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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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為一所完整的綜合大學，擁有人文社會、外語、理、法、商與巨量

資料管理等六大學院，在跨界育才上具備多元優勢，為帶給學生最佳學習養分，

學校積極帶進產業第一手資訊。 

人才與研發是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東吳教師積極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從生

技醫療、大數據應用、財經商管、法制研究、文化創意、智慧新農業、人才培育

及 AI人工智慧等各領域議題，從基礎研究到實務應用，東吳的研究貢獻足跡遍佈

全臺也表現亮麗。在大數據應用領域方面，特別是金融科技、監理科技等新興領

域，由於有商學院、法學院所累積的優勢基礎，近幾年再加入巨資學院及海量資

料分析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力，展現特色領域的研發實力，尤其近年來本校教師屢

次接受產業委託執行 AI人工智慧相關計畫，日後持續著力於此特色領域的研發，

未來將可成為本校學術研究表現上的優勢特色。 

隨著物聯網、AI 人工智慧、區塊鏈、大數據等新興科技日新月異，未來數位

經濟發展趨勢將是各新興科技跨域融合及相乘應用；此時，緊密合作的產學鏈

結，有助於擴大新興科技的跨域研發成果及應用。 

東吳大學 校長潘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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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a.taiwan-world.net/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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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吳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 

(一)學校特色 

本校是以教學為主、研究兼重之綜合大學，擁有外雙溪、城中兩校區，設有

人文社會、外國語文、理、法、商及巨量資料管理等六個學院，共 26 個系所、

學位學程。兩校區均鄰近臺北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周邊教育、研究、學習

及社會資源豐富多元，交通便捷。為鼓勵教師與學生從事前瞻創新性研究，並深

耕關鍵議題，以學校角度推動產學合作，就其必要性及目前成果說明如下： 

1. 教學面 

學校透過與企業界的合作，以在學學生為對象，以上課、實習、專題等方

式，強化青年人才的技術與實務、實作及探索能力，以符合產業發展及青年

就業之所需。學生亦可提早對職場及就業環境有所認知，加強自我職能，進

而做出適當的職涯選擇。 

2. 研究面 

教師藉由執行產業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或以解決企業在線問題或協助研發

企業所需產品的技術研究，落實研究應用成果，一方面促進知識之累積與擴

散，並提升學術研究價值，一方面將研究成果回饋教學實踐。 

3. 服務面 

本校擁有一群具備深厚基礎科學實力的教師研究團隊與人力，配合國家經濟

發展，透過與企業之合作，協助產業發展前瞻之技術或知識，增進產業升

級，進而增加國家未來競爭力。 

綜之，辦理產學合作，是學校發揮教育、訓練、研發、服務之功能，並裨益

國家教育及經濟發展，不可推卸的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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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學研發概況 

1.產業應用領域之相關研究(以學系排序) 

產應領域 學系 教師姓名 職稱 產學合作計畫 

文化創意 中文系 侯淑娟 副教授 

大學國文─中文閱讀與口語表達教材編

纂計畫 

大學國文─中文閱讀與文字應用教材編

纂計畫 

行政議題 政治系 黃秀端 教授 國會監督與影響國會議員表現的因素 

行政議題 政治系 蔡秀涓 教授 
當新手政務次長遇上資深高階文官:夥

伴關係或領導統御 

社經福利 社會系 周怡君 教授 

2020年度身心障礙者經濟安全之保障-

探討我國勞保年金與其他社會安全制度

之規劃 

不同福利體制下身心障礙者照顧政策與

長期照顧政策的聚與離：歐洲與東亞的

比較分析 

社經福利 社會系 劉育成 副教授 
關於人工智能現象的社會學理論觀點之

可能性：一個俗民方法學上的探問 

社經福利 社工系 莊秀美 教授 
2019年度成人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國

際研討會 

社經福利 社工系 洪惠芬 教授 

誰的課後照顧親職外包」下學齡兒童課

後托育工作者的勞動與生活困境 

2020年度離婚配偶陷入經濟勢處境

（以特殊境遇家庭為例）之成因探討及

政策建議研究案 

社經福利 社工系 林佩瑾 助理教授 
臺灣社會工作督導實務運作與專業發展

經驗研究 

醫學資訊 物理系 梅長生 副教授 
以 k空間能量頻譜分析法提高核磁共振

溫度量測準確度 

分析化學 化學系 謝伊婷 副教授 

在深共熔溶劑中微包的形成和以微包作

為軟性模板電化學製備奈米材料及其在

奈米電極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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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學 化學系 何美霖 教授 
試紙材料開發於血液及人體呼氣分子之

檢測 

分析化學 化學系 傅明仁 教授 
高分子整體微管柱液相層析串聯質譜術

於食品添加物檢測研究 

無機化學 化學系 王志傑 教授 

金屬有機骨架的水吸附及其共伴性質分

析應用於水收集的研究 

配位聚合物在電化學感測器的應用-實

驗與理論的研究-配位聚合物在電化學

感測器的應用-實驗與理論的研究 

有機化學 化學系 林彥多 
專案助理 

教授 

開發免添加劑之電洞傳輸層材料應用在

鈣鈦礦太陽能電池 

生化醫學 微生物系 劉佩珊 教授 

靈芝抑癌痛之潛力開發 I及 II 

開發靈芝菌絲體固態與液態發酵產物為

緩解疼痛之機能性食品 

生物科技 微生物系 李重義 教授 分解有機物微生物之篩選 

環保科技 微生物系 張碧芬 教授 

白腐真菌酵素開發與應用 

應用微生物處理技術去除活性污泥系統

中紫外線過濾劑 

環保科技 微生物系 楊鉅文 教授 
利用魚缸模型探討化粧品抑菌劑對河水

底泥生態系微生物相與元素循環之影響 

環境工程 微生物系 張怡塘 教授 

污水處理場活性污泥微生物辨認與諮詢 

堆肥微生物菌相及菌數分析 

SBR系統在不同操作條件下處理新興污

染物-二苯甲酮防曬劑及其微生物多樣

性 

食品安全 微生物系 黃顯宗 教授 
應用次世代定序於本土環境毒性與臨床

腸炎弧菌菌株變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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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科學 心理系 汪曼穎 教授 

App視覺經驗的神經美學觀點 

實境場域中顧客動態瀏覽歷程的眼動資

料分析模組開發 

Promotion flow usability test-An 

eye tracker overall usability 

evaluation for online promotion 

人資管理 心理系 林朱燕 助理教授 

臺灣消費者對於菜瓜布/抹布之使用者

需求調查 

心理資本對工作績效的影響：心理資本

與人力資本的交互作用及社會資本的中

介 

諮商心理 心理系 徐儷瑜 副教授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高風險大學生在誘發

生氣情境的情緒調節探討 

神經回饋訓練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

童情緒調控能力的效果探討 

心理計量 心理系 陳俊宏 助理教授 
利用即時測驗資料增進電腦適性測驗最

佳化設計 

法制研究 法律系 鄧衍森 教授 推動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監理科技 法律系 余啟民 副教授 監理科技國際發展趨勢在地化實踐 

憲法 法律系 范秀羽 副教授 移民與國境人工智慧執法之歧視與偏見 

商事財經 法律系 莊永丞 教授 區塊鏈於公司治理及金融監理之光與影 

行政法 法律系 洪家殷 教授 
電子化政府下行政調查與個人資料保

護、職權調查主義之關係 

行政法 法律系 宮文祥 副教授 
食安事件、系列修法與判決回應 – 從

我國食品安全發展趨勢探究其何去何從 

民事法 法律系 邱玟惠 教授 

論委任契約之時代流轉與國際法規之比

較研究 --以「醫療委任代理人」及

「意定監護人」為中心 

商事財經 法律系 林桓 副教授 
與電子商務相關之貿易便捷化議題及關

務實務議題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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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 法律系 何婉君 助理教授 

2020年 WTO漁業議題法律諮詢及研究 

研析重大國際農產貿易事件與爭端之法

律見解與政策建議 

數位時代下打擊 IUU漁捕的新法制-以

追溯系統及 2017年 FAO漁獲證明機制

自願性準則為核心 

行政法 法律系 陳清秀 教授 

罰金、罰鍰及不法利得沒收、沒入是否

納為特種基金財源之研究 

國際稅法上有關營業所得課稅相關問題

研究 

商事財經 法律系 洪秀芬 副教授 

保險業董事會組成及績效評估考核之研

究 

德國公司股東會之線上即時投票法制及

對我國未來法制發展之啟示 

國際法 法律系 胡博硯 教授 
德國真實實驗室戰略及試驗性條款相關

法制研究 

經濟發展 經濟系 傅祖壇 教授 

田中農旅組織推動與服務加值之產學合

作計畫 

考量金融風險及環境異質性之兩岸金融

業綜合績效評估:參數及非參數性共同

邊界模式之應用 

產業政策 經濟系 邱永和 教授 

金融科技專利，經營效率與市場效率之

評估-A SORM for Dynamic two-stage 

DDF model with negative Data 

金融產業結合之事前效率評估－

Resample Past-Present-Future DEA 

經濟發展 經濟系 林巧涵 
專案助理 

教授 
虛擬貨幣與犯罪率 

會準研析 會計系 楊孟萍 教授 金融業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增修研析 

會計財報 會計系 葛俊佑 助理教授 
海外來臺上市櫃企業之財務報表可比較

性及其對暴跌風險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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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服務 企管系 胡凱傑 教授 

整體臺北市市區公車營運服務指標評鑑

案 

臺北市聯營公車 307路單一路線評鑑 

2020年度商業街區高質化輔導計畫

「全國商圈資料研析報告」 

科技管理 企管系 歐素華 副教授 

開放策略：創新全球化之資源調適與能

力演化 

當創新遇上機構：數位科技的服務創新

變革與挑戰 

國際企業 企管系 王昱凱 副教授 

全球化策略對新任執行長來源之影響 

新任外部執行長與繼任後跨國公司經營

績效：國際策略之權變觀點 

國貿議題 國貿系 張南薰 副教授 
Engaging Private Actors in Trade 

Disputes in Taiwan 

國際企業 國貿系 蕭義棋 助理教授 

先進者能減緩地主國經濟政策不確定衝

擊臺灣製造業廠商對大陸投資之實證研

究 

財務精算 財精系 詹芳書 副教授 

保險商品精算模組化與解構分析（I） 

保單經驗解約率之精算建模與分析 

2019年度產險業精算簽證報告覆閱委

託代辦案 

死亡與長壽風險資本的充足性:標準法

與內部模型法 

財務精算 財精系 喬治華 教授 

以全民健保資料庫為基礎-眼部疾病、

糖尿病與其併發症及失智症等經驗統計

研究 

身心障礙者相關經驗發生率統計研究 

財務精算 財精系 張瑞珍 副教授 墮落天使債券評價與交易策略 

財務精算 財精系 湯美玲 助理教授 
混合型退休金計畫的跨世代風險分擔策

略與動態資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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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精算 財精系 鄭宏文 副教授 
好的波動度與壞的波動度之衍生性商品

評價 

人機互動 資管系 江清水 教授 呼吸循環偵測與視覺化設計 

資訊教育 資管系 朱蕙君 教授 

基於遊戲化機制之互動式同儕互評程式

運算思維學習模式之環境建立、應用與

成效分析 

結合心智工具與適性化學習模式的行動

翻轉學習環境之建置、應用及成效分析 

智慧商務 資管系 高昶易 
專案助理 

教授 

AIoT智慧工廠暨智慧零售應用模式分

析合作研究 

國際服務創新商業模式研究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

開發中心 
詹芳書 副教授 開放純網路保險公司設立之可行性研究 

數據應用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葉向原 助理教授 

基於階層式銷售數據分析來解讀消費者

行為模式 

基於消費者行為模式與深度學習模型來

建構智慧點餐推薦系統 

數據應用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黃福銘 助理教授 

要保書影像辨識系統研發 

中央氣象局網路氣象輿情分析 

以深度學習技術為基礎之要保書影像辨

識系統研發 

車籍資料影像辨識系統優化 

創新營運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胡筱薇 副教授 

輿情走向及社群輪廓分析系統研發計畫 

大大通產學合作計畫第二期 

產學合作計畫-建構智能數據引擎應用

於個人化推薦系統 

創新營運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金凱儀 副教授 

客製化共享行動服務之創新體驗與行銷

流程改善機制 

結合深度學習技術與適性化學習模式的

穿戴式導覽系統之建置、應用與成效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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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呂明穎 助理教授 

基於創新擴散理論探討科技就緒度對自

動駕駛使用意願之影響：訴求型態、心

理模擬、處理策略、調節焦點和旅次目

的之交互作用 

人因工程 
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 
陳宏仁 

專案助理 

教授 
內視鏡手術訓練之眼動軌跡模式研究 

文化創意 
中東歐研

究中心 
鄭得興 副教授 『捷克文學展』學術策展委託案 

資料視覺

化 

海量資料

分析研究

中心  

賈凱傑 副教授 遊覽車安全資訊平臺系統維護優化計畫 

資料視覺

化 

海量資料

分析研究

中心 

呂明頴 助理教授 

彰化住商節電行動委託專案服務案-節

電基礎工作之能源策略研究 

1999市民熱線導入 AI人工智慧最適方

案評估研究 

關鍵人才-數據分析教育訓練課程計畫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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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領域研究團隊之產學合作 

研究團隊 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 

計畫主持人 傅祖壇教授 

合作協議 

2016年與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公司簽訂為期 5年產學合作

計畫，在數據應用與產業實務基礎上，共同開發金融科技之

跨域創新研究專案。 

產學計畫 

FinTech實驗室-機器人理財、區塊鏈計畫 

智能金融實驗室-專案計畫 

風險管理實驗室 

保險科技實驗室-專案計畫 

區塊鏈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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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計畫主持人 趙維良教授 

合作協議 

2016年與富邦金控簽訂產學合作計畫，並於隔年起推動

「巨量資料與科技金融(Big Data & FinTech)」實務課程，

於巨量資料管理學院二年級開設，並開放跨系、跨院、跨年

級申請上課，以培養跨領域數據科技人才。 

產學計畫 數位金融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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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 理學院、法學院、巨資院 

計畫主持人 趙維良教授 

合作協議 

2017年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簽訂合作協議，整合東吳人文、

法律成果及教學資源，與醫界共同推動「以人為本、利他主

義」的社區醫療服務。 

專案計畫 

聯醫陽明院區、心理學系與微生物學系開設跨領域第二專長

課程「50+：由了解高齡到產業創新」。 

聯醫陽明院區、理學院、巨資院、體育室與實踐大學工業設

計系合作推動健康數據運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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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 各學院 

計畫主持人 潘維大教授 

合作協議 

2018年與天下雜誌簽訂產學合作協議，除藉由天下創新學

院線上數位平臺，開設 e-learning課程，並以學院核心養

成跨域能力為重點，規劃「第二專長跨域學習計畫」，培養

學生成為「跨領域人才」。  

專案計畫 

舉辦「未來大人物跨界論壇」，共同推動醫療、法律多元運

用與 AI跨域的創新課程。 

開設四門實體化實驗課程為「打造大數據的能力」、「社

群大數據的魅力」、「新零售大數據的威力」和「人工智

慧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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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 海量資料分析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賈凱傑副教授 

合作協議 

2019年與桃園捷運公司簽訂「大數據產學合作備忘錄」，預

計未來透過計畫執行，導入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的技術，

協助桃捷進行設備優化與智慧維修決策。 

產學計畫 
預測性維護 

（透過數據分析，預期提高設備妥善率、降低維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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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利介紹 

 

  

可用於去除有機毒化物的木質分解酵素  

發明人：張碧芬  
 
    人類長期暴露於環境荷爾蒙物質，可能已無意間成了環境荷爾蒙的受害者，環境荷爾蒙的
影響已陸續引起國際上歐美日等國重視。其中壬基酚、鄰苯二甲酸酯類及雙酚A等更為環境中
常見環境荷爾蒙，本校微生物系張碧芬教授的實驗發現以靈芝及杏鮑菇栽培後基質產生酵素，
可以降低其毒性，進而減低對人類及生態的危害。 

 
圖一、杏鮑菇(A)及靈芝(B)子實體(B), 杏鮑菇 

      (C)及靈芝栽培後基質(D) 

由於白腐真菌能產生胞外木質素分

解酵素，而白腐真菌中靈芝類在台灣被
發現約有12種，以赤芝最為常見，我國
幾千年來即使用靈芝作為藥材。此外近
年台灣栽培食用菇之生產量、種類及需
求量不斷擴增，消費量有顯著增加趨
勢。其中杏鮑菇屬食用菇的一種，營養
成分含有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

維生素、礦物質及胺基酸等。杏鮑菇為
蠔菇屬的白腐真菌，具有強大分解木質
纖維素的能力。張教授以太空包或聚丙
烯塑膠瓶方式栽培屬於白腐真菌菇類，
其栽培後基質萃出液含有多量木質素分
解酵素。 

表一、靈芝及杏鮑菇栽培後基質產生酵素對壬基酚(NP)、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 

(DEHP)、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及雙酚-A (BPA)等有機毒化物質之去除效率。 

去除效率(%) 

 NP DBP DEHP BPA 

靈芝 

3小時 79.5 ± 3.4 81.3 ± 2.3 74.9 ± 4.4 65.9 ± 3.1 

1 天 99.1 ± 6.5 100.0 ± 1.2 93.7 ± 5.5 98.2 ± 3.5 

杏鮑菇 

3小時 89.1 ± 5.4 88.8 ± 3.4 77.8 ± 5.3 67.0 ± 2.2 

1 天 99.9 ± 0.3 100.0 ± 2.4 95.7 ± 6.4 99.0 ± 4.3 

每個數據皆為三重複之平均值。所有處理經 T test 統計分析有明顯差異 (P < 0.05)。 

    此發明利用靈芝及杏鮑菇栽培後基質製造木質所分解的酵素，不僅可以去除環境中的殘留

毒化物質，為一可行並具有商機的綠色生產技術，也可為生產綠色產品的原料，應用於去除生
活中食用容器的洗滌、嬰兒奶瓶、天然洗潔精等，或開發新一代二次洗潔精等，以去除所殘留
之化學品，增加環境永續生產，創造一個無毒、優質的健康生活環境。 

【專利名稱】從菇類栽培後基質製造木質分解酵素及其用於去除有機毒化物之用途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 I 481712號 

【專利摘要】本發現建立了靈芝及杏鮑菇栽培後基質萃取此酵素最適條件，包括使用醋酸鈉-

醋酸緩衝液(pH 5.0)萃取酵素，震盪 3 小時，4℃培養。杏鮑菇及靈芝栽培後基質產生酵素皆可

有效去除壬基酚、鄰苯二甲酸二丁酯、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及雙酚-A等有機毒化物，而

以杏鮑菇去除效率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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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

一種抑制癌細胞增生效果的醫藥組合物 
發明人：劉佩珊

 

 
眾所周知芝麻中所含的天然物質，在傳統中醫或食療上是應用於滋補養身、

潤腸或預防中風等用途；近幾年則進一步探討出芝麻萃取物具有促進癌細胞凋亡

或抗細胞氧化等用途，本校微生物學系劉佩珊特聘教授更以芝麻萃取物實驗，發

現一種醫藥組合物，具有標靶抑癌功能以及具有癌症藥物之輔助性療效。在標靶

方面，指抑制膽鹼受器相關之促癌效果，膽鹼受器與肺癌、直腸癌等癌之衍成有

關，芝麻萃取物於肺癌細胞上抑制由膽鹼受器引起之二級訊號及細胞增生（圖 1

至 3）；此外可以加成癌症用藥之癌細胞殺傷

力。  

 

圖 1:刺激蕈毒鹼膽鹼受器可引起癌細胞增

生。以人類肺癌細胞為材料，以 MTT偵測細胞

增生。以對照組細胞不添加刺激劑為 100％。

methacholine 是蕈毒鹼膽鹼受器之刺激劑，

atropine 是蕈毒鹼膽鹼受器之抑制劑。各數

據與無刺激劑之對照組間進行統計 student t 

test 分析，＊表示有 p<0.01。 

 

圖 2:芝麻萃取物抑制蕈毒鹼膽鹼受器聯結之

二級訊號。以人類肺癌細胞為材料，以 fura-2

鈣離子螢光染劑偵測細胞內游離鈣離子濃度，

鈣 離 子 為 受 器 聯 結 之 二 級 訊 號 ， 以

methacholine 刺激蕈毒鹼膽鹼受器所引起之

細胞內游離鈣離子濃度之上升為 100％。1，2，

3為 3種分離方法所得之芝麻萃取物。 

 

 

圖 3:芝麻粹取物抑制蕈毒鹼膽鹼受器引起癌細

胞增生。以人類肺癌細胞為材料，以 MTT偵測細

胞增生。以對照組細胞不添加刺激劑為 100％。

methacholine 於 0.1 及 0.3 mM引起細胞顯著增

生，1，2，3 為 3 種分離方法所得之芝麻萃取物

可以抑制 methacholine 引起之增生。各數據與

無刺激劑之對照組間進行統計 student t test 

分析，**:p<0.01 *: p<0.05。 

 

 

獲獎殊榮：本發明榮獲「2014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發明競賽之銅牌獎。 

【專利名稱】抑制乙醯膽鹼受器經活化而導致癌細胞增生的醫藥組合物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 I 423809號 
【專利摘要】本發明是一種經由抑制乙醯膽鹼受器而治療或改善諸如癌症或膀胱過動症之疾病
病況的醫藥組合物，其包含醫有效量之芝麻萃取物及其藥學上可接受的載體。此醫藥組合物中
還可包含一化療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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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緩解神經病變性疼痛的靈芝組成物 
發明人：劉佩珊、朱薇靜  
 
    由於目前癌症視造成死亡第一位的疾病，病患數高，為求改善病患生活品質，緩解疼痛並

提升病患生活品質之首要，目前癌痛等劇烈的疼痛主以嗎啡止痛，但是有戒斷與成癮的大問

題，東吳大學微生物系劉佩珊教授及其研究團隊發明一種靈芝組成物，主要是緩解神經病變性

疼痛，尤其是癌末之神經病變性癌痛。 

左圖：赤芝緩解益樂鉑(癌化療藥物)誘發的小

鼠神經病變疼痛。以熱板舉足反應時間反應

小鼠之疼痛；神經創傷組經過腹腔注射益樂

鉑誘發疼痛，數據顯示顯著縮短舉足時間，

代表顯著疼痛（*：p <0.05）；赤芝餵食後，

使舉足時間恢復，表示緩減益樂鉑誘發的疼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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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靈芝萃取物抑制Ｐ2嘌呤受器(ATP 刺激受器連結之訊號)。(A) ATP 會刺激 HOS 細胞膜

上的嘌呤受器引起 Ca
2+上升(鈣訊號，紅色線)，靈芝萃取物 50ug/mL抑制 ATP 引起的 Ca

2+上

升(黑色線)。(B)加入不同濃度靈芝萃取物(0.2,1,2,20,40,50ug/mL)後，再加入 0.1mM ATP，以未

加入靈芝萃取物的 ATP 反應為百分之百。最低有效抑制濃度為 0.2ug/mL。 

 

【專利名稱】靈芝組成物及其用途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 I 610675號 

【專利摘要】本發明提供一種靈芝組成物，置備治療神經病變變(含癌痛)之藥物或健康食品。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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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作為抗癌胜肽藥物及佐劑的醫藥組合物 

發明人：宋宏紅  

 
抗脂多醣因子(anti-lipopolysaccharide factor; ALF)是一種可以有效與脂多醣結合的抗

微生物胜肽 (antimicrobial peptides)，先前有研究針對淡水長腳大蝦 (Macrobranchium 

rosenbergii)選殖出ALF，再以序列比對的方式鑑定出其脂多醣結合區(lipopolysaccharide 

binding domain; LPSBD)，據此，本校微生物學系宋宏紅教授乃以短且穩定性高的LPSBD

為依據，發現二種具有抗癌活性的胜肽，分別是源自上述蝦類ALF的LPSBD胺基酸序列

LPSBD0及修飾胺基酸序列後的LPSBD2，並針對不同癌症的標的細胞(肝癌及肺癌)進行

抑癌或殺癌力測定。 

宋教授實驗結果發現，LPSBD0及LPSBD2對人類肝癌及肺癌細胞皆有抑制生長的效

果，在低濃度時，都具有破壞肺癌和肝癌細胞細胞膜完整性的現象；另在細胞膜通透性

的實驗顯示，LPSBD0與LPSBD2造成大多數細胞膜的破損能讓小分子的PI進出細胞，僅

少數細胞膜的破損會讓中分子Annexin V進出；再以大鼠紅血球進行溶血實驗發現，

LPSBD0及LPSBD2即使在極高濃度的處理下，皆不會破壞紅血球細胞膜，沒有出現溶血

現象。 

 

 

 

 

 

 

 

 

 

 

 

 

圖說：以LPSBD2處理肝癌細胞(左方四圖)及肺癌細胞(中央四圖)都造成細胞膜的損

壞，使Annexin V能進入細胞。電子顯微鏡顯示LPSBD2處理肺癌細胞在細胞

表面產生大量棉絮狀的剝落物(右下圖)。 

  本發明可以應用在具有抗藥性癌症的治療上，使小分子的抗癌藥物可以大量進入細胞

中，即使癌細胞的細胞膜上發展出針對特定抗癌藥物的幫浦，也不會影響藥物的療效，

或是可以降低抗癌藥物的使用劑量。 

獲獎殊榮： 本專利曾榮獲「2014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發明競賽之銅牌獎 

【專利名稱】抗癌胜肽、其用途以及含有該胜肽之醫藥組成物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 I 486167號 

【專利摘要】主要提供一種含抗癌胜肽的醫藥組成物，可以作為乳癌、肝癌、肺癌、 

大腸直腸癌的抗癌藥物，以及抗癌藥物之佐劑。 

 

本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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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有效應用在偵測血液中氧氣及葡萄糖之感測器 
發明人：何美霖、陳柏壽、鄭昆益、王靖暢、林君彥、林韋任、 

 陳怡諳、蔡馥如、林顧穎、倪丞緯、曾毓婷  
 
    鑑於氧氣及葡萄糖偵測對於許多領域是相當重要的，例如：電子業、化工業、養殖
漁業、環境汙染監控、醫療保健、生物、食品等不同領域中都可以看到氧氣及葡萄糖偵
測的需要，本校化學系何美霖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提出一種光學式氧氣及葡萄糖感測器的
發明，目的是發展更好的氧氣與葡萄糖感測器，並將之更進一步應用在作為偵測血液中
氧氣與葡萄糖感測器，該發明改進現有的氧氣與葡萄糖感測器製作方法，以及找尋較好
製造控制條件的方式，以縮短製造氧氣與葡萄糖感測器所需材料的時間，並且達到大量

生產感測器的目的。 
    該發明之光學式氧氣感測器是以混摻銥(III)-鋅金屬離子所合成的磷光分子做為感
測材料部分，由於磷光分子與氧氣碰撞時會發生消光作用，使磷光放光、生命期發生改
變，故可用於氧氣的檢測。另一方面，葡萄糖感測器原理是利用葡萄糖氧化酶，在有氧
環境將葡萄糖轉換成葡萄糖酸在過程中會消耗氧氣，而在同一環境下有受光激發會放磷
光的物質存在時，放光強度會因為氧氣被消耗掉而增強，放光增強的程度會與葡萄糖濃
度成正比，再進行檢量線的實驗而得知溶液中葡萄糖的濃度。 
 
 以葡萄糖感測器簡

易圖示為例 (如左

圖)，當感測材料在

有氧存在的環境

中，葡葡糖會氧化

成葡萄糖酸而從中

消耗氧氣，此時感

測材料的放光強度

經紫外光LED燈照

射後，會因此增

加，當訊號最後再

經由光纖收集並傳

至電腦記錄。 

 

  

【專利名稱】一種光學式氧氣及葡萄糖感測器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 I 537554號 

【專利摘要】本發明揭露一種光學式氧氣及葡萄糖感測器，利用晶體放光來源將配位聚

合物應用做為光學式氧氣與葡萄糖感測器上，並且利用電化學合成時可調控的反應時

間、電壓、溫度來控制對氧氣的偵測；同時也應用在葡萄糖感測，並針對影響因子來調

控對葡萄糖的偵測，藉此也可替換陰陽極金屬的材料，合成出不同的磷光配位聚合物，

製成不同的感測範圍的氧氣及葡萄糖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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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有效監測血糖濃度且應用於氧氣及葡萄糖感測器的 

電化學合成法 

發明人：何美霖、陳柏壽、鄭昆益、張珮甄、林君彥  
 
    氧氣是生物生存所必須的元素，在一些封閉空間像是礦坑、機艙等有必要監測氧氣的含
量，或是在一些食品的防腐處理，會需要去除氧氣而達到防腐效果，在此過程也需要測量氧
氣含量，因此偵測氧氣對於許多領域是相當重要的，例如：電子業、化工業、養殖漁業、環

境汙染監控、醫療保健等不同領域中都可以看到氧氣感測器的應用。 
    本校何美霖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利用電化學方法合成銥(Ⅲ)-鋅(Ⅱ)配位化合物(如圖一左上
的化學結構)，將傳統電解的原理加以改進，將反應物置入實驗室自己所設計的反應瓶中，使
得氧氣及葡萄糖的感測材料可經由易控制的方式生成於電極上，並且可調控反應時間、電壓、
溫度來控制對氧氣及葡萄糖的偵測。 

因考量葡萄糖感測器可以應用在生物、醫學、食品等領域，更重要的應用是監測糖尿病
患者的血糖濃度，因此何教授團隊的發明乃以電化學合成出的感測材料偵測血糖為例（如圖
二），(a, b)圖為光學顯微鏡下的圖像，(c,d)圖為感測材料的放光影像，(c)圖為感測材料原來的
放光強度，(d)圖是當碰到5 mM血糖後感測材料放光增強影像，感測效果可經由肉眼就達到辨
識；且由(b)也看出感測材料的型態並未因為接觸到血糖後改變樣貌，表示材料穩定性佳。此
處的激發光源波長是405 nm, 比例尺是100 μm。 
 

  
圖一、電化學合成血糖感測材料裝置圖          圖二、血糖感測效果的測試 

【專利名稱】一種光學式氧氣及葡萄糖感測器的電化學合成法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 I 521099號 

【專利摘要】本發明提出一種光學式氧氣及葡萄糖感測器的電化學合成法，係為了改善現

有的氧氣與葡萄糖感測器製作方法，以及找尋較好控制條件的方式，以縮短製造氧氣與葡

萄糖感測器所需合成晶體所需的時間，並且達到大量生產的目的，更進一步可應用在偵測

血液中氧氣與葡萄糖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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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與行動裝置及檢測試片結合的可攜式螢光檢測儀  

發明人：何美霖、林君彥、林韋任、王映筑、鍾坤育  
 
近年來因物質發達，人類生活及飲食習慣逐漸改變，導致糖尿病患者人數逐年增加，

而現今市面上的居家檢測儀，普遍都是以侵入式來進行檢測，針扎手指取血因有痛

感，將導致病患自行檢測意願下降，且有些機型必須透過紙筆的方式記錄，東吳大

學化學系何美霖特聘教授及其研究團隊為提升病患的檢測意願及次數，解決醫療人

力的不足並輔助醫生判讀病患身體狀況，故發明一種結合檢測試片的可攜式螢光

儀，並利用手機作為感測裝置且搭配3D列印模組，不僅降低成本，具有技術應用廣

度及技術獨特性的優勢，在試片的選擇、數據的讀取與儲存及組件的收納便利等設

計上，皆具有創新價值。 

一、操作程序：3D 模組組裝好後，在化學感測試片上滴入檢體，使用手機進行檢測

即可(如下圖)。 

 
二、本發明另搭配設計一種與行動裝置結合的簡易型檢測醫材套組及健康管理監測

App（如下圖），使用者可以透過此健康管理系統，掌握自身的健康狀況，也能增加

患者在早期發現病性變化的機會，及提早就醫安排後續深入的檢查，把握治療的黃

金時間。 

 

    在產業應用上，本發明具「操作簡便」優點，以非侵入式方法進行檢測，可增

加被照護者的使用意願，對於視力不良的長者，也可將檢測儀客製化成大螢幕、大

字體的桌上型檢測儀。使用手機結合3D列印即可偵測個人身體健康狀況，並設計以

磁吸元件及可收納為方體，容易收納及攜帶，增加便利性，適合應用於長照、家醫

及健康管理等產業。 

獲獎殊榮：本發明榮獲「2019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之銀牌獎。 

【專利名稱】一種與行動裝置結合的可攜式螢光檢測儀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I640762號、美國發明第US 10,175,140 B1號 

【專利摘要】本發明一種結合檢測試片的可攜式螢光儀，並利 用手機作為感測裝置

且搭配3D列印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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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可以早期偵測泌尿道感染的檢測裝置  

發明人：何美霖、鍾坤育、朱建帆、鄒宜潔、詹筑婷、潘聖衛  
 
亞硝酸鹽常存在於食品添加物中形成致癌物質，蔬果種植在含過量亞硝酸鹽土壤，或飲用

亞硝酸污染之水源，將可能造成中樞神經系統衰退及引發各種更高風險併發症，鑑此，東

吳大學化學系何美霖教授及其研究團隊發明一種檢測裝置，藉電子電流訊號定量偵測流體

樣本之亞硝酸離子濃度，同時亦可利用比色檢測試紙，藉由肉眼比色觀察半定量檢測亞硝

酸離子陽性反應，並可藉檢體導流槽進行預分離檢體步驟。(如下圖) 

 
本新型的實用功能： 

一、 可於血液及尿液中檢測。 

二、 可以測定人體中之生物標記以「早期」偵測泌尿道感染。 

三、 可用於食品、或環境中可能遭亞硝酸鹽汙染之飲用水或飲品之檢測。 

四、 電化學檢測試紙可置於配有導尿管之患者、配有成人紙尿布的成人患者、嬰兒之尿布

及更年期婦女之衛生棉墊中採集檢體及施測。 

五、 儀器的大小就如同市售的血糖機大小、試紙的大小也如同血糖試紙的大小，只要將尿

液或血液滴於試紙上，以儀器之探針量測就可以儀器版上顯示陽性與否及數值，一般

的人即可操作，無安全性問題，及試紙上之化學塗層量少、安全並無環境危害等問題，

用完即可丟棄。 

六、 為符合FDA等認證規定，其判讀儀器為大廠牌其故障率低，量測上萬次只有探針需更

換，且成本低，維修簡易，一般消費者皆可負擔。 

七、 只要更換不同的電性檢測試片，就可量測不多的疾病(生物標記)，擴充性高。 

八、 儀器體積小，判讀介面簡單易於量測，極符合人體工學，又因只要更換電池，所以不

耗電。 

     獲獎殊榮： 本專利曾榮獲「2018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之金牌獎 

【專利名稱】一種檢測亞硝酸鹽濃度的檢測裝置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 I707142號、中華民國新型第 M 552595 號 

【專利摘要】本新型係一種複合式亞硝酸鹽濃度的檢測裝置，包括一電化學檢測試片及

一比色檢測試紙，為一結構簡化、操作簡易、攜帶方便且可即時準確定量分析亞硝酸鹽

濃度之優點，有效判讀是否有尿道感染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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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簡易且有效收集乒乓球的撿球器  

發明人：李昶弘  
 

當人們從事乒乓球運動練習時，球經常會散掉落於球場各處，至少數十顆，多至上

百顆，若以一般人工的方式撿拾，練習者為撿球並收集，必須反覆彎腰、蹲下，將耗費

過多的時間及體力，導致無法專心練球，練習者也有可能因反覆的彎腰、蹲下而造成腰

部酸痛、膝蓋磨損等運動傷害。如使用者為行動不便人士時，亦有可能因自身的動作或

行動輔具的彎曲受到限制，此時彎腰、蹲下，再將球類撿起的動作，對於使用者而言，

將變的更加困難及耗費體力，鑑此，本校體育室李昶弘副教授乃設計一款方便性、輕量

化、多角度、一次性集球多、效率佳等功能的撿球器。 

本檢球器包括本體部與蓋體部及網狀部形成收集球類的容置空間，以及手桿部透過

樞接部與本體部連接，並能以各種角度擺動。使用者及行動不便者，不須反覆彎腰、蹲

下，僅以簡單的下壓施力，即可將球類快速收集至容置空間內，增加球類收集的效率。 

 

本新型的產業應用： 

一、 世界各國從事乒乓球休

閒運動者非常多，如製成

實品商品化。撿球器之方

便性及價格平民化，想必

都會購買使用。 

二、 老人、銀髮族及行動不便

者，因自身的動作或行動

輔具的彎曲受到限制，如

彎腰、蹲下，將球類撿起

的動作，對於從事乒乓運

動者而言，則變的相當困

難及耗時費力等。本撿球

器能令運動者使用以最

簡單的方法，且有效率的

撿拾收集球場內的球，並

增加球類練習的效果及

方便性。 

 

 

 

 

獲獎殊榮： 本專利曾榮獲「2018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之金牌獎 

 

【專利名稱】撿球器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新型第 M566097 號、中國新型第 ZL201820925222.8號 

【專利摘要】本新型係一種讓使用者不需彎腰或蹲下即能快速將球類拾起，並將球迅速

收集於該容器中，其具備實用性與方便性、成本低等優點的撿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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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可攜式檢測環境中氰化物的儀器  

發明人：何美霖教授、張靝麟、林芃儀、楊佳慧  
 
氰化物是一種超強力而且作用快的毒化物，只要一不小心食用到，在極短的時間內

就會致命，即使搶救成功也可能造成嚴重的心臟及大腦損傷後遺症，東吳大學化學系何

美霖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有鑑於檢測環境中氰化物的重要性，研發以 3D模組結合手機APP

對感測試片碰到氰化物前後之顏色 RGB變化值進行定量，可創造比市售試紙更優越的條

件： 

一、 讓一般民眾可以自行檢測氰化物，將技術普及化。 

二、 利用手機判讀感測試片的 RGB值，對氰化物濃度進行定量。 

三、 所需樣品體積少、檢測時間短。 

四、 只有試片為拋棄式，其他可重複使用，對環境友善。 

五、 結合手機 APP 可將數據做警戒值警示，並將環境的檢測數據做時間紀錄並比較。 

六、 只要跟換感測試片，即可使用同一款裝置檢測不同毒化物進行定量，操作步驟如下： 

1. 可定量水源、血液、嘔吐物中的氰化物 

2. 操作步驟簡單、攜帶方便，如下圖所示: 

 

 

 

 

 

一、 本專利之3D列印模組在設計上，為考量市面上現有的手機，進行建模，所有手機

都可以使用此模組來對氰化物進行量測。 

二、 手機APP方面，目前東吳大學資管系開發的軟體為Android系統，除未來也會往IOS

系統進行軟體開發，App裡有圖示的組裝說明，且附有操作教學的影片，可藉由App

內建設定來放大字體，讓具有老花眼或近視的客戶群皆可以方便使用。由於是使

用3D列印所製作的模組，因此針對不同性別及個人愛好，可進一步客製化。 

三、 在安全性及環境保護考量上，由於手機為

貼身物品，所以檢測模組設計了支架及試

片載台，隔絕手機與氰化物的接觸，真正

檢測時觸碰的只有載台，載台為可拆式，

可清洗或更換(如右圖)。 

四、 隨著環保意識的提升，在研發的過程中本

專利也非常有環保的概念，檢測時所需的

樣品體積小，且只有化學試片為拋棄式，

其他物品皆可重複使用。 

 

【專利名稱】可攜式氰化物檢測儀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新型第M579726號 

【專利摘要】本專利以3D模組結合手機APP對感測試片碰到氰化物前後之顏色RGB變

化值進行定量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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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對兒童、老人、身障學習有加乘效果的  

攜帶型乒乓球打擊練習器  

發明人：李昶弘  
 
    現有乒乓球的定位打擊練習上，通常為雙人來回打擊的方式練習，或以發球

機做為其中一方進行練習。其中以雙人練習為例，若兩方皆為初學者，其中一方往

往無法將球打擊至指定的位置，並讓另一方回擊而失去定位打擊練習的效果，而無

法正確學習基本技術，鑑此，東吳大學體育室李昶弘副教授針對乒乓球教學練習之

現有缺失，自行研發一種打擊練習器，可令初學者以單人的方式進行練習，其動作

流程簡單，僅需將乒乓球擺置持球部後即可作出定位打擊練習，亦可配合調整連接

桿之高度及位置，無須將乒乓球拋起，或先將乒乓球投置桌面使其彈跳所需高度等

動作。在發明於空間型態上確屬創新，並能較習用技藝增進上述多項功效要件，各

項配件如下圖： 

  

       在實用功能上，本發明不使用電源，可節省能源，運用球拍揮擊，設計有達安

全性的保護功能，及延伸與擴充性之附屬器材的學習功能，運用簡單之槓桿原理及

磁吸原理，進行定位打擊練習，最後被定位部之止擋件限制，並回到初始的位置，

使單一動作學習容易，且不易造成運動傷害，在學習動作上更輕鬆與正確。 

攜帶輕巧便利、體積小、安裝方便、價格便宜、固定型練習方便性，對喜歡從事兵

乓球運動之初學者如兒童、老人、身障者等，不僅可以輕易學習各種基本動作，也

可避免造成運動傷害，並自我調整擊球速度、角度、距離、方位等基本動作，達到

運動技術及健身之效果與樂趣。 

市面上發球機售價約25,000元至5,000元，重量重、體積大不易攜帶，且因售價

較昂貴，一般老人活動中心、身心障礙協會、家庭、學校因以經濟考量，比較不會

購買，而本發明有如簡易型之發球機，學習容易，且物美價廉、體積小、重量輕、

攜帶方便、容易學習。國中小體育桌球課程，老師可利用本發明(體積小、安裝方便、

價格便宜等)，以達到教學效果與樂趣化之目標。 

【專利名稱】乒乓球打擊練習器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I652095號 

【專利摘要】讓使用者將打擊練習器裝置固定部設置於乒乓球桌的桌緣，再將乒乓球置

於持球部，進行定位打擊練習，當使用者打擊乒乓球之後，連接桿部以定位部之定位軸

為軸心轉動(以槓桿原理及磁吸原理)，最後被定位部之止擋件限制，並回到初始的位置，

其流程簡單，僅需將乒乓球擺置持球部後即可作出定位打擊練習，亦可配合調整連接桿

之高度及位置，無須將乒乓球拋起，或先將乒乓球投置桌面使其彈跳所需高度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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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非侵入式且精準偵測葡萄糖含量的醫療器材  

發明人：何美霖、林君彥、科謝沃伊伊戈爾、查卡若達瑞高馬蒂、 

莊湘聆、林士堯  
 
    為達到即時監測及掌握高危險族群或患者之血糖，血糖機近年來已成

為臨床與居家照護作業中普遍使用的檢測醫療器材之一。現有之血糖機多藉

由針具（採血針、採血筆等）採集使用者之血液以進行血液中血糖的量測，

然而採集血液樣本方式屬侵入式，其針具亦衍生感染及廢棄處理等問題，鑑

此，本校化學系何美霖教授及其研究團隊發明一種化合物及其偵測葡萄糖之

用途，其係為一以雙金屬發光型錯合物為基底的光學型葡萄糖感測器並針對

尿液及血液中的葡萄糖做出偵測。該感測器利用雙金屬發光型錯合物與酵素

薄膜結合，經由接收雙金屬發光型錯合物之特定波長的放光強度變化，算出

葡萄糖濃度，其組成主體如下： 

 
       在實用功能上，本發明不同於現有市售的血糖機以針具採集使用者

之血液進行量測，係以非侵入式的方法進行尿液偵測，不但有效簡化現有血

糖檢測步驟、量測時間及裝置體積，且所偵測葡萄糖含量更具準確度、穩定

度及再現性，在檢測醫療器材應用上將更具優勢。 

 

【專利名稱】一種組合物及其偵測葡萄糖之用途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I641614號 

【專利摘要】本發明提供一種組合物及其偵測葡萄糖之用途，係利用含銅或銀的雙金屬

發光型錯合物[（P3）M-CN-M(P3)]+X-，作為一血糖或尿糖的感測材料，當使用本發明

之含銅或銀的雙金屬發光型錯合物作為感測材料進行檢測時，僅將含葡萄糖的樣品與感

測材料直接接觸，其所包含的酵素與錯化合物間不會發生其他副反應，即可偵測葡萄糖

含量，不需其他前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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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適於臨床檢驗白血球酯酶的高靈敏裝置  

發明人：何美霖、劉為方、黃新茹、潘聖衛 
 
    尿道感染是最常見的細菌感染症，每年平均有一億五千萬人發生尿道感染，故尿道

感染及早偵測在臨床檢驗上非常重要，延遲檢驗及治療，容易導致腎臟被細菌入侵，或

發生更嚴重的併發症，鑑此，東吳大學化學系何美霖教授及其研究團隊發明一種以電化

學方式檢測白血球酯酶的裝置，為一種具有高靈敏、高準確度即可定量分析低濃度樣品

的尿道感染偵測裝置，其組成主體如下： 

 
        

在實用功能上，本發明不同於一般臨床檢驗常見的血球酯酶及亞硝酸尿液即時檢測試

紙，本檢測裝置不僅可以實行定量分析及準確判讀，減少比色試紙因反應時間過長而造

成誤判，在尿道感染的臨床檢驗上，提供檢驗方便且耗費少的創新裝置。 

 

【專利名稱】一種檢測白血球酯酶的檢測裝置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I666439號 

【專利摘要】本發明提供一可量測血球酯酶的檢測裝置，其包括：一電化學測量區以及

一肉眼比色區，其中該電化學測量區設置一電化學白血球酯酶檢測試片，係以電化學方

式測量一流體樣品之白血球酯酶含量，其包含絕緣基板與電化學結構，包括一反應區，

可偵測低濃度及中高濃度白血球酯酶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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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臨床上具有修正核磁共振焦點誤差的醫療裝置  

發明人：梅長生 
 
    高強度聚焦超音波為一種非侵入式治療，其使用超音波能量針對性地加熱目標組

織，同時利用核磁共振的溫度成像來監控及調整熱劑量，然而，手術是利用 MRI 熱影像

來定位目標組織和監控加熱劑量，在 MRI熱影像中，假影會造成焦點在空間上錯置，以

致在校準實際焦點和 MRI熱影像中焦點的過程中發生誤差，鑑此，東吳大學物理學系梅

長生副教授研發核磁共振監控影像之超音波聚焦焦點位置誤差的修正方法及其系統，一

種確定熱影像圖中之超音波聚焦焦點位置的方法，包括獲得超音波加熱組織之核磁共振

熱影像圖即使用化學位移修正以及 K空間位移修正將核磁共振熱影像圖中錯誤的焦點位

置修正吻合到聚焦超音波的實際焦點位置。 在一般化學位移修正之前或之後，加入 k

空間修正，藉以修正溫度所導致的誤差，及讓超音波聚焦焦點修正到吻合目標組織在 MRI

影像中的實際焦點位置，其修正方法不需改變任何脈衝序列或是成像步驟，提供精準醫

療領域一快速且直接之修正位移方法，並提高高強度聚焦超音波手術的準確度，如下圖： 

 

在實用功能上，本發明應用於治療原發性顫抖症、子宮肌瘤或是其他器官組織的聚焦

超音波燒融術等，在臨床醫療上提供一安全且快速、有效的方法。 
 

【專利名稱】一種具有修正核磁共振焦點誤差的燒融裝置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I705793號 

【專利摘要】本發明提供一種燒融裝置，包括一聚焦超音波裝置以在實際聚焦位置處加

熱目標組織、一核磁共振成像裝置以生成目標組織的核磁共振成像數據，以及一計算

機裝置以分析核磁共振成像數據與熱影像圖以監測超音波聚焦位置，還包括確定超音

波聚焦位置的計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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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改善水質的新穎紫硫菌株及其低成本之富集方法  
發明人：趙維良、葉信利、應靜雯、張怡塘、熊耀筠  
 
    水產養殖池中常因代謝廢物累積、未利用的飼料分解、生物材料的腐爛等原因導致水質惡化，

為增加水產養殖產品的疾病抵抗力、飼養效率及水質改善，通常使用益生菌如光合細菌，其在元

素循環中扮演重要角色。光合細菌可以消除有機物質、改善水質，包含綠菌門、藍菌門、變形菌

門等，其中變形菌門常見的是紫硫菌，由於紫硫菌具有厭氧性，在操作與培養上更增困難度，鑑

此，東吳大學微生物系趙維良教授及研究團隊發現並篩選出一株對氧氣耐受性較高的紫硫菌，可

以有效改良水產養殖池的水質，本發明另提供一種新穎紫硫菌株 RuA2的富集培養方法，將該紫硫

菌株放置透明容器中加入含魚溶漿海水培養基並於水產養殖區域中，添加有效量之新穎紫硫菌

株，以作為改善水質之用途， 

其富集步驟如下： 

 
       在實用功能上，本發明篩選出的新穎菌株RuA2及其培養方法具有以下優點： 

一、 除培養外，菌株接種操作過程不需要再厭氧箱，富集培養基也不需要加入脫氧劑，與其他

紫硫菌需要完全厭氧操作比較起來，該培養方法相對容易。 

二、 具廣鹽度，可以應用在鹽度0.5~6%的海水魚養殖池環境。 

三、 利用便宜的魚溶漿或於魚肉湯等含蛋白質原料即可以快速富集培養，成本低廉。 

四、 RuA2補充可以改善水質，降低水產養殖中的有機物蓄積、含氮廢物和硫、降低SMX抗藥性

基因並增加水中微生物多樣性。 

 

【專利名稱】一種新穎紫硫菌株及其改善水質的用途 

【專利證號】中華民國發明第I708843號 

【專利摘要】本發明為一種新穎紫硫菌株，其分離自臺灣西南海岸海水魚養殖廠底泥，

是在有養環境下分離純化，並於厭氧環境下培養在含魚類蛋白質的培養基中，可用於

改善水產養殖環境水質包含降低碳、氮、硫含量、增加微生物菌群豐富性、減少抗生

素抗性基因或抗生素抗性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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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領域之潛力研發人才（依公告序排序） 

姓名 學系 專長 事   蹟 

米建國 

特聘教授 

 

哲 

學 

系 

語言哲學、

知識論、 

邏輯 

● 擔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Lectures in Philosophy」系列主

編（General Editor）、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Palgrav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East-West Philosophy」系列主編與《東吳

哲學學報》主編，而《東吳哲學學報》

2020 年榮獲「全國唯一」哲學學門期刊評

比第一級。 

●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審定通

過：獲得 4次研究傑出獎勵。 

● 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論著獎

勵」：獲得 13次獎勵。 

● 執行過 4 個整合型大型研究計畫：「實在

論與反實在論—本質與共性」、「知識、

德性、與直覺：德性知識論與中國哲

學」、「德性：智德與道德」及「知識與

行動」。 

● 擔任過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學會邏輯方

法學與科學哲學組中華民國委員會委員。 

● 上海大學哲學系榮譽教授。 

● 南開大學講座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美國羅格斯大

學訪問學者。 

● 美國愛荷華大學客座副教授。 

● 多次在國內外著名期刊、專書與學術會

議發表論文，近期的研究專注於德性知

識論、記憶與忘記哲學及中國哲學三者

之間的整合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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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傑 

特聘教授 

 

化 

學 

系 

無機化學、

配位化學、

孔洞材料化

學 

 

● 1999 年至 2020 年間，每年均獲得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共執行 35 件計畫(包

括個人研究計畫、個人整合型研究計畫、

提升私校研發能量專案計畫(整合型)及國

際合作研究計畫)。 

● 2010 年至 2019 年間每年均榮獲科技部補

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傑出研究獎勵(原名

稱為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 1999年至 2019年間，共計發表 77篇 SCI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其中 50 篇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 

● 2001 年至 2019 年間， 擔任 29 位碩士生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及 107 位大學部專題生

修習專題研究課程指導教授。 

● 2013至 2019年間指導 13位大學部學生申

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並擔任 7 位大

學部學生執行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的指

導教授。 

● 擔任科技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審查委

員及 10個 SCI國際學術期刊審稿委員。 

何美霖 

特聘教授 

 

化 

學 

系 

生醫感測材

料及檢驗方

法開發 

 

● 教育部 2018 年度補助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計畫榮獲數理學門亮點計畫之殊榮。 

● 執行科技部計畫衍生研究成果共 6 項中華

民國發明專利、1 項美國發明專利及 3 項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 2018 年研發成果專利榮獲「2018 臺灣創

新技術博覽會」金牌獎 

● 2019 年研發成果專利榮獲「2019 臺灣創

新技術博覽會」銀牌獎 

張碧芬 

特聘教授 

微 

生 

物 

系 

環境微生物 

● 每年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並指導大學部

學生獲得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 

● 獲得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研究傑出獎勵，

2010~2020年度共 11 次。 

● 每年獲得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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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論著獎勵。 

● 積極參與產學合作計畫，並完成多項專

利。 

● 參加 2014 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

展，獲得銀牌獎。 

● 臺灣微生物學會監事。 

● 科技部計畫初審及複審委員。 

● 考選部出題及典試委員。 

● 中華民國消基會文教基金會委員。 

劉珮珊 

特聘教授 

 

微 

生 

物 

系 

細胞訊號運

用於產學研

發 

● 2015年至 2020年間，共計 13篇 SCI之國

際學術期刊論文，8篇會議發表。 

● 發 表 文 章 於 web of science 之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領域進入

前 1%的排名。 

● 2015 年至 2020 年間，共計主持 5 個產學

計劃。 

● 二個專利，皆已技轉。 

● 產學成果猴頭菇專利於 2019 日本東京創

新天才國際發明展獲得金牌獎。 

應靜雯 

特聘教授 

 

微 

生 

物 

系 

分 子 生 物

學、微生物

遺傳學、生

物化學 

 

● 擔任國際學術期刊審稿委員。 

● 擔任國家考試命題及閱卷委員。 

● 擔任科技部初審及複審委員。 

● 參與大學入學考試相關工作委員。 

● 科技部研究計畫成果獲得專利 (I70884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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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家殷 

特聘教授 

 

法 

律 

系 

憲法、行政

法、國家賠

償法、行政

秩序罰法 

● 歷任本校法律學系系主任、代理院長、法

學院院長及學生事務長，不僅對法律學

系，也對東吳之發展提供相當助益。 

● 擔任法學院院長及系主任期間，從事各種

組織及教學改革。確立東吳大學法學院在

研究及教學兩方面並重之方向，並分設各

種專業研究中心及跨領域研究中心，以提

昇教師之教學及研究之能量。在課程方

面，並劃分基礎課程、進階課程及發展課

程，且設置不同之學分學程及實習課程，

完善同學之學習歷程。老師十分重視國際

化之開展，與國外及大陸多所名校皆簽訂

有合作計畫，鼓勵教師及同學對外交流，

已著有成效。老師經常對外募款，除補助

有需要之同學外，亦改善辦公室、會議室

及教室之軟硬體設備，以維持優良之教學

及研究環境。東吳大學法學院能在現今競

爭激烈之高教環境中，一直保持領先之地

位，老師之貢獻卓著。 

● 為東吳大學法律系公法研究中心的創始元

老，對於該公法中心能在現今法學界占有

一席之地，功不可沒。 

● 主要開設「憲法」、「行政法」、「國家

賠償法」、「行政罰法」及「行政執行

法」等課程，育才無數，遍及臺灣各法

界。 

● 榮獲東吳大學 2016 學年度研究優良教師,

東吳大學 2018學年度研究優良教師。 

● 長期參與國家各部門之法律相關工作，如

擔任訴願會、法規會及國賠會之委員、行

政罰法之起草及諮詢委員、財政部訴願委

員會委員、臺灣行政法學會常務理事等，

對於國家法制建設之完善，有重要之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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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祖壇 

特聘教授 

 

經 

濟 

系 

農業與資源

經濟、 

計 量 經 濟

學、 

消費與健康

經濟、 

高等教育經

濟分析、生

產力與效率

分析 

● 傅祖壇教授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至東吳

大學經濟系服務，至今年為止共 10 年，

歷任本校商學院生産力中心召集人、經濟

系主任，2016年 2月起擔任商學院院長。

到東吳大學服務後，致力提升商學院之學

術聲望，結合其豐富的國際及國內學術界

人脈，召開多次學術及國際會議，邀請國

際著名學者至商學院發表演講，或引薦國

內產官學界精英擔任講座教授，提升教師

教研水準。東吳商學院在 2017 年通過國

際精英商管學院（AACSB）認證，擠身全

球前 5％的商學院，先生更積極整合産學

研資源，創造優質學習環境，培育學子成

為未來財經商學之優秀人才。 

● 傅祖壇教授 1986 年畢業於美國喬治亞大

學農業經濟系，1988 年回臺先服務於中央

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先後擔任副所長、代

所長，同時亦為臺灣大學合聘教授，2011

年轉至人文萃集的東吳大學任教。先生的

學術專長領域為產業經濟學及計量經濟應

用研究。他在産業生産力評估研究上成就

傑出且名揚國際。目前擔任多個國際及國

內學術期刊之編輯委員，亦曾擔任多個

SSCI 及 TSSCI 期刊生産力特刊之客座主

編。過去 30 多年來，先生每年均榮獲科

技部專題計畫委託，亦曾獲教育部五年五

百億卓越研究計畫補助。他的學術卓越且

望重士林，曾擔任台灣經濟學會理事長及

台灣效率與生産力學會理事長，也是亞太

生產力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創始人及指導委

員會之召集人。 

● 近五年(2015-2020)共發表了 14 篇期刊論

文，其中 SSCI 期刊 10 篇，TSSCI 期刊 4

篇；另有專書論文 2 篇；此外在國際及國

內學術會議之論文發表共 24 篇。這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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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均發表在主要經濟或管理學國際及國內

學術期刊，且對生產力之研究文獻提供了

重要貢獻。 

● 2011 年至今，每年均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

補助；亦指導大學部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

生研究計畫。 

● 自 2011-2019，傅教授已指導 6 位博士班

及 25 位碩士班畢業生。值得一提的是，

他所指導的研究（與學生合著）論文中，

已有 3 篇刊登在 SSCl 前排名的期刊上，

及多位他的學生曾在國際及國內學術會議

上發表論文研究發現。 

陶宏麟 

特聘教授 

 

經 

濟 

系 

個體應用經

濟 

● 至今發表研究論文 64 篇，其中 51 篇為

SSCI或 TSSCI期刊。 

● 2021 年獲聘為 SSCI 國際期刊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impact 

factor=1.683)編輯委員。 

● 2016 年受邀擔任國家教育研究院學術研討

會主題演講人。 

● 2011 年至今連續獲得東吳大學傑出研究

獎。 

● 2012 年起擔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

心華人動態資料庫委員。 

● 2012 及 2013 年擔任行政院主計總處「國

民幸福指數」諮詢委員。 

● 2016 年 2 月至 2019 年 7 月擔任東吳大學

經濟系系主任。 

● 2016-2017 年擔任台灣經濟學會監事、年

會委員。 

● 2018-2019年擔任台灣經濟學會年理事。 

● 擔任 2019-2020 年勞動部計畫案評選委

員。 

● 擔任 2019-2020 年行政院計畫案評選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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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智源 

特聘教授 

 

經 

濟 

系 

總 體 經 濟

學、國際經

濟學、環境

經濟學、經

濟成長、動

態經濟分析 

 

● 台灣經濟學會理事，2012~2015；副總幹

事，2014~2015；教學委員會委員、會員

委員會委員，2012~2013；年會委員會委

員，2010~2011。 

● 東吳大學商學院「東吳經濟商學學報」主

編，2018.02~2019.01 

●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系「華岡經濟論叢」編

輯委員 

●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季刊」

編審委員，2019.02~ 

● 新北市第一屆「有線電視費率審議委員

會」委員，2011.08.01-2013.07.31 

● 臺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公共治理績效評

鑑委員」，2011.04.01-2012.03.31 

● 「財經立法促進院」(原「財經立法監督聯

盟」)經濟組評比委員，2010-102 

● 兆豐銀行董事，2016.9-2018.1 

● 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2001~迄今） 

● 科技部計畫審查人（2005~迄今） 

● 國家考試之典試、命題暨閱卷委員，口試

委員 

● 學術期刊論文審查人工作 

● 教育部、公私立大學與研究機構之新聘、

續聘與升等審查委員 

● 台灣經濟學會與其他機構之論文獎審查委

員 

● 東吳大學研究傑出獎、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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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和 

特聘教授 

經 

濟 

系 

經濟學、產

業經濟學、

續效評估、

風險管理 

● 2016 年至 2020 年間，共計 29 篇 SSCI、

16篇 SCI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為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 

● 2017 年至 2020 學年度，擔任 21 個 SSCI

或 SCI 國際學術期刊審稿委員，審查 32

個稿件。 

● 2009~2014 及 2017 年至 2020 年間，每年

均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 (原名稱為科

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 2016 年至 2020 學年度，協助博碩士生，

發表 8篇國際期刊論文，SSCI或 SCI計有

8篇。 

● 獲得東吳大學 2009-2014 及 2017-2019 學

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論著獎

勵」。 

蘇裕惠 

特聘教授 

 

會 

計 

系 

公司治理、

審計市場、

內部控制 

● 1996 年至 2008 年間、2010 年至 2014 年

間，每年均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共

計有 26 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指導一

個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 擔任考選部國家考試典試委員、命題委

員、口試委員，以及考選部會計師考試審

議委員會。 

● 擔任會計師全國聯合會會計師業務評鑑委

員會、會計審計委員會、職業道德委員會

等委員。 

● 兩度獲得東吳大學校教學優良教師、熱心

導師、績優導師、商學院熱心服務教師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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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榮安 

特聘教授 

 

企 

管 

系 

資訊管理、 

電子商務、 

電腦中介傳

播 

● 2010 至 2015 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

人才」研究傑出獎。 

● 2016 至 2017 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

人才」研究優良獎。 

● 詳細資料請見： 

http://www.ba.scu.edu.tw/zh-hant/node/380 

陳禹辰 

特聘教授 

 

企 

管 

系 

消費者行為 

● 自 1998 學年度至 2016 年度，每年均獲得

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 

● 1999-2000年度獲得國科會甲等研究獎勵 

● 2010 年至 2017 年，每年均獲得科技部補

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原名稱為科技部特殊

優秀人才獎勵) 

● 共發表 45篇期刊論文，其中 30篇為 SSCI

或 SCI等級 

● 共計在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43論文 

● 電子商務學報年度最佳論文(2010) 

● 2005 年獲得在香港舉辦的 ICBI 研討會最

佳論文獎 

● 2015 年 獲 得 在 日 本 舉 辦 的 2nd 

Multi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Social 

Networks Conference最佳論文獎 

http://www.ba.scu.edu.tw/zh-hant/node/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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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凱傑 

特聘教授 

 

企 

管 

系 

服務行銷與

管理、消費

者行為 

● 2010.01 迄今已接受刊登之學術期刊論文

29篇(其中包含 SSCI論文 8篇、EI論文 4

篇、TSSCI論文 9篇)，專書論文 1篇，研

討會論文 51 篇(其中發表於國際會議有 20

篇) 

● 曾多次榮獲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

優秀人才研究傑出獎、品質學報(EI)2017

年度最佳論文獎、2013 中華民國道路協會

論文獎、2017 ICABML 研討會最佳論文

獎、大眾運輸傑出研究論文獎等。 

● 曾榮獲東吳大學 2013 學年度及 2017 學年

度「教學優良」獎勵。 

● 2016 年迄今擔任 42 篇、17 份 SSCI、

SCI、EI、TSSCI、KCI 等國際學術期刊審

稿委員。 

● 曾擔任國際學術組織 Asian Logistics 

Round Table (ALRT)主席 2 年，考試院命

題委員、教育部、經濟部中企處、國貿

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交通局及

公運處、臺東縣觀旅處等單位之各類審查

委員，也曾擔任臺北市及基隆市商業處顧

問及輔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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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享民 

特聘教授 

 

哲 

學 

系 

知識論、 

當代新儒家

哲學、 

宋明新儒家

哲學、 

倫理學 

● 自 2004 至 2020 學年度獲得國科會或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共 23件 

● 國科會或科技部審定通過獎勵： 

● 2013學年度研究優良 

● 2014學年度研究優良 

● 2016學年度研究優良 

● 東吳大學研究論著獎勵： 

● 2010學年度(THCI Core) 

● 2012學年度(AHCI) 

● 2013學年度(AHCI、THCI Core) （2件） 

● 2015學年度(AHCI) 

● 東吳大學研究計畫獎勵： 

● 2008 學年度、2009 學年度、 2010 學年

度、2011 學年度、2012 學年度、2014 學

年度 

賴錦雀 

特聘教授 

 日 

文 

系 

日本語言學 

日語教育學 

● 2015-2019 年主持教育部多國語文與文化

連結課程計畫。 

● 榮獲 2017 學年度東吳大學「教學優良」

獎及榮獲 1992.2004 學年度教育部資深優

良教師獎勵。 

● 至 2020 年 12 月止共發表學位論文 2 篇，

期刊論文 110 篇，專書論文 5 篇，專書 2

本及論文集 7本。 

● 榮獲 1990.1991.1992.1996 學年度行政院國

科會研究獎勵。 

● 自 2002 年起至 2022 年每年均獲得科技部

研究計畫補助。 

● 2010-2017 年榮獲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研

究傑出獎勵；2018-2020 年榮獲科技部補

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 2017-2019 年度榮獲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

院教師研究績效獎勵「優等獎」。 

● 1979 學年度榮獲東吳大學推薦成為斐陶斐

榮譽會員。 

● 注重國際交流，曾任日本拓殖大學客座日



45  

語講師(1987-1988)，新加坡國立大學客座

日語講師(1991-1091)。 

● 曾任語言中心主任(1998-2000)，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主任(2000-2002)，東吳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院長(2009-2015)。 

● 積極參與學會活動，曾任台灣應用日語學

會副理事長(2002-2004)，台灣日本語文學

會理事長(2002-2004)，台灣日語教育學會

理事長 (2012-2016)。並且擔任過擔任

2011-2016 年世界日語教育國際研究大會

臺灣代表。 

● 多次擔任『韓國日語教育研究』(韓國日語

教育學會)、『台大日本語文研究』、『日

本語日本文学』(輔仁大學)、『台灣日本

語文學報』、『台灣日語教育學報』、

『淡江外語學報』編輯委員或論文審查委

員。 

● 曾任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學作品翻譯及海

外推廣計畫」審查委員(2017-2018 年)、擔

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初審委員，複審委

員暨傑出研究獎評審會委員、考選部出題

委員，典試委員，口試委員、現任大學評

鑑基金會評鑑委員。 

● 1996 學年度榮獲行政院三等服務獎章、

2007學年度行政院貳等服務獎章。 

● 2016年 7月代表擔任理事長之台灣日語教

育學會接受日本政府表彰。 



46  

趙維良 

特聘教授 

 

微 

生 

物 

系 

微生物生態

學、生物復

育、生物防

治 

 

● 2016 年至 2020 年間，共計發表 7 篇 SCI

及其他指標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 2016 年至 2020 年間，擔任 5 個國際學術

期刊審稿委員。 

● 研究成果「一種新穎紫硫菌株及其改善水

質的用途」獲得經濟部專利（ 1708843

號）。 

● 2016 年至 2020 年間，共執行科技部研究

計畫三件，獲補助 16,775,000元。 

黃顯宗 

特聘教授 

 

微 

生 

物 

系 

食品微生物

學、食品安

全 

 

● 從 2010 學年起，每年獲得國科會（科技

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研究

傑出獎。 

● 獲得農委會、衛生署、疾病管理局等委託

研究計畫，主題為人類致病性弧菌與其他

食品致病菌的研究。 

● 自 1983 年起，每年皆獲得科技部（國科

會）個人研究計畫，一直以臺灣發生率最

高的食品中毒細菌腸炎弧菌為研究主題。 

● 在國際上發表了九十餘篇 SCI 論文，以腸

炎弧菌為主。 

● 曾擔任衛福部食品安全與營養諮詢委員、

健康食品審議委員、食藥署科技諮詢專

家、經濟部食品標準委員、消基會食品委

員會召集人、環保署環境檢驗室稽核委

員、臺北市衛生局稽核委員、考試院食品

微生物學與食品安全等科目委員等服務性

工作。 

● 協助食品業微生物安全與研發相關工作。 



47  

張怡塘 

特聘教授 

 

微 

生 

物 

系 

環 境 微 生

物、環境化

學、環境工

程 

 

● 科技部獎勵大專院校特殊優秀人才(東吳大

學):研究傑出獎(2014-2020 學年度)、研究

優良獎(2013學年度)。 

● 2014-2020 擔任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lleng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CESE), Scientific Committee 

(學科委員)。 

● 致力於結合工程實務與環境生物技術之跨

領域研究，積極參與科技部、環保署等政

府機構研究計畫。2014-2020 執行科技部

個人型多年期計畫 4 件(計畫主持人)；整

合型計畫 4 件(共同主持人)。主要研究領

域包括: (1)土壤/地下水污染之綠色整治技

術:；(2)新穎廢水生物處理程序；(3)室內

生物氣膠(bioaerosols)流佈調查與控制技術

開發。 

● 2016-2020 與指導博士班與碩士班學生發

表相關領域國際學術期刊(SCI) 14 篇、國

際研討會 13篇、國內研討會 13篇。 

李貴英 

特聘教授 

 

法 

律 

系 

國 際 經 濟

法、國際貿

易法、國際

投資法、歐

洲聯盟法、

仲裁法、政

府採購法 

 

● 歷任本校主任秘書、WTO 法律研究中心

主任等職。 

● 曾擔任歐洲研究協會(ECSA)副理事長、歐

洲之友會(Friends of Europe)副理事長。 

● 2011 年起，名列 WTO 爭端解決小組成員

指示性名單。 

● 2015 年起名名列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ASTEP)仲裁人名冊。 

● 2018 年榮獲歐洲聯盟莫內講座 (Jean 

Monnet Chair)之殊榮。其學術生涯與專業

表現代表著本校法律系一頁光輝的歷史。 

● 以其所長受聘於政府相關部門，提供涉外

法律專業服務，歷任陸委會諮詢委員與訴

願會委員、外交部訴願會委員、財政部關

稅稅率審議小組委員、經濟部法規會委

員，以及海洋委員會法規會委員等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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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社會奉獻心力。 

● 2019 年度獲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研究優良獎，2015 年度獲科技部補助大專

校院研究獎勵研究優良獎，2014 年度獲科

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研究優良獎。 

● 著有國際投資法、國際貿易法與歐洲聯盟

法專書、並於國內知名 TSSCI期刊與頂尖

國際 SSCI期刊發表多篇論文。 

吳吉政 

特聘教授 

 

企 

管 

系 

智慧製造、

作業研究與

應用、生產

與 作 業 管

理、決策分

析與管理、

通用啟發演

算法、計算

方法、供應

鏈管理、決

策 支 援 系

統、商業模

式 

● 每年皆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含產

學)，擔任主持人/整合型計畫子計畫主持

人共計 19件。 

● 研究成果包括 38 篇期刊論文(包括 4 篇

SSCI、24篇 SCI、2篇 EI、2篇 TSSCI、2

篇國家政策型期刊，其中 13 篇刊登於 Q1

優良期刊，13 篇與國際學者合作研究共同

發表)、2 件美國專利、3 件中華民國專

利、3 件技術授權、1 本個案專書編輯、2

篇教學個案。 

●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2015 年度呂鳳章

先生紀念獎章。 

● 科技部(國科會)2013~2020 年度獎勵特殊

優秀人才之研究傑出。 

● 科技部(國科會)2013、2015 年度產學成果

優良獎 

●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2013 年度品質論文

獎。 

● 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學術研究

獎， 2011~2018連續七學年度。 

● 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論著獎

勵」2011至 2019連續九學年。 

● 擔任台灣大專校院推廣教育協會副理事

長、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第 9

屆)、中華卓越經營決策學會常務理事(第

5 屆)、中華卓越經營決策學會理事長(第

3、4 屆)、中華決策科學學會理事(第 7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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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屆)、中華財務管理科技學會理事(第

2、3 屆)、科技部工程司工業工程學門規

劃委員。 

● 指導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榮獲 2018 年林

柄滄論文獎。 

● 東吳大學績優導師獎，2018學年度。 

● 東吳大學熱心導師獎，2016、2017、2019

學年度 

● 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金會傑出教學教

師獎，2016、2020年度。 

● 擔任科技部智慧製造 AI 創新研究中心之

共同主持人協助推動「AI 產業化、產業

AI化」的人才培育規劃。 

●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擔任主持人及共同主

持人促進產業升級，輔導中小企業佈署智

慧製造。具體案例為輔導小巨人獎暨第 28

屆國家磐石獎得主頻譜電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執行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產業

升級創新平臺輔導案(總經費 941 萬 7,000

元)與建置案(總經費 4,94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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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欣哲 

特聘教授 

 

資 

管 

系 

雲端運算之

應 用 與 服

務、網路技

術 與 應 用

(含無線網

路 /行動通

訊 )、雲端

安 全 與 風

險、網路管

理與資訊管

理等 

● 榮獲 2013/2019 等學年榮獲東吳大學『科

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之『研究優良

獎』、2014-2018 等學年榮獲東吳大學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之『研究傑

出獎』。 

● 連續二十七年(1994~2020 學年)榮獲東吳

大學現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助。 

● 所發表之論文中獲獎兩篇。 

● 2014~2017 指導大學專題參賽全國大專校

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連續獲得名次。 

● 發表之期刊論文共 39 篇，16 篇/7 篇論文

分別發表刊登於 SCI/EI國際學術期刊，10

篇論文並發表刊登於 TSSCI 國內學術期

刊，其他 6 篇論文分別發表刊登於有審查

制度之國內、外學術期刊。 

● 近五學年內擔任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資

訊管理學報(TSSCI)領域編輯委員，擔任

臺北商業大學 2016 學年『校級(外部)自我

評鑑專業類─資訊管理』訪評委員，擔任

世新大學 2015 學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

通識教育自我評鑑』評鑑委員， 

● 擔任考試院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

員和關務人員之考試命題 /閱卷 /口試委

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及外交行政人員及

稅務人員之考試審查委員，特種考試警察

人員/交通事業鐵路人員之考試命題/閱卷

委員，以及考試院公務人員高等之考試命

題/閱卷/典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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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美瑤 

特聘教授 

 

英 

文 

系 

語言學、語

音學 

語言與政治

研究 

語言教學與

電腦輔助應

用(3D 視覺

輔助) 

● 自 1996 年至今已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補

助、出席國際會議、國際交換學者等獎補

助達 30次以上。 

● 於 2000 年及 2008 年獲蔣經國國際交流基

金出版獎補助 

● 2003-2004 荷蘭萊頓大學交換學者 

● 2007-2008 柏克萊大學訪問學者 

● 2008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CUNY)訪問教授

考試院學術諮詢委員 

朱蕙君 

特聘教授 

 

資 

管 

系 

行動與無所

不在學習、

遊 戲 式 學

習、科技輔

助 醫 護 教

育、科技輔

助醫療診斷

及照護、翻

轉學習、數

位 教 學 設

計、自律學

習、智慧型

學習與評量

系統、知識

工程與專家

系統 

 

● 獲得 2020年度資訊月傑出資訊人才獎。 

● 獲得 2014 年度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

獎，並擔任該年度吳大猷獎受獎人代表致

詞。 

● 獲得翻轉教師創始人 Jon Bergman 認證

「全球前 50 名高教翻轉推動教師」肯定

之殊榮。 

● 獲得科技部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

才：研究傑出獎勵 

● 獲得科技部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

才：研究優良獎勵 

● 2012學年度獲得國科會補助 2012~2014年

「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獎勵。 

● 2014至 2020學年度間，共指導 13件科技

部大專生計畫，其中 4 位同學獲得科技部

最高榮譽—大專生研究創作獎(2014 學年

度 1件、2016學年度 2件、2017學年度 1

件) 

● 2010 至 2020 學年度為止，共發表 142 篇

論文，含 59 篇期刊論文，其中 SSCI期刊

共計 32篇，SCI期刊共計 2篇，TSSCI共

計 3篇。 

● 在 2019年知名 SSCI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JET)論文裡被評

比為在 2007-2017 年間，全球數位學習領

域中最高論文引用率前 40名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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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日之星-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研究人才 

姓名 職稱 專長 研究績效 

胡筱薇 

 

副 

教 

授 

數位轉型、

電子商務、

資料探勘、

社群網絡分

析、社群資

料探勘 

● 共計 9 篇期刊論文，包含 SCIS、SCI、EI

及其他指標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 

● 共計 13 篇國際研討會論文，皆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 

● 共計 5 項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包含多年

度計畫。主題包含： 

1. 憂鬱情緒探勘 

2. 社群主題擴散模型 

3. 基於雲端運算之頻繁樣式探勘 

4. 多商店環境下之決策樹模型 

● 共計 12 項產學合作計畫，包含多年度計

畫。主題包含： 

1. 社群暴力探勘 

2. 電商輿情分析 

3. 社群操作特徵工程應用於基金產品 

4. 集團 AI文化導入 

5. 資料平臺規劃案 

6. 大數據服務平臺建置 

7. 專業社群之數據中台研究 

8.  企業數位轉型策略與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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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向原 

副 

教 

授 

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

醫療資訊 

● 2017年至 2020年間共計發表 15篇 SCI、

EI及其他指標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 2017 年至 2020 年間均獲得科技部研究計

畫補助以及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 與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

利用機器學習從其消費者購買產品的時

間、空間以及品項來進行消費者的分群進

而了解客戶。 

● 與長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利用

深度學習從其產品蝦紅素的化學結構來預

測其可能的功能性。 

● 與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

作之計畫，利用文字探勘與機器學習等技

術，藉以協助人員進行疾病分類之編碼以

及事故原因，並提昇準確性及整體效率。 

金凱儀 

 

副 

教 

授 

數位教育應

用、電腦輔

助 學 習 系

統、行動式

學習系統、

混合 /擴增

實境技術、

穿 戴 式 裝

置、適性化

學習模式、

人工智慧應

用、巨量資

料分析、人

機互動介面 

● 2012 年至 2020 年間，共計 18 篇 SSCI、

SCI、EI、TSSCI、ESCI 及其他指標之國

際學術期刊論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 2016 年至 2020 年間，擔任 8 個 SSCI 或

SCI國際學術期刊審稿委員，審查 20個稿

件。 

● 2013 年至 2020 年間，每年均獲得科技部

研究計畫補助，且 2015 至 2019 年間每年

均獲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原名稱

為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 2013年至 2019年間，共指導 10位大學生

發表 10篇期刊論文，TSSCI或 SCI計有 8

篇，並指導大學部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生

研究計畫 5篇。 

● 2014 年至 2019 年間，獲得科技部產學合

作研究計畫補助，共 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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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江宇 
助理

教授 

電子商務、

物聯網、流

量分析 

● 2020 年度擔任大聯大控股集團產學合作計

畫主持人 

● 獲台灣金融研訓院遴選為 2021 年度菁英

講座 

● 著有多本大數據、流量分析暢銷著作 

● 參加 2017 年度農委會農業創新黑客松獲

農友好神獎 

● 參加 2021 年度聯發科技智在家鄉獲最佳

潛力獎 

● 指導學生獲 2017、2019 年度科技部大專

生研究計畫補助 

● 2015 年度至 2020 年度之間指導 7 位碩士

研究生 

● 2008 年度至 2021 年度之間發表 3 篇

TSSCI、4 篇 SSCI、3 篇其它類學術論

文，以及發表 9 篇國際研究討會論文、3

篇教學個案研究。 

黃福銘 

 

助理

教授 

資料素養、

機器學習、

模式識別、

影像辨識、

異常偵測、

資料視覺化 

● 執行並總主持科技部整合型計畫：前沿人

工智慧科研成果轉化：轉譯、呈現、與評

估－總計畫(含子計畫一)：人工智慧成果

影響評估與轉譯及人工智慧知識圖譜之生

成(2018/07/01~2021/06/30)。 

● 執行並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巨量資

料分析與人工智慧：實現群眾募資風險評

估(2018/04/01~2020/03/31)。 

● 執行並主持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委辦產學計畫共 3件： 

1. 車 籍 資 料 影 像 辨 識 系 統 優 化

(2020/11/01~2020/12/31) 

2. 以深度學習技術為基礎之要保書影像辨識

系統研發(2020/04/06~2020/06/15) 

3. 要 保 書 影 像 辨 識 系 統 研 發

(2019/10/01~2019/12/31) 

● 執行並主持中央氣象局委辦產學計畫共 1

件：中央氣象局網路氣象輿情分析服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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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1~2019/12/31)。 

● 擔任科技部研究計畫共同主持人。 

● 榮獲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分項子計畫及教

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共 4件之計畫執行成

效優良獎。 

● 指導 2017、2018、2020 年科技部大專學

生研究計畫共 3件。 

● 發表學術論文：2004 年~2021 年，總計期

刊論文 8 篇，章節書籍 2 篇，研討會論文 

30篇。 

● 指導碩士論文：2016年~2021年，總計 21

篇。 

● 受邀學術演講與產學合作開課：2016 年

~2021年，總計 13場次。 

● 2017~2019 年指導學生參賽，共得獎 3 次

包括全國大專院校 AI 金融科技創新創意

大賽、華南金控第三屆金融科技創新競

賽、HackNTU 臺大黑客松。 

● 獲得教師學術獎項 5 次包括 Google AI 

Explore ML Certified Lecturer 、 IBM 

Faculty Awards, Cognitive Computing 

area、Best Paper Award. The 15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Engineering (ICEBE)等。 

● 2016~2018 擔任國際研討會組織成員及委

員等。 

呂明頴 
助理

教授 

行銷、行銷

科技、行為

分析、消費

行為、運輸

管理、預測

性維修、流

量預測等 

● 2017年獲得 2017 第十屆崇越論文大賞 博

士組 最優論文獎。  

● 2017 年 獲 得 科 技 部 補 助 參 與 2017 

ICABML conference (106-2914-I-013-006-

A1)並獲得最佳論文獎。  

● 2017年至 2020年間，發表 SCI或 TSCI學

術期刊 2篇，研討會論文 4篇。 

● 2017 年至 2020 年間，進行的產學合作共

19件，交通運輸相關產學合作案 9 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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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科學相關產學合作案 10件。  

● 2017 年至 2020 年間，擔任 3 個 SCI 或

TSCI學術期刊審稿委員，審查 6個稿件。 

● 2017 年至 2020 年間，擔任 3 個 SCI 或

TSCI學術期刊審稿委員，審查 6個稿件。 

● 2017 年至 2020 年間，指導 5 位碩士論文

（含共同指導）。 

● 2018 年指導學生參加 2018 公路公共運輸

規劃競賽，並獲得實際應用組 優等獎 。 

● 2018 年至 2020 年間，每年均獲得科技部

研究計畫補助。 

丁德天 
助理

教授 

流行病學、

醫療影像分

析、老年醫

學、社會資

本與社會網

絡分析、成

癮醫學 

● 執行研究計畫共 7件： 

發展機器學習之因果推論：建構甲狀腺之

細胞學檢查常模資料庫與細胞學診斷辨識

技術之開發 

1. (October 2019-September 2020, as the 

Principle Investigator) 

2. 社會實踐計畫（USR）：腦力自主學校

之社區資深公民自主力促進與銀髮產業

人才培育 (February 2020- July 2020) 

3. 探索健康行為之網絡散播模式 (Jan. 2017-

2018, as the Co-Principle Investigator) 

4. 提升網絡連結模式來解決社會不平等之

健康問題 (July 2015-2016)  

5. 提升高齡長者之社會網絡連結脈絡來建

構健康老化的藍圖 (May 2014-2017)  

6. 運用受訪者引介抽樣法與社會網絡分析

(RDS)探所物質成癮者之非法藥物使用行

為 (2006-2014) 

7. 運用網絡與基因分析法探索青少年飲酒

行為 (2006-2014)  

● 發表期刊與會議論文： 

推薦系統之疾病網絡分析 

1. Application of Weighted Alternating Least 

Squares on Constructing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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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s in the Heterogeneous Process of 

Aging.發表於ＩＥＥＥ系列研討會 

2. 鎮定安眠處方用藥之全國藥物濫用情況

調查發表於前 19%之預防醫學期刊

[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 

3. 菸酒成癮性族群之Ｋ他命使用行為與認

知期待-發表於排名為世界前 35%之英國

醫療公衛期刊[BMC public health] 

4. 老人衰弱與憂鬱症候群之共病與致死風

險研究-發表於前 50%之高齡臨床介入期

刊[Clinical interventions in aging] 

5. 運用長期追蹤資料、探索電視酒品販售

廣告如何影響青少年酒精期待的建構-發

表於排名第四之藥物與酒精依賴期刊

[Drug and Alcohol Depend] 

6. 同儕網絡對青少年飲酒之預期性認知與

期待的影響-發表於排名第六之成癮行為

期刊[Addict. Behav] 

7. 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探索合法物質成癮

者之非法藥物使用行為與網絡建結模式-

發表於排名為世界前 25%之流行病學期

刊[ J Epidemiol] 

8. 整合負二項迴歸與網絡分析模型探索青

少年早期之飲酒行為-發表於排名第四之

藥物與酒精依賴期刊[ Drug and Alcohol 

Depend] 

9. 探索青少年情感性疾患與第一次性行為

之關聯-發表於排名第三之性行為檔案期

刊[Arch. Sex. Behav] 

10. 運用表觀遺傳學指標探索慢性Ｃ型肝炎

之藥物治療成效-發表於排名第四之藥物

與 酒 精 依 賴 期 刊 [Drug and Alcohol 

De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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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政隆 
助理

教授 

文字探勘、

自然語言處

理、深度學

習 

● 2018 年至 2020 年，共計發表 3 篇 SCI 等

級期刊論文、發表 9篇國際研討會論文。 

● 2018 年至 2020 年間，每年均獲得科技部

研究計畫補助。 

● 2018 年至 2020 年間，擔任 3 個 SCI 國際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共計審查 6件 

● 2018 年至 2020 年間，共計指導 3 位碩士

生，協助投稿 2篇 SCI國際期刊論文 

● 2018 年至 2020 年間，指導 1 件科技部大

專生研究計畫。 

● 成立東吳大學自然語言處理實驗室，推廣

學以致用，模型開發及 AI落地等任務。 

● 配合產學合作，與國內連鎖餐飲業者共同

建構智慧點餐推薦系統，並獲得科技部產

學合作研究計畫補助。 

李佳蓉 
助理

教授 

機器學習、

資料探勘、

演算法、計

算理論 

● 2016 年至 2020 年間，共計 8 篇 SCI、EI

之國際學術期刊、會議論文。 

● 2019 至 2020 年間獲科技部研究計畫補

助。 

蔡芸琤 
助理

教授 

金融科技 

金融視覺 

財務工程 

資料科學 

機器學習 

人工智慧 

● 獲得 2019 年與 2020 年「教育部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專案]技術實作」學門補助。 

● 指導專題生獲得科技部「2018 年度大專生

計畫研究創作獎」。 

● 指導修課學生獲得教育部「2018 年度全國

大學校院數位人文大數據學生競賽踏實組

冠軍」。 

● 規劃東吳巨資與波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

（Cal Poly Pomona）之學碩雙聯制及臺大

共同教育中心推動的 CS+X（資訊科學

Computer Science + 知識領域 X）系列課

程。 

● 代表東吳巨資與臺大財金、臺大資工、政

大風管，進行三校聯合課程，與玉山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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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中信銀行、南山人壽、野村投信、國

泰人壽、國泰產險六家金融機構，開設

2019 學年第二學期實務型的金融科技課

程 。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1023) 

● 為東吳巨資建立起與日商野村投信的正式

實習合約。 

● 使用 Blockchain 101 為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的期末專案，與 IOTA 社群合作，共同建

立東吳幣校園價值系統生態系。 

● 2015 年至 2020 年間，共計 11 篇 SSCI、

SCI 及其他指標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為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 執行 2017 至 2021 年度科技部工程司「數

位經濟前瞻技術研發與應用專案計畫」擔

任「分散式智慧金融共享平臺-分散式智慧

金融共享平臺」子計畫二之計畫主持人。 

● 2018 年提出「可解釋性的金融視覺

（ Explainable Financial Vision）新興領

域」，與美國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BNL）

共同進行下一代的可解釋性人工智慧

（XAI）、對抗例特定攻擊（Adversarial 

Attacks）演算法導入金融視覺（Financial 

Vision）之系列知識架構研發與規劃，建

立如何解決「時序型資料用於空間型模型

的訓練問題」的研究流程及方法，專注於

發展「金融視覺」演算法科技基礎建構。 

● 2020 年擔任 AWS Educate 雲端大使及財

政部提名為彰化銀行董事候選人。

（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

4646517） 

● 2019 年與永豐證券共同發起「41 AI 日」

(https://m.ctee.com.tw/livenews/aj/a0763300

2019040214581783）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1023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4646517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4646517
https://m.ctee.com.tw/livenews/aj/a07633002019040214581783
https://m.ctee.com.tw/livenews/aj/a0763300201904021458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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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擔任微軟加速器臺灣女性 Al 開發

者代表。 (https://www.chainnews.com/zh-

hant/articles/682291031858.htm) 

陳宏仁 

專案

助理

教授 

資料探勘、 

巨量資料分

析、機器學

習、使用者

經驗設計、 

人因工程 

● 2016-2020 年間，共計發表 9 篇 SCI/SSCI

指標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其中五篇為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 2016-2020 年間，共獲得三件科技部「延

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其一為兩年期計畫。 

● 2018年獲科技部「 LEAP博士創新之星計

畫」選派赴美國 Equalearning Inc.公司專

案實習一年，並擔任駐洛杉磯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 2019 年國慶酒會「雲端報到平

臺」、洛杉磯臺灣書院官方網站建構與臺

灣偏鄉課輔互動式移動學習方案專案經

理。 

● 2016-2020 年間，受經濟部工業局、雲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哈瑪星科技與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

會委託，執行或參與「雲端服務系統使用

者介面優使性自主性檢測建置」、「顧客

關係管理系統優使性評估研究」、「人聯

網關鍵工具系統雛型應用驗證」、「臺北

市政府官方網站使用者體驗研究規劃」、

「發展政府數位服務設計準則」、

「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

畫」、「數位政府需求塑模與服務框架研

究計畫」與「機關網站使用者介面(UI)與

經驗(UX)使用者檢測服務」等八項產學合

作計畫。 

● 2011-2012 曾服務於鼎新電腦，先後擔任

集團研發用戶體驗組專案經理與系統分析

師，服務期間協助鼎新電腦制定用戶體驗

設計流程、領導該組員進行四個系列的企

業管理軟體用戶體驗設計與曾代表公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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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閘北區政府之邀遠赴上海科技館，

策劃「鼎捷體感雲端企業 BI 中心」展覽

內容獲上海市總工會頒發「2012 年上海市

團隊創先特色班組」。 

蘇明祥 

 

專案

助理

教授 

對話系統、

情緒偵測、

人格特質感

知、訊號處

理 

● 2016 年至 2021 年間，共計 5 篇 SCI、EI

及其他指標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為第一作

者。 

● 2019年至 2021年間，擔任 3個 SCI或 EI

國際學術期刊及 2 個重要國際會議審稿委

員。 

● 2019 年與成大資工吳宗憲教授進行高通合

作 計 畫 案 ： Sentiment-aware 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 

● 2017 年與成大資工吳宗憲教授進行鴻海合

作計畫案：多使用者對話處理機器人合作

計劃案。 

● 2016 年與成大資工吳宗憲教授進行鴻海合

作計畫案：智慧家庭(Smart Home)語音辨

識及合成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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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學合作服務窗口及 LINE諮詢專線 

如欲進一步瞭解或與本校合作，歡迎洽詢以下人員： 

東吳大學   

地 址：11102 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 

電 話：+886-2-28819471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信箱 

王志傑 研發長 5201 ccwang@scu.edu.tw  

謝明秀 研究事務組組長 5221 agnes@scu.edu.tw 

劉秀娟 研究事務組編纂 5224 s2200@scu.edu.tw 

 

★海外僑臺商單一服務窗口：劉秀娟編纂 

 

★東吳大學僑臺商服務專區 LINE諮詢專線： 

 

 

mailto:ccwang@scu.edu.tw
mailto:agnes@scu.edu.tw
mailto:s2200@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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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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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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cac.gov.tw/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https://ia.taiwan-world.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