study on engineering and thermal properties of environmentfriendly lightweight brick made from Kinmen oyster shells &
sorghum waste,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Volume 246,
118367. (2020, SCI, IF 4.419, Q1).
2. Sustainable Reuse of Military Facilities with a Carbon Inventory:
Kinmen, Taiwan, Sustainability, 11(6), 1810. (2019, SSCI, IF
2.592, Q2)
3. Building a dwelling that remains carbon-neutral over its lifetime –
A case study in Kinmen, Taiwa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ume 208, DOI: 10.1016/j.jclepro.2018.10.101. (2018, SCI, IF
5.621, Q1)
4. Building a low-cost domestic wastewater reclamation system using
local agricultural waste in Kinmen islands, Taiwan. 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 15(4), 809–819. (2017, SCI, IF 1.379, Q2)
5. 從低碳建築走向零碳住宅-LowToNo 以金門獨棟民宅為例,from
low carbon building to no carbon house - use of a single-family
house in Kinmen as an example, angle press, Taiwan, ISBN 978957-43-4278-5. (2017,科技部贊助專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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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劉名峰老師

服務單位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與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合
聘)副教授

專長領域

僑鄉(金門)研究、海外華人研究、博物館研究、情感社會學、民
主轉型及認同研究、

近來關心的主題，在於了解當下國際社會的重大變遷中，海外華
人對於臺灣的印象及其轉變以及東南亞華人博物館與臺灣博物館
的合作
研究成果

1. 近年來的科技部專題研究案，以東南亞華人之社團組織作為研
究的重點，以及東南亞華人的臺灣印象研究。
2. 近年以承作文化部、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金門文
化園區等文化事業相關之產學案為主，工作的重點在於博物館
數位發展、典藏及從業人員之訓練。
3. 擔任全英文之《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海外
華 人 研 究 ) 》 主 編 三 年 (2019-2021) ， 該 刊 並 於 2020 年 獲 得
ERIH plus 與 SCOPUS 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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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蔡宗憲

服務單位

觀光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需求預測、票價管理、主題遊程、觀光與運輸

研究成果

技術摘要
傳統上對於服務使用量之預測常使用傳統時間序列模式切入進行
建模，惟其預測精準度會受到預測期之長短而出現顯著影響。本
技術則直接採用預售資料並觀察其特性來進行模式構建。藉由案
例式推理方法的原理開發出一套新型態的預測模式，並發展出各
種可能結構之組合，能對訂位預售之預測績效能有顯著改善，尤
其是當預測時間點仍離服務使用日尚有一段時間的情境下。此技
術的另一個優點在於同一類模式原型下同時變化出多種不同運算
版本的彈性，可用以配適不同資料特性。
The concept of time series modeling is usually applied to forecast
service volumes; however, predictive accuracy i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the length of the forecast horizon. The proposed technique
directly utilizes reservation data and develops different versions based
on data characteristics. The principle of case-based reasoning is applied
to formulate data and address various potential combinations aiming at
the improvement of predictive performance, especially when the time
of forecasting is still away from the service day. Another advantage of
the technique is its flexibility to evolve various versions based on a
particular model prototype in order to appropriately fit data features.
關鍵字: 需求預測、預售資料、預先訂位模式、營收管理
Keywords: Demand forecasting, Reservation data, Advanced booking
model, Revenue management
用量(左)、預售量(右)資料圖
Arrivals

Reservations

Historical arrivals

Arrival pro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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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計算過程
產生n個隨機母體，每個
母體有m個染色體，分別
含m個模式參數。

帶入預測流程之相似性衡
量模組、樣本選取模組、
預測值產生模組

完成學習模組之工作並產
生新母體

透過隨機機制進行突變與
否，採用單點突變機制

進行菁英選擇機制，包留
最優k個母體並用輪轉法
產生其他n-k個母體

透過隨機機制決定交配與
與否，採用單點交配機制

計算MSE為基礎之配適函
數數值

檢查是否達到學習停止條
件，包含參數值皆無變動
或預測誤差小於預設值

否

是
停止學習並產出最終參數
估計值進行後續預測工作

26

教師姓名

江育民

服務單位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機器視覺、精實生產

研究成果

 產學合作
1. 智動化生產人才培育計畫 (主持人)，經濟部工業局人才扎根分
項計畫，2016/1~2016/12。
2. 陶瓷細部生產製程自動化技術開發與精進 (主持人)，2016 年度
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2016/5~2016/10。
3. 智慧車輛管理人才培育計畫(主持人)，經濟部工業局人才扎根分
項計畫，2017/1~2017/12。
4. 手工麵線產量提升計畫(主持人)，2017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
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2017/5~2017/10。
5. 扣件產業精實智慧化生產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經濟部工業局
人才扎根分項計畫，2018/1~2018/12。
6. 無人載具智能應用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經濟部工業局人才扎
根分項計畫，2019/1~2019/12。
7. 金屬機電產業精實研發產學合作計畫 (主持人)，經濟部工業局
人才扎根分項計畫，109/1~109/12。
8. 工業 4.0 下之工作研究與改善評估計畫(共同主持人)，金門酒廠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9/11~109/10。
 研究成果
軟包鋰電池表面瑕疵檢測
本研究應用深度學習網路於軟包鋰電池表面瑕疵偵測，利用
自行架設之機器視覺系統進行取像，其後以 VGG Image Annotator
(VIA)進行瑕疵標註，再訓練一 Mask R-CNN 模型，完成瑕疵偵測
與分割。經實驗驗證，僅以少數軟包鋰電池樣本進行訓練，可檢
出凹點、皺褶、刮傷、壓傷四種瑕疵並完成瑕疵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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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深度學習於電子組裝插件即時檢測應用：
本研究導入深度學習之卷積神經網路，利用 YOLO 架構來快
速偵測出主機板上之插件。針對電容元件進行檢測，可快速完成
大小 300mm*300mm 的 PCB 板所有電容元件之偵測，進一步可再
與機器手臂結合，可協助降低 PCB 組裝廠的人力需求。

應用深度學習開發桌球撿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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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吳佳駿

服務單位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資訊安全、資訊隱藏、數位浮水印、機密影像分享、機器學習、
人工智慧、APP 程式設計
 產學研究合作
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3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
懷計畫專案輔導計畫」-「金門離島中小企業觀光價值鏈創新
服務」整合計畫，共同主持人。（執行期間自 2013/05/01～
2013/10/31 止）

2.

金門縣政府「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作畫」（地方型 SBIR）
- 「智慧型計程車行動派遣暨觀光導覽加值服務計畫」產學計
畫案，計畫主持人。（執行期間自 2013/09/01～2014/05/31
止）

3. 教育部 2016 年年度補助款─「建構全校性虛擬雲端運算與資
訊安全系統升級計畫」，共同主持人。（執行期間自
2016/12/01～2017/08/31 止）
4. 教育部 2016 年年度補助款─子計畫 11「自造者空間基礎建構
計畫」，計畫主持人。（執行期間自 2016/12/01～2017/08/31
止）
研究成果

5. 2014 年度改名國立金門大學卓越計畫-「創新 3D 列印實驗室
建 置 計 畫 」 ， 計 畫 主 持 人 。 （ 執 行 期 間 自 2014/10/01 ～
2014/12/31 止）
6. 教育部 2016 年度特色大學試辦計畫，核心計畫：金大 HERO
養成計畫─子計畫 1.5「創意創業團隊」，計畫主持人。（執
行期間自 2016/01/01～2016/12/31 止）
7. 教育部 2017 年度特色大學試辦計畫，核心計畫：金大 HERO
養成計畫─子計畫 1.3「創意創業團隊及創客空間」，計畫主
持人。（執行期間自 2017/01/01～2017/10/31 止）
8. 科技部 2016 年度「智慧型低碳建築創新課程研發計畫(金門農
工)-子計畫三：課程研發與成效評估研究(1/3)」專題研究計畫
(人才培育補助計畫)，共同主持人。（執行期間自 2016/11/01
～2017/09/30 止）
9. 科技部 2017 年度「智慧型低碳建築創新課程研發計畫(金門農
工)-子計畫三：課程研發與成效評估研究(2/3)」專題研究計畫
(人才培育補助計畫)，共同主持人。（執行期間自 2017/10/01
～2018/08/31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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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科技部 2018 年度「智慧型低碳建築創新課程研發計畫(金門農
工)-子計畫三：課程研發與成效評估研究(3/3)」專題研究計畫
(人才培育補助計畫)，共同主持人。（執行期間自 2018/09/01
～2019/07/31 止）
11. 科技部 2018 年度「科普活動：生活中的科學－科普活動推廣
（主題三）」專題研究計畫(大眾科學教育計畫)，共同主持
人。（執行期間自 2018/09/01～2019/08/31 止）
12. 科技部 2019 年度「科普活動：金門縣全民科學嘉年華（主題
三）(大眾科學教育計畫)，共同主持人。（執行期間自
2019/09/01～2020/08/31 止）
13. 科技部 2015 年度「關聯式資料庫數位浮水印技術之研究」專
題 研 究 計 畫 ， 計 畫 主 持 人 。 （ 執 行 期 間 自 2015/10/01 ～
2017/07/28 止）
14. 科技部 2018 年度「壓縮影像資訊隱藏技術之研究」專題研究
計畫，計畫主持人。（執行期間自 2018/08/01～2021/07/31
止）
 專利發明
1、 中華民國專利：改良式容置瓶 (新型第M460841號)，專利權
人：國立金門大學、發明人：李金譚、吳佳駿、李依樺、鄭
怡婷、于傳弘、張舜傳，專利權自2013年09月01日～2023年
05月15日止
2、 中華民國專利：吊扇裝置 (新型第M472759號)，專利權人：國
立金門大學、發明人：李金譚、王建鈞、吳佳駿、翁克偉、
陳正德，專利權自2014年02月21日～2023年08月25日
3、 中華民國專利：改良棘輪 (新型第M526015號)，專利權人：國
立金門大學、發明人：傅承運、吳佳駿、呂立鑫、李金譚、
翁克偉，專利權自2016年07月21日～2025年10月31日
4、 中華民國專利：光摩斯門禁系統與其光摩斯接收/譯碼裝置 (新
型第M549253號)，專利權人：國立金門大學、發明人：李金
譚、沈統鈞、蘇柏睿、吳佳駿、許宗賢、李文德、翁克偉，
專利權自2017年09月21日～2027年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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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成果
（一）、關聯式資料庫數位浮水印技術：
(a) 國內外相關研究領域發展現況：
自從 1981 年第一套關連式資料庫的產品發行，對於私人企
業、公家機關而言，它已變成儲存重要資料的軟體系統。為了保
護它裡面的資料，許多學者已盡力而為。但是這樣足夠嗎？讓我
們考慮以下的兩種安全議題：首先，一個合法的使用者存取資料
庫，並且偷取裡面的資料賣給第三方。而第三方宣稱這些資料屬
於他時，這時候如何證明關連式資料庫內的資料屬於誰？我們可
以在資料庫內嵌入擁有權資訊(Ownership Information)來證明。再
者，一個資料庫擁有者想要資料探勘服務，所以把資料庫傳送給
Data Mining 公司。在傳送的過程中，該資料庫可能被攻擊者竊取
並竄改。當我們接收一個關連式資料庫時，如何證明裡面的資料
沒有被竄改過呢？利用資料庫的竄改證明 (Tamper Proofing)技術
能夠做到。
(b) 重要創見及表現：
2016 發表刊登於國際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twork
Security 的「A Survey of Data Distortion Watermarking Relational
Databases」中，我們分析關聯式資料庫數位浮水印技術在 Imagebased 領域的最新和重要的研究，並且定義一個新的 Requirement
Analysis Table 用 來 分 析 它 們 。 在 「 An Information Hiding
Technology for Relational Databases」，我們設計了第一個使用關
聯式資料庫的特性去隱藏資訊到關聯式資料庫的資訊隱藏技術。
2018 年 以 「 A Reversible Hiding Technique Using LSB
Matching for Relational Databases」論文主題，設計關聯式資料庫
的可逆資訊隱藏技術，實際結果證明本方法除了具有可逆還原的
特性之外，並維持高的資訊隱藏量，2020 年研究成果獲得排名在
Mathematics, Applied 領域第 9 名之 Informatica 國際重要頂尖 Q1
等級期刊接受並正式刊登。
 Min-Shiang Hwang, Ming-Ru Xie, Chia-Chun Wu (2020, May).
A Reversible Hiding Technique Using LSB Matching for
Relational Databases. Informatica, 31(3), 481–497. (SCIE, 9/261,
Mathematics, Applied). 本 人 為 通 訊 作 者 . DOI: 10.15388/20INFOR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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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卷積神經網路改進軸承故障診斷技術：
(a) 國內外相關研究領域發展現況：
現代工業設備都配備了相當數量的滾動軸承，滾動軸承是機
械傳動設備中極其重要的部件，一旦滾動軸承發生故障，將會嚴
重影響到機械設備穩定高效的運行，甚至威脅到設備的安全以及
使用壽命。滾動軸承的故障診斷可以分為基於模型以及基於訊號
的方法。基於模型的方法，即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建立類似真實
系統的數學模型，通過對比監測系統的實際輸出和數學模型的預
測輸出來判斷軸承故障；基於訊號的方法，即從時域訊號、頻域
訊號以及時頻域分析技術中提取特徵資訊進行故障診斷。滾動軸
承振動訊號時頻分析中常用的方法包括了小波分析、短時傅立葉
轉換（STFT）、經驗模態分解和奇異值分解。
根據研究報告指出 45%～55%的機械故障是由軸承故障的損
壞而引起的，為了保證機械設備可以正常可靠的穩定運行，對機
械設備智慧監測技術的需求從未停止過。傳統的軸承故障診斷需
要具有豐富的機械知識以及較高的專家經驗，設計耗時且不能滿
足軸承故障智慧診斷的要求及保證其通用性。在滾動軸承故障診
斷的機器學習方法中，首先會從收集到的振動訊號中提取故障特
徵，然後將提取的各種類型的故障特徵映射的滾動軸承的不同故
障類型中。滾動軸承故障診斷中常用的機器學習方法主要包括支
持向量機（SVM）、K 近鄰演算法（KNN）、K 均值聚類分析演
算法。由於連續小波轉換克服了傳統傅立葉轉換的缺點，Wang
等人設計了一種基於振動訊號分析的支持向量機分類器；
Georgoulas 等人設計了一種符號聚合近似框架，從方位訊號中提
取所需的故障特徵，使用 K 近鄰演算法進行故障分類。一方面這
些方法的分類精度主要取決於特徵提取步驟，而且對於不同的故
障類型還要重新設計特徵提取器，另一方面這些演算法具有的只
是結構簡單的淺層結構，對於複雜的軸承振動訊號中的一些非線
性關係學習效果不佳。而人工智慧深度學習方法在分析複雜和非
平穩訊號方面有著巨大的優勢。
(b) 重要創見及表現：
我們提出了一種基於改進的 1D-CNN 模型的軸承故障診斷方
法，使用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CWRU）提供的軸承
振動資料集對模型進行了驗證。通過進行一系列的實驗，可以得
出以下結論：（1）我們所提出的方法在單一負載下平均準確率達
到 99.52%，跨不同負載的平均準確也達到 98.26%，均高於現有
文獻中提出的模型，而且直接使用原始軸承振動資料，不對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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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預處理操作，加快了模型的處理速度；（2）與傳統的機器學習
方法相比，本方法在分析複雜和非平穩訊號方面有著顯著的優
勢；（3）與其它深度學習方法相比卷積神經網路採用的 Local
Receptive Fields、權重共用和空間域子採樣，不僅降低了網路的
複雜度，也減少了過擬合的風險，加快了模型的訓練速度；（4）
添加 Dropout 操作不僅有效的提升了改進的 1D-CNN 模型的準確
率，而且使模型具有了較強的泛化能力。
2020 年 12 月研究成果「An Improved of Fault Diagnosis Using
1D-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odel 」 論 文 主 題 ， 亦 獲 得
Electronics 國際知名期刊接受並正式刊登。
 Chih-Cheng Chen, Zhen Liu, Guangsong Yang*, Chia-Chun
Wu*, Qiubo Ye (2021). An Improved Fault Diagnosis Using 1D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odel. Electronics, 2021, 10(1),
59. (SCIE, 125/266,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本人為
通訊作者. doi: 10.3390/electronics10010059
（三）、新型第M526015號「改良棘輪」專利：
本專利為一種防逆轉力量作用的傳動機械裝置，本創作設計
與一般具有棘爪構造的棘輪不一樣，在相等體積及材料情況下，
本創作的棘輪設計具有傳動更高扭力的特性，且結構更精簡，只
有12個零件。應用在需要傳動更強扭力的傳動系統中，對於高功
率且運轉穩定性不佳的動力系統，是本創作應用範圍，在傳輸送
系統中，考量到體積重量及傳輸動力來源不可逆轉問題，亦為本
創作應用範圍。
簡而言之，本創作可應用的地方，為需要一般棘爪棘輪配置
的系統，和一般棘爪棘輪不能應用的高扭力防逆傳動系統。
針對新型第M526015號「改良棘輪」之設計專利延伸成果進
行說明，本人與本系呂立鑫教授共同指導食品系學生傅承運同學
以此特殊棘輪為基礎，透過棘輪固定單一方向轉向轉動馬達，進
行風力發電裝置之設計，在國際發明展及國內中油所辦理的新能
源競賽皆獲得評審高度肯定。其中包括透過此棘輪設計出的「風
向整合電解裝置」作品，參加由教育部技職司、科技部高瞻計畫
辦公室共同指導，由臺灣知識創新學會與高雄第一科大所共同主
辦的「2016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在「發明類社會組」
中榮獲「金牌獎」獎狀及金牌。
1、 「2016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在「發明類社會組」中榮獲
「銀牌獎」銀牌及獎狀。
2、 「2016臺灣中油-新能源創意競賽」，榮獲全國「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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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頒「創意獎」獎盃及獎狀。
3、 「2016 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在「發明類社會
組」中榮獲「金牌獎」金牌及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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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謝秀芳

服務單位

國立金門大學護理學系

專長領域

研究成果

內外科護理學、人生相簿、文化照護能力、臨終照護、護病溝
通、實證照護、統合分析研究、情境模擬教學、OSCE、健康照護
/研究倫理
1. 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主題包括：護理實習指導教師臨床
文化照護教學、人生相簿對促進遺族療癒的成效、人生相簿對
生命末期病人的成效、加護病房的臨終溝通促進介入措施方
案。
2. 獲得教育部研究計畫補助，辦理：學術倫理課程展、形塑健康
促進典範特色發展、樂齡大學、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臺美跨國護理遠距教學合作、護理核心素養培育與健康促進特
色分享、教師赴公民營機構實務研習課程（癌症照護與安寧療
護）、跨領域健康促進學分學程、技專校院辦理最後一哩就業
學程（進階護理能力培訓就業學程計畫）等。
3. 與多家醫院合作，進行產學合作計畫，主題包括：護理師提升
臨床個案報告書寫能力、臨床個案暨專案報告書寫指導計畫
等。
4. 承接金門縣政府、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有限責
任高雄市育成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等計畫，進行照顧服務員培
訓。
5. 承辦外交部與國合會計畫，或擔任專家與顧問，包括：甘比亞
助產專班、史瓦濟蘭孕產婦及幼童保健功能提升計畫、友好國
家醫事人員訓練計畫（甘比亞護理長與助產士代訓）、甘比亞
孕產婦保健功能提升計畫、布吉納法索教育訓練案等。
6. 辦理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補助大專就業學程計畫：護理能力培
訓就業學程。
7. 指導研究生論文研究，主題包括：人生相簿與遺族健康、人生
相簿與安寧緩和療護癌末病人、生命回顧與癌症病人、喪親遺
族悲傷反應、癌症病逝者的成人遺族喪親經驗、加護病房護理
人員照護生命末期病人之障礙及促進因素、臨床護理人員道德
困擾與職業疲勞、術前實地走訪手術室及恢復室、病房養魚輔
助措施、音樂療法與睡眠、音樂療法與手術傷口換藥、音樂治
療與化學治療焦慮、鼻咽癌病人治療方式的比較、手部衛生行
為、住院病人跌倒相關危險因素、多媒體輔助性衛教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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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蘇貞瑛

服務單位

國立金門大學

專長領域

社區衛生護理學、慢性病防治、長期照護
█研究計畫
1. 互動式電子書對樂齡學習中心學員的學習成效研究： 以城
市、鄉村及離島學員為研究對象(科技部 108-2511-H-507-002-)
2. 失智症家庭照顧者之照顧負荷及身體狀況之探討_以離島金門
為例(科技部大專生計畫)
3. 以延伸型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探討衛生教育之接受度及使用成
效--以金門地區民眾使用電子書為例(科技部 107-2635-H-507002-)
4. 遠距健康照護對於糖尿病個案照顧之成效 (科技部大專生計畫
MOST 107-2813-C-507007-H)
5. 社區衛生護理專題導向教學與實習之行動電子書系統建置、應
用與分析(105-2628-S-224-001-MY3)
6. 金門縣領有照顧服務員證書未投入長照工作或離職因素調查計
畫 (金門縣衛生局)

研究成果
█專利
1. 預防失智之智慧互動遊戲模組(M603136)
2. 訓 練 銀 髮 族 智 力 、 記 憶 力 和 手 眼 協 調 能 力 的 遊 戲 結 構
(M516418)
3. 具夾取及照明功能之助行器(M511778)
4. 互動式給藥結構(M503222)
5. 醫療照護系統及其醫療教學裝置(M512182)
6. 具清潔作用的按摩裝置(M50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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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翁瑞宏

服務單位

長期照護學系

專長領域
研究成果

健康與長期照護創新發展、健康與長期照護行銷、健康與長期照
護服務與管理
一、 建構以人為中心之健康與長期照護創新發展模式，提供全
球健康照護領域，在健康與長期照護創新、以病人為中心照
護等研究之重要架構與工具，具體研究成果如下：
(一) 主要研究計畫：
1. 使用跨領域團隊導向學習發展以人為中心長期照護
創新課程，2018-2020 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
2. 以創新理論觀點探討長期照護機構以人為中心照護
之實施現況、影響因素與成效：組織與員工層次的
分析，2016 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
3. 以病人為中心之員工創新模式建構與成效評估，
2014 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
(二) 主要研究成果發表：
1. “The impact of person‐centred care on job productivity,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sational commitment among
employees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20; 29(15-16): 2967-2978. (SSCI)
2. “Developing and testing the patient-centred innovation
questionnaire for hospital nurses.”, Journal of Nursing
Management, 2018; 26(2):227-237. (SSCI)
3.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nurse innovation behavior: A cross-sectional
questionnaire survey”, Journal of Nursing Management,
2015; 23(4): 427-439. (SSCI)
二、 提升健康照護與長期照護領域之顧客服務品質、顧客關
係、顧客體驗。另協助建構健康照護與長期照護領域之新進
專業照護人員訓練制度，探討影響該制度功能的相關因素，
以降低專業照護人員之離職意願，具體研究成果如下：
(一) 主要研究計畫：
1. 創新的員工是好員工？顧客與管理者觀點的整合，
100 度國科會研究計畫(三年期計畫)。
2. 護理人員創新領導理論之建構與實證-關係品質與組
織氣候的角色，99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
3. 病人安全氣候與市場導向氣候的醫療創新效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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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團隊層次的分析，97 至 98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
畫。
4. 顧客知識能力與關係能力對醫院新產品開發績效的
影響，95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
5. 金門縣領有照顧服務員證書未投入長照工作或離職
因素調查計畫，107 年度金門縣衛生局。
6. 以內部行銷探討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對於醫療服務
品質與體驗影響，105 年度臺南市立醫院研究計
畫。
(二) 主要研究成果發表：
1. “Can nurse innovation improve customer perception of
service quality and experi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16; 25(13-14): 1950-1961. (SSCI )
2.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mentoring
functions”,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16; 25(1516): 2144-2155. (SSCI )
3. “Exploring 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s' Health
Outcomes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One Year
Follow-up Using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14; 23(9): 2613-2627. (SSCI)
4. ”探討新進護理人員職場導師制度之負面經驗”，中
山管理評論，2018；26(2)：211-238。 (TSSCI)
5. ” 探討醫院創新護理人員的工作表現：以區域醫院
護理人員、主管與顧客之多元觀點為例”， 臺灣公
共衛生雜誌，2014；33(5)： 497-512。(TSSCI)
6. 不同醫療服務體驗對醫病關係的影，組織與管理，
2012；5(1)：43-78。(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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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謝嫣娉

服務單位

國立金門大學長期照護學系

專長領域

長期照護/老人住宅/口腔保健

研究成果

1. Ching-Chu Liao, Shao-Huan Lan, Yea-Yin Yend, Yen-Ping Hsiehe
& Shou-Jen Lana (2020, Jul). Aromatherapy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pain during first stage labour in nulliparous wom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Jouran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https://doi.org/10.1080/01443615.2019.1673707.
2. Li-Chin Lu, Shao-Huan Lan, Yen-Ping Hsieh, Long-Yau Lin, JongChen Chen, Shou-Jen Lan (2020, May). Massage therapy for weight
gain in preterm neonat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Clinical
Practice, Volume 39, May 2020, 101168.
3. Shu-Ya Yang, Shou-Jen Lan, Yea-Yin Yen, Yen-Ping Hsieh,PeiTseng Kung,Shao-Huan Lan (2020, Jan). Effects of Exercise on
Sleep Quality in Pregnant Wom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sian Nursing Research,
14(2020)1-10.
4. Yao-Ming, Cheng, Shao-Huan, Lan, Shou-Jen Lan , Yen-Ping
Hsieh (2020, Jan). A cross-sectional assessment of or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institutionalized older people. . (SCI).
5. Chiao-Lee Chu , Yu-Hua Chu, Chih-Yuan Lin, Yen-Ping Hsieh,
Ching-Sung Ho, Yung-Yu Su and Chia-Nien Liu (2019, Aug).
Inequality in outpati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during the 2007–2008 financial crisis: findings from Taiwan.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19) 19:621.
6. Chih-Yen Chang, Yen-Ping Hsieh, Shou-Jen Lan & Ching-Sung Ho
(2019, Aug). SHS exposure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
7. Gien Kuo Lee; Yen Ping Hsieh; Shang Wei Hsu; Shou‐Jen
Lan;Kshitij Soni (2019, Aug). Value of ST‐segment change in lead
aVR in diagnosing left main disease in Non‐ST‐elevati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A
meta‐analysis.
ANNALS
OF
NONINVASIVE ELECTROCARDIOLOGY. (SCI, 117/136
(Cardiac & Cardiovascular Systems)).
8. Yao-Ming Cheng, Shao-Huan Lan, Yen-Ping Hsieh, Shou-Jen Lan,
Shang-Wei Hsu (2019, May). Evaluate five different diagnostic tests
for dry mouth assessment in geriatric residents in long-term
institutions in Taiwan. BMC Oral Health. (Accepted). (SCI).
參加 201911th IAGG Asia/Oceania Regional Congress 2019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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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洪春復

服務單位

國立金門大學長期照護學系

專長領域

銀髮族照護、老人福利、銀髮族健康

研究成果

1. 金門縣高粱暨小麥生產區生態系功能之經濟價值評估
2. 遊客進行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生態旅遊偏好及經濟價值之評估
3. 金門縣民眾對於設立老人住宅計畫之偏好及願付價值評估
4. 金門縣銀髮族參與健康促進活動方案偏好選擇及經濟價值評估
5. 金門地區民眾參與失智症預防計畫經濟價值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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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張李淑女

服務單位

金門大學 長期照護學系

專長領域

長期照護、護理學

研究成果

張李淑女老師於長照實務領域及老人醫學有長期的參與，近
年之研究核心為長期照護相關議題，研究方向主要為長期照護實
務現況與照護結果、臨終照護及高齡友善環境指標的建立等主題;
目前已有多篇關於長期照護與高齡友善指標的研究結果發表於國
內外期刊，與各類研討會。除此之外，因深感我國長期照護實務
人才培育的重要性，積極整理上課教材，將其集結出書，目前已
參與完成三本與長期照護及健康照顧相關書籍的編撰，同時向勞
動部申請產學合作經費辦理長期照護實務人才就業學程，連結實
務場域積極培養長照實務人才。
張李老師除教學研究外，並積極參與長期照護產業發展政策
與實務發展，如衛生福利部護理之家評鑑、長期照護機構評鑑、
長期照護管理中心人員訓練考評、衛生局護理機構業務督導考
核、長照保險政策討論、照顧服務基礎人力的培養與素質提升推
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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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葉肅科老師

服務單位

社會工作學系

專長領域

新住民、跨國移民、老人福利服務

研究成果

■中國大陸配偶在臺生活權益與設籍之關聯性
根據瞭解，部分中國大陸配偶選擇在臺長期居留而不申請定
居有其考量的原因或理由，而此類的中國大陸配偶約有 4,000
人。為了瞭解前揭中國大陸配偶選擇不在臺定居之原因與目前兩
岸婚姻政策或相關措施是否具有關聯性，而政府又應如何因應與
調整，陸委會乃委託相關學者進行研究並提出政策建議。本研究
的抽樣方式係採取分層隨機抽樣法，亦即從選擇在臺長期居留而
不申請定居的在臺大陸配偶 4,000 多人中之問卷調查母體來源抽
取樣本單位約 200 人，北區、中區、南區與離島偏鄉地區各 50
人。深度訪談的大陸配偶受訪者 40 人，四個地區各 10 人。
大陸配偶深度訪談結果發現：首先，符合定居條件但尚未申
請在臺定居的原因多元，但多數受訪者是以自身的實質需求滿足
與經濟利益做為主要考量。其次，陸配本身的質變促使他們對國
籍的選擇做出更工具性的選擇。第三，陸配臺籍丈夫的工作地
點，也是實質影響她們在臺設籍的要因。第四，家庭幸福、婚姻
美滿與否是陸配選擇設籍的重要指標。
從兩次赴廈門市舉辦座談會與參訪活動中，透過田野訪談資
料分析發現，中國大陸配偶已符合定居條件但尚未申請在臺定居
與設籍的可能原因包括：(一)大陸配偶在臺生活的經濟誘因降
低；(二)大陸經濟發展的日益崛起；(三)大陸福利措施(特別是財
產繼承權)之影響；(四)大陸學歷不被採認和在臺灣的就業問題；
(五)隨夫在大陸工作與居住的需求；(六)中國大陸配偶組成本身的
質變；(七)中國大陸社會保險制度建置之衝擊；(八)受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中歧視性規定之影響；(九)受到不同年齡層與生命歷程可
能選擇之影響；(十)對臺 31 項措施與臺胞居住證會有間接的影
響。
在政策建議事項上，本研究的「立即可行建議」包括：(一)
陸配申領身分證的時間能與外籍配偶一致；(二)多宣導新住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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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促進友善環境之建立；(三)陸配家庭或夫家親人應上些人際
關係與婚姻家庭的課程；(四)增進陸配的工作機會、職業訓練與
媒合；(五)政策上應增加包容性並協助在臺家人對陸配之瞭解。
「中長期建議」則包括：(一)放寬未領有身分證者之福利領取資
格權；(二)改善陸配的財產繼承權與置產問題；(三)新住民的資源
分配政策應力求陸配與外配的公平性；(四)兩岸有必要就婚姻家
庭等社會議題商簽協議；(五)臺灣健保制度較完善，有利陸配設
籍之考量。
關鍵詞：中國大陸配偶、生活權益、在臺設籍、社會保險、政策
建議
■金門縣 2019 年度老人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委託研究案
1993 年 8 月，臺灣老年人口達到 149 萬人，超過總人口的
7%，邁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所稱的之「高齡化社會」
(ageing society)。2018 年 4 月，臺灣老年人口已超過 14%，正式
邁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預計
2026 年我國老年人口更可能超過 20%，將邁入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從內政部戶政司的相關統計資料顯示：金門縣的高
齡化程度較其他縣市嚴重。為因應與瞭解社會大眾的福利服務需
求，本研究藉由問卷調查與專家焦點座談之資料蒐集方式探討金
門縣老人生活狀況及其需求。其目的主要包含：一、瞭解金門縣
老人的生活狀況、福利服務需求及福利使用情形。二、調查金門
縣老人目前老人福利使用情形與滿意程度。三、藉由研究發現結
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金門縣政府未來規劃老人福利業務內
容、政策制定與策略執行之參考依據。
本研究的重要發現包括：金門老人並非完全無憂鬱狀況，但
多半屬於快樂的、樂活銀髮族；照 顧 服 務 是 以 家 庭 照 顧 為 主 且
有性別差異；自覺健康狀態「還算好」，主要照顧者以「配偶或
同居人」為最多；公車系統與車船服務需改進之處有城鄉差異；
除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以房養老)外，有五至六成老人未來
會想使用縣府老人福利措施；有九成老人使用政府辦理之老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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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措施覺得滿意；老人參與的主要與次要社會活動均以與朋友聚
會聊天最高；老人平常休閒活動以看電視最高，其次為與親友聚
會聊天；社會支持的主要來源為「子女」，主要類型屬「情感性
支持」；照顧服務類型趨向傳統家庭照顧觀念；老人的最大期待
是身體健康生活，最擔心也是健康問題。
依本次調查量化研究與專家焦點座談質性研究之綜合整理，
本研究提出底下的政策建議：優先建構完善老人照顧服務體系以
滿足老人不同需求；倡導活躍老化、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營造
友善老人安居環境與打造便利公車系統；強化高齡者的社會參與
和休閒活動之滿意度；政府政策應鼓勵更多樂活銀髮族投入志願
服務；鼓勵銀髮產業的跨世代參與並達到社會融合之目的。
關鍵詞：老人生活狀況、老人需求、老人福利服務、在地老
化、以房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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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楊志誠

服務單位

社會工作學系

專長領域

教育、心理學

研究成果

1.

有臺灣(國小、大學)與美國(密西根州幼稚園至高中)兩地的教
師證，並曾於臺灣(國小、大學)、美國(國小)、瑞士(中文學
校)三地擔任教職。

2.

研究領域為認知心理學 (臉孔辨識)，有多篇論文發表於
SCI/SSCI/TSSC 心理學學術期刊。

3.

曾發現一個新的視覺錯覺並命名為 Yang's Iris Illusion。
Yang, J. &Schwaninger, A. (2011). Yang's Iris Illusion: External
contour causes length-assimilation illusions. 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53(1), 15-29.

4.

研究興趣多元，除臉孔辨識外，目前研究興趣為人類行走時
路徑選擇的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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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何振宇

服務單位

社會工作學系

專長領域

家事調解、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自殺防治

研究成果

實務參與：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國際生命線臺灣
總會理事、臺中苗栗及金門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委員等
論文與期刊發表：
一、論文
1. 何振宇（1997）。青少年福利服務義務工作人員對專業倫理的認
知、困擾、及其因應之研究—以「幼獅育樂營」義務張老師為
例。臺中：東海大學社工系碩士論文。
2. 何振宇（2018）。臺灣社會工作人員參與司法家事調解的職能之
研究。臺中市：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博士論文。（2020 年臺灣
社會工作相關學門博碩士論文獎第一名）
二、期刊
1. 金俊佑、何振宇(2005)。 檢視支持青少年正向發展的力量-以臺
中市中輟生追蹤輔導方案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12，63-71。
2. 黃韻如、何振宇(2007) 。教育服務役男執行中輟輔導工作的經
驗 及 反 思 - 以 臺 北 縣 為 例 。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期 刊 ， 11 ， 155176。
3. 何振宇（2011）。天平下的「相對公平」：法院之家事調解服務
的社會工作處遇初探—以「任務中心」模式為例。社區發展季
刊，137，175-187。
4. 何振宇（2018）。社會工作人員參與家事調解的常見議題與應用
工具箱之探討。靜宜人文社會學報，12（1），205-242。
5. 何振宇（2020）。婦保案件的家事調解技術-社會工作人員的觀
點。社區發展季刊，171。311-323。
三、研討會與專案報告
1. 梁鳳玲、何振宇、黃韻如（2003）。入口閘道還是交流道？--實
習與社會工作教育的對話。
「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現況與展望」
學術研討會。臺北：實踐大學。
2. 黃韻如、何振宇、黃健智（2003）。教育服務役於中輟輔導工作
中的經驗與反思—以臺北縣為例。臺北：臺北縣教育局。
3. 何振宇編著（2004）。臺中縣私立曉明老人長期照護中心申請補
助計畫書。臺中：天主教聖母聖心修女會。
4. 何振宇（2008）。社會福利委託服務網路治理之初探。「如何建
立福利服務輸送之有效管理機制」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臺
中：朝陽科技大學。
5. Chen, Y. C., Yang, W. M., Ho, C. Y., Chung, C. Y., & Che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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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15). The Transition and Challenge of Suicide Prevention on
Taiwan Lifeline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 (IASP) 28TH World Congress, Montreal, Canada, oral
present.
6. Chen, Y. C., Lee, C. H., Ho, C. Y., ChungC. Y., Chang C. Y., &
Huang, Y. S.(2015).The Suicide Prevention Mode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Life Line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 (IASP) 28TH World Congress,
Montreal, Canada, poster.
7. Chen, Y. C., Lee, C. H., Ho, C.Y., Yu, M. C., & Huang, M.
W.(2017).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Suicide Prevention Hotline in
Taiwan: From an Individual to a Family and From a Community to
a Nation, Taking Taiwan Lifeline as 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 (IASP) 29th World Congress,
Kuching, Malaysia, poster.
8. Ho, C. Y.(2019). Building the Bridge of Crsis Prevention: A
Tendency Analysis of Suicide Prevention Function of Taiwan
Lifel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 (IASP)
30TH World Congress, Derry, British, oral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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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學及研究領域介紹
本部分向僑臺商們介紹金門大學近幾年選出的特聘教授，這些學者在校內外的
產學合作耕耘都累積了許多良好的績效，僑臺商們可以從這些教授的各類產學
及研究事蹟中，更進一步了解金門大學於產學與研究推動的成果。若需要與這
些學者聯繫，也隨時歡迎與金門大學聯絡。
學院/系所

姓名/職稱





管理學院/觀光管理學系



陳建民/校長







通識教育中心


陳奇中/行政副校長




事蹟
連續六年榮獲行政院科技部特
殊優秀人才獎勵。
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及格。
專長觀光發展與規劃、觀光區
域研究、兩岸關係。
國內外數十件期刊審查委員。
2002-2020 共計主持 23 件各項
產學合作、科技部研究計劃及
技術報告。
1998-2020 年共發表 66 件專書
及期刊論文。
其 他 榮 譽 事 蹟 請 至 ：
https://reurl.cc/e9xpRQ
曾為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
分校客座教授、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MIT)訪問學者。
專長製程設計、程序最適化與
控制、職業安全與衛生，控制
與人生、工程倫理、科學與生
活、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溝
通與表達。
1993-2020 共計主持 62 件各項
產學合作、科技部研究計劃及
技術報告。
1987-2020 年共發表 167 件專
書及期刊論文。
其 他 榮 譽 事 蹟 請 至 ：
https://reurl.cc/pmdp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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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系所

姓名/職稱




理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馮玄明/理工學院院長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余泰魁/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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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蹟
獲得科技部工程司獎勵優秀人
才補助(2010-2017)。
專長資料庫、人工智慧 、最
佳化演算法與機器人。
1993-2020 共計主持 16 件各項
產學合作、科技部研究計劃及
技術報告。
1994-2020 年共發表 130 件專
書及期刊論文。
其 他 榮 譽 事 蹟 請 至 ：
https://reurl.cc/7yXEaN
獲得 2010 國科會特殊優秀教
學研究人員獎勵、2011 中華
民國管理科學學會高雄市分會
青年管理獎章。
專長資訊管理、電子商務、數
量方法。
2004-2020 共計主持 37 件各項
產學合作、科技部研究計劃及
技術報告。
1999-2020 年共發表 129 件專
書及期刊論文。
其 他 榮 譽 事 蹟 請 至 ：
https://reurl.cc/bz5ezd

學院/系所

姓名/職稱


理工學院/電子工程學系

翁克偉/研發處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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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蹟
“鎢鈦合金靶製備電致色變薄
膜之特性研究”參加 2010 彰雲
嘉大學院校學術聯盟研討會海
報論文獎、“一維奈米碳纖維
於聚亞醯胺基板製備及場發射
特性研究” 參加 2009 臺灣真
空學會、“高效率(7.4%)之 aSi/a-Si 雙接面疊層太陽能電池
之研製” 參加 2009 臺灣真空
學會、“氬氣甲烷比對以熱化
學氣相沉積法製備探密封鍍層
光纖性質的效應” 參加 2007
Taiwan Association for Coating
and Thin Film Technology
Conference、“過濾式陰極電弧
製備高 sp3/sp2 類鑽碳膜之特
性 研 究 ” 參 加 2005 Taiwan
Association for Coating and
Thin
Film
Technology
Conference 硬 質 薄 膜 組 、
“Deposition of CrN Coatings by
Pulsed
Cathodic
Arc
Evaporation Proces” 參加 2002
Taiwan Association for Coating
and Thin Film Technology
Conference 硬質薄膜組
專 長 薄 膜 技 術
(MS,CAE,FAD) 、 分 析 技 術
(XRD,SEM,XPS,AES), 節 能 與
潔
能
材
料
(WO3,TiO2,DMFC,Solar Cell)
等獲得優秀論文獎。
2009-2020 共計主持 16 件各項
產學合作、科技部研究計劃及
技術報告。
2008-2020 年共發表 18 件專書
及期刊論文。
其 他 榮 譽 事 蹟 請 至 ：
https://reurl.cc/l0VnNA

學院/系所

姓名/職稱





管理學院/工業工程管理學系



葉子明/就業中心主任







健康護理學院/長期照護學系



翁瑞宏/健護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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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蹟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學年度國科會獎勵特殊
優秀人才。
專長作業管理、服務管理、決
策分析、人力資源管理。
2008-2020 共計主持 24 件各項
產學合作、科技部研究計劃及
技術報告。
2004-2020 年共發表 268 件專
書及期刊論文。
其 他 榮 譽 事 蹟 請 至 ：
https://reurl.cc/bz5e8r
2011 -2013Marquis Who's
Who in the world 名 人 錄 、
2010-2012 年度國科會特殊優
秀人才奬勵、2015~2019 年度
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奬勵。
國內外 23 件期刊審查委員。
專長長期照護管理、健康照護
體系、健康與銀髮事業經營管
理、健康行銷、健康產業創新
發展與管理、健康照護專案管
理、健康事業策略管理、老人
健康照護利用分析。
2003-2020 共計主持 25 件各項
產學合作、科技部研究計劃及
技術報告。
2003-2020 年共發表 123 件專
書及期刊論文。
其 他 榮 譽 事 蹟 請 至 ：
https://reurl.cc/OX1Ql3

(四) 教師研究領域與推動計畫
更多較詳細關於金門大學產學計畫類型，
可以再參考此部分的教師研究領域與推動計畫。
姓名/單位

李金譚/電子工程學系

洪集輝/電子工程學系

翁克偉/電子工程學系

黃裕培/電子工程學系

李欣玫/食品科學系

相關成果
2018 年度全國智慧鐵人創意競賽初
賽計畫、2020 年度智慧鐵人創意競
賽及培育計畫-總部及培訓推廣計
畫、建構人工智慧於電力經濟關鍵技
術之應用、2021 年度智慧鐵人創意
競賽及培育計畫-總部及培訓推廣計
畫、
利用分離曲線演化及雙連續原始邊緣
建構物件之骨架及輪廓用以物件影像
資料庫形狀之辨識及檢索、視訊監視
系統中移動物體之參數化輪廓模型及
追蹤、應用動態規劃法於平面型數位
曲線之分析、尺度空間濾波技術在影
像分析之應用、空間變異型距離轉換
之理論與應用、物流中心之配送車輛
途程問題的演算法推導與資訊系統開
發

領域

資工、電子

資工、電子、
數理

抗藍光電致色變薄膜之研究、科普活
動：生活中的科學－科普活動推廣
（主題三）
、TiO2/ECD 抗藍光薄膜之 電子、材料
研究、科普活動：金門縣全民科學嘉
年華（主題三）、抗菌薄膜研究
結合雷射電力傳輸及聚光型太陽能於
水下無人載具充電及通訊之研究、結
合熱電效應及聚光型太陽能動態電路
重組以增進水下雷射無線電力傳輸效 電子
能之研究、結合雷射無線電力傳輸及
可見光通訊技術以建構海洋監測浮標
之充電及通訊系統
以低升糖材料作為中式漢餅內餡開發
養生中秋狀元餅計畫、金門高粱牛肉
乾品質改善計畫、應用熱加工技術開
食品
發即食麵線產品、2020 年度烈嶼芋
頭品質檢測與指標建立研究計畫、以
金門青草地鮮乳完全利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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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盈璋/食品科學系

金門梅花鹿在地特色鹿茸保健飲品開
發、開發一種金門在地具有免疫調節
功能的梅花鹿鹿茸產品、臺金鏈結之
食品、觀光
農食檢測技服平臺聯盟、黑蒜中 SAllyl cysteine 抑制 PhIP/DSS 所誘發
腸癌之功效與相關分子機制
金門入侵紅火蟻侵入途徑調查及防治
策略之建立、金門縣農田野鼠種類監
食品、人文
測及鼠類體外寄生蟲調查、金門縣入
侵紅火蟻 109 年度密度監測調查

吳尹文/食品科學系

小麥醋製作計畫、大型海藻之食品加
食品
工研發和市場評估
黃積淵/食品科學系

吳宗江/土木與工程管
理學系

林世強/土木與工程管
理學系

金門縣縣定古蹟小浦頭黃允棋古厝
3D 掃描案、建構文化資產守護網絡
－文化資產學院第三期人才培育計
畫、金門縣定古蹟青嶼張氏兄弟洋樓
暨後浦許允選洋樓建築 3D 掃描測繪 土木工程、
及破壞性調查、金門閩南民俗文化資 資工
產數位資料典藏計畫、應用 3D 空間
反射轉換成像技術偵測廟宇彩繪表面
劣化之研究─以朴子配天宮蔡草如門
神彩繪為例
金門大橋基樁完整性試驗、金門大橋
基礎深開挖之安全監測計畫、金門地
土木工程、
區水資源發展座談會、「中共推動金
人文
馬『小四通』相關措施對臺灣之影響
及因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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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非線性問題的解集合結構及其應 土 木 工 程、
用、兩個關於非線性 p 拉普拉斯的問 數學、
題、擬線性微分方程變號徑向解的結構 人文
王惟權/土木與工程管
理學系

蘇東青/土木與工程管
理學系

李錫捷/資訊工程學系

馮玄明/資訊工程學系

吳綱立/都市計畫與景
觀學系

「金門縣 105 年度一千分之一數值航測
地型圖修測」監審委託技術服務案、
「建構文化資產守護網絡－文化資產學
院人才培育計畫」研發群組「金門有形
土 木 工 程、
文化資產環境風險分析與監測評估之研
人文
究」、多重感測技術於歷史建築結構裂
縫偵測、量測、與生長預測之研究、以
深度學習方法識別門神甲冑紋理風格之
研究
路燈資訊系統滿意度調查計畫案、2019
年「肉牛管理系統」管理維護、2020 年
度自動化肉牛畜牧飼養管理系統軟體維護 資 工 、 食
及硬體、資料庫軟體更新服務勞務採購 品
案、金門縣畜產試驗所肉牛管理系統
(Kinmenbeef)2021 年度管理維護

2017 年度金門縣政府辦理第一次失業者
職業訓練計畫-物聯網綠能產業人才培訓
班、資訊專業證照技術服務、2020 年度
路燈編號牌更新計畫監審案、建置之設
資工
計與實現、具有商店服務之環境感知和
取放功能的自主移動雙臂機器人－子計
畫三：機器人之 3D 動態環境感知、自
主定位與導航
2018 未來城鄉發展規劃委託辦理計畫、金
門地區停車供需調查、中油高雄營業處大
樓綠建築評估計畫、駐馬店市中心城區典
型片區通風環境模擬及規劃引導策略研
究、深圳市福田區城區通風廊道與通風環
觀光、都
境專題研究、熱濕氣候地區閩南傳統聚落
市計畫
自然通風計畫與設計準則之研究:以金門為
例、都市住宅社區外部空間通風環境評估
及自然通風改善策略與設計準則之研究－
以臺南市為例、都市風廊道規劃及示範街
區通風環境改善評估導入國土計畫城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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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應用之研究：以臺南市及高雄市為例

曾逸仁/建築學系

2018 年度古蹟歷史建築分區專業服務中心
(四區)委託專業服務案、國定古蹟瓊林蔡氏
宗祠-新倉下二房六世宗祠、十世宗祠與籓
伯宗祠修復及再利用計畫、2019 年度金門 建 築 、 觀
縣 文 資 防 護 專 業 服 務 中 心 委 託 專 業 服 務 光、人文
案、2020 年度古蹟歷史建築分區專業服務
中心(四區)委託專業服務案、2020 年度金
門縣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

張旭福/建築學系

社區公園暨周邊景觀規劃彙整研究資
料、臺中市景觀綱要整合計畫彙整研究
資料、港口宮香客大樓暨周邊景觀規 建 築 、 觀
劃、澎湖縣湖西鄉休閒農業資料調查與 光、人文
遊程規劃設計彙整研究資料、澎湖景觀
綱要整合計畫

劉華嶽/建築學系

2018 年度「金門縣環境景觀總顧問」服務
案、2019 年度「金門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服務案、2020 年度「金門縣環境景觀總顧
問」服務案、金門低碳島節能與分散式能
源發展策略研究、軍事設施閒置空間再利
建築、觀
用之研究─以金門吳村二營區為例、智慧型
光、資工
低碳建築創新課程研發計畫(金門農工)－子
計畫三：課程研發與成效評估研究、閒置
營區導入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發展零碳校園
規劃設計可行性評估研究-以金門大學中山
林校區為例

「 后 園 等 12 處 營 區 拆 除 監 看 作 業 計
畫」案、金門軍事文化遺跡調查研究暨 建 築 、 觀
建構完整性保存計畫案、「金門縣歷史 光、人文
建築金沙戲院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
黃信穎/建築學系

劉名峰/閩南文化碩士
學位學程

《閩南文化博物館島》之系列講座工作
坊與研討會規畫案、「博物館研究獎勵
金」之規劃暨實施委託案企劃書、金門
文化園區數位典藏暨資產發展中心建置 觀 光 、 人
計畫、離島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 計 文
畫、新馬金門人社群的生態、組織變遷
及其比較：社會資本之形態的有效性的
歷史社會學、新馬兩國金門鄉團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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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有效性的歷史變遷：人文主義取向
的比較研究

高瑞新/海洋與邊境管

大陸船舶盜採海砂對金廈海域影響之研
究--海域空間規劃之構想、金廈海域海
漂垃圾現況與防治策略之研究-植基於海 觀 光 、 人
域空間規劃之跨域治理途徑、海洋保育- 文
海洋保育執法人力培訓綱要規劃研究、
金廈海域犯罪防治策略

理學系

2018 年兩岸經貿議題產學座談會、2018
觀光、人
年分區學者座談會、2019 年兩岸經貿議
文
題產學座談會-金門場
馬祥祐/海洋與邊境管
理學系

顏郁芳/企業管理學系

金門縣政府機關員額評鑑計畫、2017 年警
政施政滿意度調查、2018 年警政施政滿意
度調查、2019 年金門繪本英譯、金湖飯店
暨金湖廣場服務品質暨滿意度調查、家長
式領導、心理契約與員工績效之跨層次分 企業管理
析、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組織承諾與工作
結果之影響：集體主義傾向的調節效果、
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之影
響：探討中介機制與調節角色

金門縣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委外建置與
試營運服務計畫、金門歐亞水獺之保育 企 業 管
偏好及經濟價值之研究、金門地區鱟保 理、觀光
育計畫模式建構及應用
林宜幸/企業管理學系

江育民/工業工程與管
理學系

扣件產業精實智慧化生產、無人載具智
能應用產學合作計畫、工研院委託辦理
校園講座、金屬機電產業精實研發產學 工業管理
合作計畫、基於深度學習之軟包鋰電池
瑕疵分割與檢測應用(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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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民/觀光管理學系

「大陸委員會 招你來作夥」地方鄉親座
談、「金廈電網互連學術研討會」委託
勞務採購案、「2019 年度原住民遷徙、
觀光、人
生活型態與整體發展之關聯性-以金門地
文
區為例」、2019 年金門縣海洋事務發展
與研討會計畫、金門遠距視訊面試中心
建置與試務計畫

蔡宗憲/觀光管理學系

金酒外銷策略之研究暨顧客品酒服務流
程規劃案、觀光導覽人員服務計畫、澎
湖地區觀光旅館及多功能商場可行性評
觀光、人
估計畫服務建議書、航空公司機位超賣
文
所致自願放棄登機時補償政策之研析、
預先訂位模式選擇課題於短期旅運量預
測之探究
金門航空站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調
查研究、2019 年金門觀光旅客消費及動
觀光
向調查分析案、金門縣政府觀光景點秘
密客考評計畫案

張梨慧/觀光管理學系

蘇貞瑛/護理學系

金門縣領有照顧服務員證書未投入長照
或離職因素調查計畫、以延伸型整合性
科技接受模式探討衛生教育之接受度及
人文、醫
使用成效--以金門地區民眾使用電子書
療照護
為例、以延伸型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探
討衛生教育之接受度及使用成效--以金
門地區民眾使用電子書為例

葉肅科/社會工作學系

中國大陸配偶在臺生活權益與設籍之關
聯性問卷調查案、金門縣 2019 年度老
人文、醫
人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委託研究案、港
療照護
澳居民移居來臺情形分析及政策規劃建
議

使用跨領域團隊導向學習發展以人為中 人 文 、 醫
心長期照護創新課程(1)、(2)、(3)
療照護
翁瑞宏/長期照護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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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復/長期照護學系

金門縣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委外建置與
試營運服務計畫、銀髮族健康促進方案 觀光、
選擇偏好及其經濟價值之研究–以金門 人 文 、 醫
縣為例、金門地區民眾參與失智症預防 療照護
計畫經濟價值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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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師研發能量圖檔
食品科學系 - 賴盈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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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學系 - 林世強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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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系-曾逸仁副教授

(「2019 年度金門縣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期末簡報封面)

(「2020 年度金門縣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評選簡報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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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金門縣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評選簡報內容)

(Resistograph 阻抗圖譜儀現場操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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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古蹟瓊林蔡氏祠堂-藩伯宗祠木構造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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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學系 - 翁瑞宏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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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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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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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學系-葉肅科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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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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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金門大學
地址：89250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 1 號
電話：+886-82-313300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E-mail

翁克偉

研發長

082-313567

kowei@nqu.edu.tw

洪春復

產學組組長

082-313941

cfhong@nqu.edu.tw

李柏毅

產學組辦事員

082-313942

peterlee97@nqu.edu.tw

★海外僑商單一服務窗口：李柏毅 辦事員
國立金門大學僑臺商服務專區 LINE 諮詢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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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關心您
書名：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國立金門大學篇】
編著者：僑務委員會僑商處
地址：100臺北市徐州路五號十五樓
電話：(+886)2-2327-2670
官方網站：www.ocac.gov.tw
短網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僑臺商專區)
https://IA.Taiwan-world.Net/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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