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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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所大學國際產學合作聯盟共同研

商「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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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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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所大學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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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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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淡江大學創校於 1950 年，歷經第一波艱辛的奠基建設，第二、

三波定位及提升，落實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提倡的國際化、資訊化、未

來化三化教育政策，形成結合品質的淡江特色，第四波則轉變為淡水、

台北、蘭陽與網路四個校園，形成多元一體，共享資源的學術王國。

2017 啟動淡江第五波超越創新，並以「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

為中程願景。 

大學為匯聚學術研究能量，開發專業技術，整合產學資源，扮演

知識經濟的關鍵。因此，淡江大學於 107-111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以「整合研究產學，創客創新創業」為主軸之一，並責成研究發展處

發揮輔助功能，推動「師生參與產學計畫、推廣終身學習及建構華語

教學系統」為發展方向，帶動產業加值與技術創新，俾利更具特色與

競爭性。 

長期以來，持續精進學術研究水準，並屢獲得教育部、科技部肯

定。近年來，為增進產學研究誘因，接軌產業發展，鏈結產學資源，

陸續與 1111 人力銀行、穩懋半導體、信邦電子、翰可國際、南僑投

資控股、新日興、優派國際（ViewSonic）、聯邦商銀、亞新工程顧問、

豪紳纖維科技、神通資訊科技、晶實科技（Studio A）等企業簽署合

作意向書，建構人才培育與減少學用落差並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的學

習環境。 

欣聞僑務委員會有鑑於海外僑臺商資源力量強大，參照美國矽谷

與史丹佛大學技術合作模式，積極扮演槓桿支點角色，擬建構國內產

學研發單位與全球僑臺商合作網路，邀集各大專校院國際產學合作單

位，規劃「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內容提供僑臺商跨境諮

詢服務，安排僑臺商與產學研發單位交流。 

因而希望各校提供產學合作中心聯繫窗口，讓各校發揮專業諮詢、

產業應用、技術移轉等交互回饋，以及完整的育成服務，並主導彙編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期能對接僑臺商與國內產學研發

機構，提升僑臺商產業競爭力，創造研究成果的新價值，深具意義。

本校亦願意積極配合參與，期能促成更深廣的國內外產學合作，並編

整本校之產學合作資源，特為之序。 

 

淡江大學校長         

謹識於 2021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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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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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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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僑委會「僑臺商專區」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歡迎海外僑臺商朋友下載運用並踴 

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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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taiwan-worl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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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淡江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 

(一) 重要產學合作成果  

 

 

教師姓名 蕭瑞祥 

服務單位 資訊管理學系 

計畫名稱 價創計畫：啟發式智慧企業徵信 KYC 支援平臺開發計畫 

計畫概述 依據目前的國內外市場趨勢發展，我國制定嚴格的洗錢防制法，並

對進行非法交易者處以刑事責任和罰款。同時，由於借款人新出現

的法遵風險，傳統以人工審查流程的信用風險管理已無法負荷。國

內外主要金融機構都在承擔法遵營運成本增加的同時，反洗錢和信

貸風險也在升高。為了降低風險和營運成本，本計畫擬定 KYC + AI

計畫（Know your customer + AI）。KYCRight 是面向企業實體的進

階啟發式 KYC 平臺，能夠進行啟發式數據分析、自動數據獲取、

識別金融犯罪風險並計算信用評分。使用者可以 KYCRight 資料庫

搜尋實體資訊、歷史記錄，以及與風險指標的關係。最後，在將資

料集透過 KYCRight，使用者可以運用 KYCRight 的人工智慧技術

識別可疑的活動、高風險群組與提前警示等。KYCRight 既針對企

業客戶，也針對個人客戶。該平臺基於專有的自然語言處理和 AI

機器學習技術，可理解輸入的數據資料，並建構風險評估模型以防

止金融犯罪。為了提高數據準確性與提供詳細資訊，KYCRight 整

合可靠的觀察名單供應商，以最小化風險。因此，金融業的營運成

本將有所改善，受益於對潛在高風險交易的快速反應。 

 

 

 

中文關鍵字 KYC、風險評估模型、洗錢防制、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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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王伯昌 

服務單位 化學系 

計畫名稱 生技環保研發成果加值研討會 

計畫概述 淡江大學執行「研發成果推廣活動-生技環保加值研討會」科技

部補助案，邀請研究法人、有意願技轉廠商、專利事務所等校外

專家，以專利加值研討會創新模式，進行系列「眾籌輔導」研討

會議，以協助生技環保的研發成果老師，快速蒐集市場及產業資

訊、深化產業製程技術、促成產業供應鏈合作、確立商轉營運模

式，進而與廠商及法人鏈結，共同申請政府各部會價創計畫，共

創雙贏局面。 

  

研討會手冊 

 

中文關鍵字 生技環保加值研討會、眾籌輔導、價創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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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黃國楨 

服務單位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計畫名稱 先進過濾技術產學聯盟推展計畫(3/3) 

計畫概述 「先進過濾技術產學聯盟」之成立主要有三大宗旨：1.整合國內

相關人力與資源，成立過濾技術研發團隊；2.凝聚國內產、官、

學的力量，提升過濾領域之學術與技術水準，增進產學合作、專

利開發、學術交流與技術訓練；3.研發先進過濾與純化科技相關

之學理與技術之開發應用，並累積實務經驗，將學術研究導向工

業應用的實務方向。基於科技部的支持與聯盟已建立的核心技

術，計畫執行之第 3年招募了產業界 12家會員，以協助產業界

提昇競爭能力及產品價值為短期目標，並正與業界會員合作研發

創新產品及技術。此外，並積極辦理推廣教育活動，今年度舉辦

多場過濾技術講習會；聯盟定期更新聯盟網站，並刊行聯盟通訊

期刊，以宣傳聯盟相關資訊。聯盟並對產業界辦理技術諮詢、服

務與輔導規劃、參訪業界工廠及現場指導等。期望經由本計畫之

執行與聯盟業務的推廣，能夠協助相關產業的技術升級、提升產

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聯盟宣傳網站 

 

 

中文關鍵字  過濾、分離技術、薄膜分離、固液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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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利技術與研發能量 

1. 可技轉專利清單 

 

專利名稱 

 

獲證國家 

 

專利證號 

 

領域分類 

都市焚化飛灰研磨穩定再生利用為 

水泥材料之技術 

中華民國 I371437 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高分

子化學類 

都市垃圾焚化灰渣中的重金屬穩定 

方法及灰渣再資源化之方法 

中華民國 

中國 

I349656 

CN101357368B 

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高分

子化學類 

假單胞菌屬新種菌株及使用該新種菌株生產幾

丁質酶、幾丁聚醣酶及納豆激酶之製造方法 

日本 

美國 

US80930 生技醫藥、生物技術類 

拍翼軌跡呈８字型之仿生微型飛行器 中華民國 

美國 

I339634 

US8033499 

智慧機械類 

沙雷氏菌素（Ｓｅｒｒａｎｔｉｃｉｎ），其製

備方法與其抗腫瘤／抗氧化用途 

中華民國 I395742 生技醫藥、生物技術類 

應用於直接甲醇燃料電池的氣泡觀測裝置及其

氣泡觀測方法 

中華民國 I390794 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高分

子化學類 

微生物胞外多醣之製造方法 中華民國 I450966 生技醫藥、生物技術類 

具無線傳輸及感測能力之互動式聲光藝術裝置 美國 US8492640 電力、量測、光及儲存裝置

類 

功能性聚胺酯預聚物、利用其製備聚胺酯之方法

及其應用方法 

中華民國 

美國 

I422607 

US8815970 

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高分

子化學類 

光纖浸液體感測器及光纖浸液體偵測系統 中華民國 

美國 

I456180 

US8731342 

通訊類 

場效發射特性優異之以碳為主的複合材料之製

作方法 

中華民國 I447254 電力、量測、光及儲存裝置

類 

利用類芽孢桿菌生產界面活性劑和胞外多醣的

方法 

中華民國 I422682 生技醫藥、生物技術類 

具窗框旋轉結構之承載裝置及其窗框旋轉結構 中華民國 I499716 生活用品、土木、醫工類 

可攜式無線遠距照護生命特徵預警系統 中華民國 I456532 電力、量測、光及儲存裝置

類 

影像的動態範圍壓縮方法與影像處理裝置 中華民國 

美國 

I523500 

US9031320 

通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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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獲證國家 

 

專利證號 

 

領域分類 

影像的動態範圍壓縮與局部對比增強方法及

影像處理裝置 

中華民國 

美國 

I473039 

US9076218 

資訊類 

影像增強處理方法及影像處理裝置 中華民國 I533708 通訊類 

微電漿裝置 中華民國 

美國 

I510142 

US9078337 

光電液晶類 

電動機啟動積體電路控制裝置 中華民國 I502877 電力、量測、光及儲存裝置

類置 

存裝置類 發光二極體之製造方法 中華民國 I609503 光電液晶類 

非氟素疏水性之水性聚胺甲酸酯樹脂分散

液、及其製備方法與用途 

中華民國 

美國 

I480299 

US9688879 

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高

分子化學類 

自動化圖表互動學習方法及系統 中華民國 I497463 電力、量測、光及儲存裝置

類 

利用功能性聚胺脂預聚物所製成之聚胺脂的

應用方法 

美國 US9399242 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高

分子化學類 

複合式電極的製作方法 中華民國 I622069 光電液晶類 

具有校正裝置之機械手臂及其校正方法 中華民國 I547356 智慧機械類 

情境式教學方法與系統 中華民國 I512694 資訊類 

含有重金屬離子廢水之處理方法及其系統 中華民國 I591020 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高

分子化學類 

具開圓孔盤之旋轉盤式動態過濾器(旋轉式過

濾結構) 

中華民國 I533917 結構類 

場發射奈米複合材料極微電漿裝置 中華民國 I544512 光電液晶類 

微型飛行器拍翼傳動結構 中華民國 I572526 智慧機械類 

用於高溫熱管填充作業之填充管 中華民國 I547420 製程類 

多功能訓練機 中華民國 I579020 結構類 

無機奈米纖維及其製法 中華民國 I621745 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高

分子化學類 

調濕陶瓷及其製作方法 中華民國 I568702 製程類 

具有打開及閉合夾持模式之夾爪裝置 中華民國 

美國 

I584924 

US9844885 

智慧機械類 

 
以碳為主的複合材料之製作方法 

中華民國 

美國 

I596660 

US9994971 

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高

分子化學類 
 
影像物體特徵描述方法 

中華民國 

美國 

I590197 

US9996755 

資訊類 

結構性學習槪念評量系統 中華民國 I606432 資訊類 

利用類芽孢桿菌生產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劑

的方法 

中華民國 

美國 

I605125 

US9850519 

生技醫藥、生物技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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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獲證國家 

 

專利證號 

 

領域分類 

液晶組合物、應用此液晶組合物的酸鹼值感測

裝置 

中華民國 I595079 光電液晶類 

旋轉式乳化結構 中華民國 I611832 生技醫藥、生物技術類 

用於抑制 α- 葡萄糖苷酶之組合物 中華民國 I61514 生技醫藥、生物技術類 

室內空氣品質調整系統 中華民國 I645136 生活用品類 

基於區塊的主成分分析轉換方法及其裝置 中華民國 I642291 電力、量測、光及儲存裝置

類 電子裝置、包含此電子裝置可見光身份辨識

系統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 I630816 資訊類 

以施工流程為基礎之建築施工流程管理系統

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 I659368 建築工程 

智慧尿褲感測器及其感測器控制方法 中華民國 I662952 感測器 

一種提供類芽孢桿菌發酵生產α-葡萄糖苷酶

抑制劑之培養基組成 

中華民國 

日本 

I670372 

6670007 

生技類 

光學薄膜及其製備方法 中華民國 I650351 醫工類 

多孔性薄膜的製備方法、乳化元件及乳化裝

置 

中華民國 

美國 

I644883 

US10730020 

化學類 

生理資訊收集系統及其收發裝置 中華民國 

美國 

I644652 

US10673663 

生活用品類 

災難緊急救助系統及其控制方法 中華民國 

美國 

領證中  

US10492052 

資工通訊 

意見詞彙擴充系統及意見詞彙擴增方法 中華民國 I675304 資安工程 

一種新穎的垃圾焚化反應灰再生利用製造高

性能環保調濕陶瓷之技術(調濕陶瓷及其製造

方法) 

中華民國 I669281 循環經濟 

利用散佈於洋菜膠內液晶液滴即時檢測水中

汞離子 

中華民國 I666241 醫工類 

檢測裝置及檢測系統 中華民國 I668444 感測器 

以靜電紡絲製備疏水型高分子纖維的方法 中華民國 I672403 化學類 

錫蘭蒲桃萃取物之製備及其應用 中華民國 I704924 生技醫藥、生物技術類 

微針元件及其製造方法與微針模具的製造方

法 

中華民國 

日本 

I698263 

6731024 

生技醫藥、生活用品類 

史特靈冷凍機及其密封結構 中華民國 I702369 機械類 

球型機器人 中華民國 M565104 智慧機械類 

機械手臂控制裝置 中華民國 M565327 智慧機械類 

四硼酸化合物的製備方法及四硼酸化合物 中華民國 

美國 

I707685 

US10689404 

生技醫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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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具商品化暨商業價值專利介紹 

專  利：析出型薄膜及其形成方法 

專利國家：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美國專利 

專利號碼： I424925、US8697595 

發 明 人： 林清彬、游長慶、薛惠中 

摘    要： 本技術主要在改進薄膜形成方法，目的在增大及提高薄膜之比表 

面，以發揮較佳之染料塗佈、去污、除臭、殺菌等功效。 

本專利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種析出型薄膜及其形成方法，藉以

提高薄膜之比表面積，進而增進薄膜之染料降解、去污、除臭及

殺菌等功效。 

技術特色： 奈米抗菌技術目前是最有效抗菌方法之一，其中奈米銀的作用最 

好，而光觸媒或奈米銀的面積增大，會使銀的殺菌功能大幅增加。 

應用領域： 空氣清淨機、醫院手術病房燈具、大樓中央空調系統、新型殺菌

光冷氣機、大門進出通道、電子產業噴墨連接導線、抗菌纖維布

料、隱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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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可攜式無線遠距照護生命特徵預警系統 

專利國家：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專利號碼： I456532 

發 明 人： 葛煥昭、黃南競、鄭元成、余博淵、何信凱 

摘    要： 具可長期進行生理追蹤、主動式回報生理異常及發射求救訊息，

當偵測預警系統活動訊號、生理訊號異常後，會主動發送求救訊

息給遠端伺服器緊急醫療單位，進行通訊信號傳輸及時通報，達

到快速救援，搶救寶貴性命。 

技術特色： 遠距醫療照護為國民健康發展重點，將感測技術結合生理監控、

通訊傳輸、緊急救護醫療，成為第一線生命捍衛，以彌補因救護

不足所引起之遺憾，在技術發展上，可結合 AppleIWatch、

RemoteMonitor、SmartPhone 來展握使用者的生理變化，提供醫

療單位、救護單位，最即時、最真確的即時生理資訊。 

應用領域： 遠距照護、飛行員、潛水員、登山客、獨居老人之生理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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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調濕陶瓷及其製作方法 

專利國家：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專利號碼： I568702 

發 明 人： 高思懷、孫常榮、李明國、徐志維、黃啟賓 

摘    要： 本發明提供一種調濕陶瓷及其製作方法。調濕陶瓷係由焚化鍋爐 

灰、廢棄玻璃及坡縷石混合燒結製成。 

技術特色： 焚化鍋爐灰的用量為 5-60wt%，廢棄玻璃的用量為 10-85wt%，

坡縷石的用量為 10-60wt%。藉此，調濕陶瓷具有較佳的吸濕量、

放濕率，並且可避免重金屬在製程中流出，而可成功將有害廢棄

物回收利用，生產高經濟價值的環保高性能調濕陶瓷。 

應用領域： 環保建材、環保回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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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光纖浸液體感測器及光纖浸液體偵測系統 

專利國家：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美國專利 

專利號碼： I456180、US8731342 

發 明 人： 楊淳良、林宣宏 

摘    要： 可偵測感測器所處環境的乾 / 溼狀態，配合 OTDR 的使用 ( 光

時域反射儀 )，照偵測位置的需求設置分光器 (Splitter) 及光纖

浸液體感測器，再以 OTDR 進行即時檢測每個光纖浸液體感測

器之狀況及浸水狀況，可同時觀察多個光纖處所的浸液體狀況。 

技術特色： 偵測線路採分支設計，不會因偵測點的故障或分支光纖斷裂而影

響其他偵測點及主幹光纖偵測線路的運作。一旦分支偵測點受損

或浸液體，可迅速掌握以利人員迅速前往排除狀況。 

應用領域： 光纖線材偵測、海底電纜、工程用光纖蛇管照明、船艇、機房、 

電路浸泡警示器、自來水管路漏水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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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影像的動態範圍壓縮與局部對比增強方法及影像處理裝置  

專利國家：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美國專利 

專利號碼： I473039、US9076218 

發 明 人： 蔡奇謚、黃志弘 

摘    要： 本發明提出了一種動態範圍壓縮方法結合的局部對比增強演算

法，以改善傳統的彩色影像視覺品質，實現即時高清解析度影像

訊號處理的性能。 

技術特色： 本技術就是不增加任何硬體，利用演算法方式，擷取影像並比對

其向素進行修補，使影像更接近於肉眼所看影像，讓圖像、背景

更清晰，因使用軟體進行修正，不僅可降低成本，亦可降低現有

硬體設備工作負荷。 

應用領域： 手持行動裝置、投影機、行車紀錄器、監控攝影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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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自動化圖表互動學習方法及系統 

專利國家：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專利號碼： I497463 

發 明 人： 徐新逸、周雲虎 

摘    要： 適用於市面上已存在之圖片、遊戲和影像等多媒體，針對多媒體

顯示的內容，提供一套組合多媒體情境內容而自動產生關聯圖表

的解決方案，讓使用者達到有效學習科學教育之目的。 

技術特色： 利用了關聯圖表，讓使用者由各種可能性中判斷可能的解答，免

除了繁複的計算，讓使用者能專心在所須學習的原理上，同時又

能保持遊戲的流暢度。 

應用領域： 本發明適用於一電子顯示裝置和網路環境之介面，適合數位學習

產業、遊戲軟體產業、補教業、教科書產業、及電子書產業之用。

提供數位學習產業及遊戲產業最佳加值服務。目前已經應用在虛

擬實境等模擬軟體，期待有更多的應用，創造教育產業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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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微型飛行器拍翼傳動結構 

專利國家：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專利號碼： I572562 

發 明 人： 楊龍杰、洪堃銓 

摘    要： 本發明一種微型飛行器拍翼傳動結構，主要包括：一基座、一減

速齒輪組、一對五連桿拍翼機構、以及一直線機構所組成；藉由，

將直線機構與五連桿拍翼機構的有效整合，以提供微型飛行器應

用並具有垂直起飛的能力，且微型飛行器強勁充沛之升力及推

力。 

技術特色： 本發明係有關一種微型飛行器拍翼傳動結構，尤指將伊凡斯直線

機構整合於五連桿拍翼機構中，而可有效達到大拍翼行程、零相

位差、小體積、重量輕、大推力之拍翼傳動結構者。拍翼傳動結

構可滿足大拍翼角 ( 至少 80 度以上 )、小相位差 ( 接近 0)、

尺寸微小 (2.0cm 寬 3.5cm 高 3.0cm 厚 )、拍翼頻率接近 

20Hz，且機構質量不超過 1.5 克；最大升力可達 13 克重。 

應用領域： 遙控微型飛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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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旋轉式乳化結構  

專利國家：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專利號碼： I611832 

發 明 人： 鄭東文、吳思恩 

摘    要： 本發明為設計出新穎乳化結構裝置，適用於製備乳化溶液。藉由

設置穿孔的轉盤攪拌分散相及連續相，不僅使得轉盤重量輕，減

少過多的能量耗損，亦可使轉盤的穿孔提升攪拌時在乳化元件表

面所產生的剪切力，增加流體擾動，進而提高乳化效果。此外，

流體擾動的增加亦可促使二相互溶的速率增加。 

技術特色： 本創作是計新型乳化之裝置，以作為醫療材料製備實場化的基

礎，提高乳化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與提升品質，達到對乳化技術

的突破，對臺灣在醫藥、食品與化妝品產業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應用領域： 化學工程、能源工程、生物技術、精密陶瓷、材料科學、生醫材

料、藥品純化、化妝品工業、食品工業及電子工業等科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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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發光二極體之製造方法 

專利國家：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專利號碼： I609503 

發 明 人： 許世杰、張俊彥、凃博閔、侯翔彬、賴永裕 

摘    要： 包含下列步驟：取一基板，於該基板上生長一無摻雜氮化鎵磊晶

層，以蝕刻法蝕刻該無摻雜氮化鎵磊晶層而形成一多孔性結構

層，於該多孔性結構層上再形成氮化鎵磊晶層、金屬層以及矽基

板，最後以機械方式將磊晶層自該基板上剝離並置換至另一基板

上，其中該多孔性結構層之微米或奈米柱結構配合機械式剝離可

以達到一次性且快速的剝離效果，並不需另外再使用其他剝離方

式。 

技術特色： 以機械式剝離法取代昂貴且破壞性較高的雷射剝離法來製備垂

直式氮化鎵發光二極體，並配合濕式蝕刻製程蝕刻無摻雜氮化鎵

磊晶層以達此目的。具有成本低、可大量生產製造、量率高的製

程優勢。 

應用領域： 藍紫光發光二極體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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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利用類芽孢桿菌生產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劑之方法 

專利國家： 臺灣發明專利、美國專利 

專利號碼： I605125、US9850519B1 

發 明 人： 王三郎、郭曜豪、施柏豪、阮文邦、阮安順 

摘    要： 本技術主要在提供一種利用微生物產生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劑之

方法，係利用自臺灣土壤篩選出之菌株，編號為 BCRC910751 之

類芽孢桿菌屬之細菌 ( 以下簡稱 BCRC 菌株 )，利用培養液震

盪培養數天，該 BCRC 菌株以 37℃為培養溫度的條件下可以具

有較佳的產量，在取得培養該 BCRC 菌株的培養液後，利用天

然物分離法取得上清液，其上清液中即具有大量 α- 葡萄糖苷酶

抑制劑。 

技術特色： 透過該 BCRC 菌株所得之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劑經動物實驗證

實不會產生習知產品如腹瀉等副作用，且具有抑制 α- 葡萄糖苷

酶功效，又極具有耐酸鹼性，搭配現有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劑一

起使用有良好加乘功效。 

應用領域： 第三類健康食品 ( 血糖調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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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用於抑制 α- 葡萄糖苷酶之組合物 

專利國家：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專利號碼： I615142 

發 明 人： 王三郎、阮文邦 

摘    要： 本發明之技術手段在於：利用下述成分組合成一用於抑制 α- 葡

萄糖苷酶之組合物；其成分包含腺嘌呤 (Adenine)、3- 羥基 -DL-

脯氨酸(3-hydroxy-dl-proline)、菸酸(Nicotinic acid)、（3,6-二 氧 代 

- 哌 嗪 -2- 基 ）- 乙 酸 酰 胺 ((3,6-dioxo-piperazin-2- 

yl)-acetic acid amide)、 庚 酸 2- 乙 基 己 酯 (2-ethylhexyl 

heptanoate) 以及藥學上可接受之鹽類。 

技術特色： 本發明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除可抑制 α- 葡萄糖苷酶外，亦可

降低對使用者所產生副作用的組合物，以減緩醣類的消化速率，

降低餐後的高血糖，進一步可做為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之抑制藥

物。 

應用領域： 第三類健康食品 ( 血糖調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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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利：液晶組合物、應用此液晶組合物的酸鹼值感測裝置 

專利國家：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專利號碼： I595079 

發 明 人： 陳志欣、陳韋龍、何宗洋 

摘    要： 一種液晶組合物包括向列型液晶及具有 6 至 30 個碳原子的烷

基、芳基、芳烷基或雜芳基的化合物。此外，一種感測裝置包括

基板、框體、配向膜、前述液晶組合物及二偏光片。當流動物質

流經液晶組合物中的具有特定 pKa 值的化合物而發生化學反應

時，液晶的排列方向可以被改變，使感測裝置產生光學變化以量

測流動物質的酸鹼值。 

技術特色： 利用液晶感測，可於水溶液，PH 重金屬含量等數值連續性變化

的環境進行檢測，且能轉化成電子訊號，未來可作為檢測物聯網

系統。 

應用領域： 環保及食品安全產業的毒物檢測，河川污染的物聯網檢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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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學合作教師清單 

1. 文學院 

姓名 系所 專長 

紀慧君 大眾傳播學系 電視新聞、言說分析、語藝批評 

陳玉玲 大眾傳播學系 訊息設計、數位媒體整合、跨文化教育數位化 

馬雨沛 大眾傳播學系 傳播倫理、新聞採編、社會行銷、媒介內容產製、文化

行銷策略 

施建州 資訊與傳播學

系 

AR,VR 行銷遊戲開發、使用者經驗分析、品牌設計分析、

在地攝影實踐、影像典藏網路平臺建置 

歐陽崇榮 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 

圖書館自動化 、電腦網路 、資料庫系統 、資訊管理 、

電腦系統整合 、人工智慧  

林信成 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 

數位人文、數位典藏、數位保存、數位共筆協作、群體

智慧 

林黛嫚 中國文學學系 編輯與採訪、文學傳播、臺灣現當代文學、文化創意產

業、寫作 

李蕙如 中國文學學系 中國學術思想史、宋明理學、朱子學 

高上雯 歷史學系 先秦秦漢史、中國史學史、史記、中國藝術史、中國服

飾史 

李其霖 歷史學系 臺灣史、海洋史、明清史、文化創意、古蹟維護 

李嘉琪 歷史學系 歐亞研究、西洋史、歷史人口學、家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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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學院 

姓名 系所 專長 

王伯昌 化學學系 物理化學、化學數學 

王三郎 化學學系 應用微生物學、酵素利用學 

陳曜鴻 化學學系 發育生物學、癌症生物學、毒理學、基因轉殖、化學生

物、保健食品開發 

陳銘凱 化學學系 酵素學、蛋白質工程、蛋白質體學、基因工程、 酵母菌

細胞功能與遺傳 

潘伯申 化學學系 有機合成、含硼藥物合成 

李世元 化學學系 有機化學、藥物合成、材料合成、超音波化學 

施增廉 化學學系 天然物合成、醣化學合成 

徐秀福 化學學系 有機金屬、液晶材料 

吳俊弘 化學學系 毛細管電泳、質譜儀、生化分析與生物物理、奈米材料 

陳志欣 化學學系 分析化學、有機化學、材料化學、生物檢測 

葉炳宏 物理學系 TEM、SEM、半導體物理、奈米材料、奈米環境安全 

曾文哲 物理學系 數學物理、統計物理、熱力學 

楊定揮 數學學系 微分方程、數值分析 

蔡志群 數學學系 數據分析、統計諮詢 

黃逸輝 數學學系 統計推論、資料分析、機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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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學院 

姓名 系所 專長 

楊淳良 電機工程學系 光通道效能監視、感測技術、物聯網平臺、人工智慧技術

應用 

蔡奇謚 電機工程學系 影像處理、彩色影像增強處理、移動式機器人之視覺追蹤

控制、視覺伺服、電腦視覺 

江正雄 電機工程學系 數位積體電路設計、類比積體電路設計、影像處理 

翁慶昌 電機工程學系 模糊系統、智慧型控制、SOPC 設計、機器人設計 

李揚漢 電機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積體電路設計(數位、類比、通訊 IC)、無線通

訊系統(4G, 5G行動網路)、物聯網與無線充電 

劉寅春 電機工程學系 非線性系統控制、模糊控制、無人飛行機(UAV)控制、綠

色能源系統控制、人機介面設計 

李世安 電機工程學系 FPGA晶片程式設計、可程式系統晶片設計、軟硬體共同

設計、智慧型控制、機器視覺 

李慶烈 電機工程學系 電磁學、平面天線、射頻電路設計 

紀俞任 電機工程學系 微波/毫米波天線設計、超穎材料(Metamaterial)設計與應

用、無線傳能、無線能量採集、電磁模擬分析 

劉金源 電機工程學系 海洋聲學、聲納系統 、聲波散射與迴響、水下搜尋與探

測 

易志孝 電機工程學系 機器學習、電腦視覺、影像處理與辨識、統計學習理論 

劉智誠 電機工程學系 機器人設計與控制、SOPC 軟硬體設計、嵌入式系統、資

機電整合 

許駿飛 電機工程學系 數位積體電路設計、智慧型控制、機器人設計 

周建興 電機工程學系 機器學習、影像分析與辨識、人機互動、互動式學習 

李宗翰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計算流體力學（CFD）、生物晶片設計、數值模型之建立、

海洋工程（含沿岸及離岸） 

林清彬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材料科學工程、精密製造 

康尚文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熱流與能源、太陽能技術、電子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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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專長 

陳冠辰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創意性工程設計、機構設計、機器動力學、馬達設計、電

磁場分析、齒輪系設計、最佳化設計、機動學、動力學、

專題導向學習、創意性教學 

王銀添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機電整合、機器人學 

董崇民 化學工程與材料

工程學系 

高分子材料、物理化學、儀器分析、生物可分解高分子 

鄭廖平 化學工程與材料

工程學系 

高分子薄膜、有機-無機複合材料、功能性光學薄膜 

鄭東文 化學工程與材料

工程學系 

薄膜分離程序、薄膜過濾、薄膜反應器、薄膜蒸餾海水淡

化、生化產品之分離及純化 

蘇鎮芳 化學工程與材料

工程學系 

能源環境材料、淨水處理及資源再生技術、電化學、光電

催化觸媒、有機-無機複合材料 

黃招財 化學工程與材料

工程學系 

高分子加工理論與實務、高分子流變學、高分子特殊成型

原理與實務、光電高分子與其應用、高分子產品設計與其

生命週期管理 

張煖 化學工程與材料

工程學系 

程序強化、新能源程序、綠色程序、流體力學模擬、多目

標最佳化設計 

郭經華 資訊工程學系 多媒體網路應用系統、電腦輔助語言學習、可調適系統 

蔡憶佳 資訊工程學系 高速電腦通訊網路、群組資訊交流之效率評估、新一代電

腦網路之通訊協定 

葛煥昭 資訊工程學系 臨床醫學資訊系統、資料探勘 

石貴平 資訊工程學系 無線網路、物聯網、行動計算、通訊協定設計 

林其誼 資訊工程學系 容錯計算機系統、行動計算及網路 

黃連進 資訊工程學系 計算機結構、嵌入式系統、數位影音處理、數值計算 

洪文斌 資訊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影像處理、電腦視覺 

黃心嘉 資訊工程學系 應用密碼學、數位簽章法、資訊安全、電子商務安全、深

度學習 

陳建彰 資訊工程學系 影像處理、浮水印、視覺密碼、演算式計算、 

多媒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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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專長 

張志勇 資訊工程學系 物聯網智慧控制、人工智慧(新增)、無線網路(新增)、嵌

入式系統、APP 與互動網頁 

陳瑞發 資訊工程學系 無線感測、穿戴式裝置、數位學習 

黃仁俊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安全、網路安全、行動網路安全 

張麗秋 水資源及環境工

程學系 

水文分析、水資源經營與管理、類神經網路、模糊理論 

李奇旺 水資源及環境工

程學系 

飲用水處理、工業廢水處理、薄膜處理技術 

高思懷 水資源及環境工

程學系 

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利用、水及廢水處理、生質能源、

生命週期評估、清潔生產、環境工程 

蔡孝忠 水資源及環境工

程學系 

颱風、水文氣象 

黃瑞茂 建築學系 設計研究、文化地景研究、都市理論與歷史 

鄭晃二 建築學系 設計研究、設計理論 

林珍瑩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建築結構與造型、當代建築與設計思潮 

顏亮平 建築學系 建築歷史、建築理論、後殖民建築文化研究、文化資產再

利用 

范素玲 土木工程學系 專案管理、進度管理、財務管理、工程爭議處理、工期展

延分析、建築資訊模型 

洪勇善 土木工程學系 土壤力學、基礎工程、邊坡穩定、加勁土壤、生態工法 

張德文 土木工程學系 土壤動力學、大地數值分析、土壤結構互制、鋪面力學 

楊長義 土木工程學系 岩石力學、工程地質 

蔡明修 土木工程學系 營建管理、營建業流程再造與整合、流程自動化系統、工

程系統分析與設計 

張正興 土木工程學系 風力工程、大氣擴散、計算流體力學 

羅元隆 土木工程學系 結構動力學、建築物耐風設計、極值分析理論、風洞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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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專長 

姚忠達 土木工程學系 工程與人文、風車橋互制動力、高鐵振動、結構非線性穩

定、磁浮動力、計算力學 

林堉溢 土木工程學系 橋樑分析設計、預力混凝土、結構力學 

王人牧 土木工程學系 專家系統、人工智慧、電腦輔助設計、結構工程 

陳增源 航空太空工程學

系 

空氣動力學、熱力學、航空發動機、熱對流 

蕭富元 航空太空工程學

系 

飛行力學、太空力學、系統建模與模擬、電腦視訊及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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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管學院 

姓名 系所 專長 

魏世杰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擷取、機器學習、文字探勘、地理資訊系統，平行

運算、網路安全 

張昭憲 資訊管理學系 社群運算與電子商務、資料探勘、協商支援系統、物件

導向軟體開發 

施盛寶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專案管理、資訊人力資源管理、資訊安全管理、企

業資源規劃 

游佳萍 資訊管理學系 專案管理、質性研究、虛擬社群、電子化政府 

鄭啟斌 資訊管理學系 柔性運算、機器學習、決策分析、供應鍊管理 

王居卿 企業管理學系 行銷管理、服務行銷管理、策略管理 

吳坤山 企業管理學系 作業管理、國際企業經營、統計應用與資料分析 

涂敏芬 企業管理學系 科技管理、創新管理、策略管理、質性研究 

楊立人 企業管理學系 專案管理、新產品開發、知識管理、資訊科技應用、高

科技產業研究、作業管理研討 

羅惠瓊 企業管理學系 供應鏈管理、作業管理、品質管理、大數據分析 

汪美伶 企業管理學系 績效管理、組織行為、企業倫理、人力資源管理 

白滌清 企業管理學系 作業管理、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 

陶治中 運輸管理學系 智慧型運輸系統、軌道運輸、永續運輸 

張勝雄 運輸管理學系 大眾運輸營運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決策支援系統 

鍾智林 運輸管理學系 運輸規劃、共享運輸、交通工程、運輸系統分析 

溫裕弘 運輸管理學系 航空運輸、運輸網路規劃與系統分析、全球運籌管理、

運輸經濟與需求分析 

陳菀蕙 運輸管理學系 運輸安全、運輸規劃、高齡社會運輸系統分析、應用統

計分析 

韓幸紋 會計學系 公共經濟、健康經濟、健保財務、長照財務、租稅制度、

稅務法規及實務、租稅逃漏、非營利組織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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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專長 

陳怡妃 管理科學學系 資料探勘、管理科學、一般管理 

溫博仕 統計學系 社會調查專題、抽樣理論、市場調查 

林志娟 統計學系 統計推論、決策理論、財務統計 

謝璦如 統計學系 巨量資料遺傳統計模式建構、生物統計 

林彥伶 經濟學系 勞動經濟、個體經濟、教學法研究 

汪琪玲 風險管理與保險

學系 

經濟學、保險經濟、汽車保險 

邱建良 財務金融學系 數量方法、計量經濟學、時間序列 

陳鴻崑 財務金融學系 公司理財、公司治理 

林建志 財務金融學系 財務工程、時間序列 

黃一峯 公共行政學系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各國人事制度、組織行為與評鑑、

人力資源發展、績效管理、管理人才測評 

陳志瑋 公共行政學系 公共政策、組織理論、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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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國語文學院 

姓名 系所 專長 

蔡瑞敏 英文學系 師資培育、質性研究、跨文化語言教學 

張雅慧 英文學系 英語閱讀與寫作、語言學習策略 

林銘輝 英文學系 語料庫協同語言教學、教育統計、研究方法、電腦輔助

教學法 

馬耀輝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社會文化、日本近代化研究、日本語教學 

堀越和男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語學、日本語教學 

蔡欣吟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語學、教育學 

曾秋桂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近代文學、村上春樹文學、中日比較文學、宮崎駿

動画研究、日本殖民地臺灣文學(張文環研究)、日本語

古典文法、日本漢文訓讀、日本語教學 

林盛彬 西班牙語文學系 西班牙及拉丁美洲文學、美學與藝術理論、比較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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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際事務學院 

姓名 系所 專長 

王高成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

究所 

亞太區域安全、兩岸關係、美中臺關係 

翁明賢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

究所 

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全球化與國家安全、中國國家

安全戰略與政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 

李大中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

究所 

美中臺關係、美國與亞太安全、聯合國與國際安全 

陳麗娟 歐洲研究所 歐洲聯盟法、歐洲經濟法、歐洲貿易法 

張五岳 中國大陸研究所 香港問題專題研究、兩岸政經專題研究、分裂國家統

一政策之比較研究、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 

陳建甫 中國大陸研究所 一帶一路與新南向、中國社會問題、三農問題與城鄉

發展、區域經濟整合與組織、中國公民社會與基層選

舉 

曾偉峯 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中國政治、中國外交、衝突研究、比較政治、國際關

係、民主化 

 

 

 

 

 

 

 

 

 

 

 

 

 



 

33 
 

7. 教育學院 

姓名 系所 專長 

張家宜 教育政策與領導

研究所 

全面品質管理在教育之應用、教育領導與行政 

張鈿富 教育政策與領導

研究所 

高等教育、教育政策分析、決策理論與分析、計量研究

方法 

薛雅慈 教育政策與領導

研究所 

課程社會學、課程與教學領導、教育改革、教育社會學 

張貴傑 教育心理與諮商

研究所 

心理治療與諮商、諮商心理研究、諮商心理實務與實習

督導、家族與伴侶治療、表達性治療 

李麗君 教育心理與諮商

研究所 

教育心理、教學設計、研究方法、學習策略、教學信念 

陳麗華 課程與教學研究

所 

教科書設計、社會學習領域、程與教學、國際教育、全

球教育、族群關係教育、公民教育 

陳國華 未來學研究所 人口與高齡化、未來意象研究、社會變遷與發展、永續

環境 

林怡君 師資培育中心 學校輔導原理與實務、諮商督導、多元文化教育與諮商、

性別研究與諮商、青少年心理學 

徐新逸 教育科技學系 數位學習、教學設計、測驗與評量、專案管理與評鑑 

賴婷鈴 教育科技學系 教育科技原理與研究、數位學習理論與應用、專案開發

與應用 

王怡萱 教育科技學系 創新科技教學應用、多媒體數位內容開發、科技輔助語

言學習、遊戲式學習 

鍾志鴻 教育科技學系 人力資源發展、訓練課程設計與評估教育科技、教育資

料探勘、成人教育及績效科技(HPT) 

 

 

 

 

 

 

 

 

8. 全球發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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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專長 

陳維立 國際觀光管理學

系全英語學士班 

戶外遊憩資源分析、保護區經營管理、環境變遷與溝通

教育、遺產旅遊 

紀珊如 國際觀光管理學

系全英語學士班 

觀光行銷、觀光目的地品牌建立、觀光目的地忠誠度、

觀光目的地管理 

王蔚婷 英美語言文化學

系全英語學士班 

多元文化、質性研究、成人與繼續教育、宗教教育、社

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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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校簡介 

  本校持續發展與建設「淡江第五波」，發揚淡江文化、精簡活化組織、

爭取產官學及校友資源，並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政府「5+2」核心產

業與人工智慧的產業應用，以及新南向政策，以「超越」為校務新里程，並

以「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為願景，落實在地連結、區域合作、國際鏈

結及創新實踐。 

  本校產學合作事務由既有的產學推動行政組織進行相關之執掌調整，整

合本校 9個學院教師資源，並成立多個產學群，包括生醫材料產學群、機械

人產學群、AI產學群、智慧製造產學群、科普產學群、創新創業產學群、

微針產學群、數位健康產學群、智慧綠能產學群與生態科技產學群等 

。 

  在「產學群」的基礎下長期深耕前瞻領域，本校已累積豐富的產學聯結

經驗。具體而言，本校擁有各種貴儀檢測設備資源，具備強大且豐沛研發能

量，可輔助產業界相關產品的研發結果的判定與佐證，進而縮短研發時程，

加速材料的量產上市。另特別透過校內「生醫材料產學群」、「機械人產學群」、

「AI產學群」緊密配合下運作，搭建產學研合作平台、與國內外市場連結，

提供產業人才與科研服務。 

  本校產學合作服務內容包含三大面向： 

一、新創育成服務： 

    創業課程辦理、創業社團指導、創業團隊培育、育成輔導服務、育成商

機媒合、育成企業鏈結。 

二、產學合作服務： 

    專利檢索申請、價創輔導服務、技轉作價推廣、跨校產業關懷、雛形合

作展示、產學計畫管理。 

三、產學聯盟服務： 

    國際技術引進、國內技術輸出、產業聯盟推動、會員管理維運、產學媒

合推廣、產學計畫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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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發展處介紹與服務項目 

1. 研究發展處簡史 

  研究發展處之前身為「工程諮詢服務中心」，1988年 8 月 1日，為因

應本校行政組織之革新，更名為「綜合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行政支援組、

技術發展組兩組。1998年 9月，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由資訊中心

併入綜合研究發展中心，視同二級單位。1999年 8月，學校組織調整，

採取不分組編制，將行政支援組負責辦理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辦「事業廢水

處理專責人員講習或訓練班」業務移交建教中心辦理。2001 年 8月 1日

為考量名實相符再更名為「研究發展處 」。 

  為提升本校研發能量並強化本處之職掌及功能，自 94學年度本校組

織重整，除新成立西藏研究中心外，將盲生資源中心、資訊應用研究中心 、

漢學研究中心、生命科學開發中心、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風工程

研究中心、產業暨金融研究中心、統計調查研究中心、全球化與文化差異

研究中心、歐洲聯盟研究中心、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等研究中心改隸屬本

處。94學年度第 2學期新成立兩岸金融研究中心;96 學年度新成立能源與

光電材料研究中心及數位語文研究中心。 

 

2. 研究發展處特色 

本處之功能為： 

1. 配合本校發展目標，提供各單位研究發展行政支援服務。 

2. 接受校外機構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計畫相關事項。 

3. 技術與產品開發之建設與產學合作事項。 

4. 培育新創企業之成長發展，藉由申請政府各類研發補助專案以推動

學校產學合作計畫。 

5. 研發成果授權推廣、智慧財產權的申請及技術移轉等事項。 

6. 教育部補助全國性學術活動暨教育改進計畫業務。 

7. 其他有關研究發展及科技資訊之收集與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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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發展處服務項目 

本處服務項目： 

1. 研究計畫案之申請、簽約、請款、撥款及結案事宜。 

研究計畫含：  

 科技部專題計畫 

 大專生參與專題計畫 

 教育部計畫案 

 其他一般委託案  

2. 研究計畫案之儀器設備請購。 

3. 專題研究計畫案各項統計表格資料之鍵檔、彙整及陳報。 

4.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案執行情形、管理費經費回饋系所等。 

5. 研發成果推廣、智慧財產權的申請及技術移轉等事項。 

6. 科技部補助專家學者及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7. 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內外短期研究、延攬科技人才等。 

8. 科技部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兩岸科技研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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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究發展處所屬的各中心介紹 

1. 出版中心  

  本校為激勵學術研究風氣，提昇教學品質，出版學術性著作及期刊，

於九十一學年度﹝2002年 8月﹞在研究發展處下設立出版中心，統一辦

理本校出版品相關業務，協助教師及系所出版品之國際標準書號及國際標

準期刊號登記申請，辦理本校期刊出版及發行，以及學術性書籍、教科書

等授權、委外印製及經銷事宜。 

 

2.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淡江大學基於協助中小企業根留臺灣，促進國家經濟成長及配合國家

政策，成立「建邦創新育成中心」，以學校先進資訊、豐沛師資、實驗設

備、空間與產學合作經驗，提供新創企業培育人才的優質環境，並配合政

府重點產業政策培育新創企業，並結合政府各項創輔計畫、公工商會、產

業關係、校友會與學校組織進行招商，達成產官學三贏目標。 

  本中心為銜接招商渠道、連結育成產學、延伸培育服務與經營獲利模

式，透過教授的研究能量、研究中心的研究服務及行政單位的各種支援，

輔以業界顧問專家投入，建立產業良好網絡關係，持續深入培育資訊服務、

華文電子商務與 文化創意產業，並充分整合各學院研究資源，以扶植新

創企業、加速企業創新，及增進企業核心競爭力與環境競爭力為目標，進

而促成中小企業亮點，協助培育企業創造收益，並落實育成中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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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視障資源中心 

  淡江大學的盲生資源中心為臺灣最早成立身心障礙學生支持系統的

五所大學之一，在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尤其在視障者的服務工作，更是扮

演首創精神的角色。早在 1969年淡江大學張創辦人建邦博士開放中文系

提供名額給視障生就讀，當時學校即成立了「盲生課業及生活輔導小組」

協助全盲生在校的生活與課業。隨著「融合教育」與「回歸主流」理念的

推廣，越來越多不同各種障礙類別的身心障礙學生有機會進入大學就讀；

相對地，本校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也變得更為多元。有鑑於此，1980年

由原本的「盲生課業及生活輔導小組」擴編成盲生資源中心，承教育部委

託辦理大專校院暨高中職視障輔具中心及視障點字圖書業務。因此，盲生

資源中心在歷經這幾年的成長與發展，除了負責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

作的輔導組之外，尚有點字組、系統維修組、輔具中心及 Eye 社會創新客

服中心等部門，提供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及全國視障者更為完善的資源連結

與服務。2014 年起，盲生資源中心更名為視障資源中心，輔導組正名為

資源教室。 

  在校內身心障礙學生服務工作，在 1980年成立資源教室，服務大學

內所有的身心障礙同學，使其大學生活中能更加適應與順遂，並且藉由各

種輔導措施、軟硬體設施及輔助器材，針對身心障礙同學之障礙類別，透

過相關系上老師、輔導員、在學助理及志工們的團隊合作，希望對身心障

礙同學不僅在課業上，同時也在生活上、社會與心理層面上、未來生涯規

劃上能有實質的幫助與服務。 

   本中心秉著張創辦人開放科系提供視障生就讀的首創精神，肯定視

障者具有無限潛能，只要有機會及適當的協助之下，就能實現自決與自立

生活之目標。在全體師生支持及工作同仁全心投入工作，建立了關懷弱勢

者服務視障者的精神，推動「視障教育資訊化」的舵手的社會形象。然而，

視障者接受高等教育仍須完整支持系統，方能展現潛能實現自主。身心障

礙者就業輔導與推動是一項艱鉅的任務，特別是視障者的職業重建，更需

要大量人力與資源之支持，盼未來能更邁向提升身障者全面參與生活、休

閒、就學與就業等領域，營造多元、尊重與平等的社會氛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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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風工程研究中心 

  80年代初，淡江大學航太系簡又新教授與建築系陳信彰教授使用航

太系實驗室的 1m×1m 縮尺風洞執行了林口新市鎮開發的風場特性評估研

究，首創我國以風洞實驗進行大氣邊界層特性的相關研究。然而受限於當

時研究環境未緻健全，淡江大學的風工程研究並未能持續發展。80年代

末方由土木系鄭啟明教授與水環系盧博堅教授開始了淡江大學風工程研

究的長期發展。 

  於 2002 年成立風工程研究中心之際外，研究團隊也積極地投入國內

外學術交流活動。除了參與學術研討會外，2003年主辦國際風工程研討

會(IWES 2003)與建築物風力規範專題座談會、2004年協助成立中華民國

風工程學會（秘書處常設於淡江大學）、2006年主辦建築風力規範講習會、

2007 年主辦全球華人風工程論壇(GCWEF)與 CFD Workshop、2008年主

辦第二屆全國風工程研討會、2009年主辦第七屆亞太風工程研討會

(APCWE7)與第五屆亞太經和會經濟體之風力與風環境規範協調會議

(APECWW-2009)、2014年主辦國際風工程論壇暨風工程學術研習會

(IWES 2014)。透過學術交流與互訪，淡江大學風工程研究中心與國際上

近二十個風工程研究機構建立起良好的雙邊關係，分享學術研究成果，相

互砥礪成長。 

  風工程研究中心藉著學術研究所建立的研究設備與研究能量，在十餘

年前逐步開始接受工程界有關建築與橋樑耐風設計相關的委託計畫案。每

年由穩定數量工程案件的盈餘回饋風工程研究中心聘任專任研究人員、添

購研究設備、支持基礎研究、協助國內外學術交流、提供研究生獎學金等。 

  淡江大學進行風工程研究已有二十餘年歷史，在發展過程中雖有部份

研究團隊成員因個人學術興趣，逐漸淡出風工程領域，然而研究團隊依然

在持續發展之中。同時，風工程研究中心也在 2012年開始針對兩座使用

年齡較長的邊界層風洞陸續更換風扇及動力系統，提昇風洞性能。在全體

研究團隊的努力下，亦獲得淡江大學為期六年的特色扶持計畫經費，將於

2014 年至 2019 年間完成主動控制式複數風扇風洞以及煙流可視化系統。

除了持續增進風洞試驗能力之外，研究團隊近年來積極的提昇風工程研究

中心在計算風工程（CFD）與實場監測的研究能量。相信在短期內，淡江

大學風工程研究團隊將會帶著更新的研究設備與更全面性的研究能量，展

開風工程研究的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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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本中心於 2010年 8月於淡江大學正式成立，本中心為校級中心，由

淡江大學土木系范素玲博士擔任主任，接受產、官、學界委託，依據受委

託內容，由本中心指派委員組成工作團隊提供以下服務： 

 

(1) 工程技術鑑定、專家意見書及顧問諮詢 

由臺灣世曦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前副主任

委員、中央大學前工學院院長李建中博士擔任工程技術鑑定委員會主

委；由政大前法學院院長黃立博士擔任法律諮詢委員會主委，接受各

級法院、仲裁協會囑託之工程技術鑑定或機關、產業界委託之專家意

見書或顧問諮詢服務。 

 

(2) 專案管理、工程法律及資訊科技技術委託案 

本中心經由工程技術鑑定服務所回饋之資料，深入瞭解工程產官學界

所需，由本中心指派委員或延聘國內外專家，組成團隊接受各界委託

提供專案管理、工程法律及資訊技術服務。 

 

(3) 推廣課程及教育訓練 

本中心經由工程暨法律產學合作及工程技術鑑定服務所回饋之資料，

深入瞭解工程產官學界所需，由本中心指派委員或延聘國內外工程及

法律專長之講座，不定期開辦專題課程、產業專班與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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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  

  淡江大學機器人中心登上世界舞臺 : 機器人中心團隊於 2017年七月

27 日前往日本名古屋參加亞馬遜機器人挑戰賽(Amazon Robotics 

Challenge, ARC)，全球只有 16隊進入挑戰賽，其中淡江大學更是唯一之

臺灣代表隊。淡江大學機器人中心參賽團隊引進 AI (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於亞馬遜世界挑戰賽，與全世界頂尖大學 PK (MIT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Duk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okyo,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anpur,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 Panasonic Corporation, 

Toshiba Corporation)。 

  淡江大學機器人中心以 AI為核心-培養頂尖 AIR (AI-Robotics)人才，

機器人中心團隊運用 AI- ABCDE改變世界(AI運用的進階方式及邏輯) 

A :  Algorithm (演算法) 

B :  Big Data (大數據) 

C :  Cloud & Edge Computing (雲與邊緣計算) 

D :  Domain Knowledge (專家領域知識) 

E :  Evidence based data ( 可信賴之數據) 

 

  淡江大學機器人中心超越來自 AI：淡江大學機器人中心團隊面對未

來挑戰， 以“超越 來自 AI”為願景。機器人中心在未來聚焦於 AI核心技

術、AI產品，並於 AIR (AI-Robotics) AI機器人產業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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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運輸與物流研究中心  

(1) 成立宗旨 

「運輸與物流研究中心」(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Research Center) 

成立於2014年，旨在於整合運輸管理學系專任教師研究群之研究能量，

並作為運輸與物流領域之產、官、學研各界的能量整合與交流平臺。本

研究中心將結合校內外資源，積極參與國內外相關交通運輸規劃、政策

分析、營運管理、智慧運輸科技與資訊、物流供應鏈管理與技術之學術

與實務研究，致力於運輸與物流領域重要課題之前瞻與實務應用研究。 

 

(2) 成立目的 

因應智慧聯網、雲端運算與巨量資料之科技發展趨勢，交通運輸資訊整

合應用、資訊內容、規劃管理與決策支援即成為發展智慧運輸系統之重

要核心。本研究中心係以未來交通運輸之「智慧化」與「永續化」發展

趨勢為指導方針，涵蓋智慧運輸科技、交通工程與控制、大眾運輸、物

流與供應鏈、運輸安全、運輸經營管理、運輸環境人文領域群組之科際

整合研究發展。本研究中心為提升運輸與物流領域之研究能量，以及培

育系統整合人才，整合學界研究資源及產、官、研界之前瞻議題與實務

應用資源，建立一產官學研的交流平臺而強化協同研究環境，以培育社

會所需之運輸與物流專業人才。 

 

(3) 未來發展 

本中心中期發展階段(3～6年內)，將持續爭取產、官、研界委託研究案，

維持本中心運作，持續提升中心研究能量，並增加產學合作研究範疇。

未來規劃本中心朝「虛擬研究院 (virtual central lab)」的概念發展，長

期則將更強化產、官、研界委託研究案質量，促使中心成為運輸學界與

產、官、研界之重要交流平臺與政府企業決策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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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  

創立背景： 

淡江大學校長張家宜指示「形塑特色學系」 

 

2011年 8月 1日 「村上春樹研究室」成立 

2012 年 6月 23日 第 1屆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 

設立村上春樹專題研究碩班課程 

2013 年 5月 5日 第 2屆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 年 6月 21日 第 3屆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 年 8月 1日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成立 

2015 年 7月 25日 第 4屆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九州小倉市） 

2015 年 10月 30日 淡江大學村上春樹研究中心成立一週年紀念演講

會(特聘哈佛大學名譽教授 Jay Rubin 教授) 

2016 年 5月 28日 第 5屆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 

2016 年 11月 30日 淡江磨課師線上課程開課了「非常村上春樹」 

2017 年 7月 8日 第6屆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京都同志社大學） 

9. 水環境資訊研究中心  

(1) 成立目的： 

為促進相關水資源與環境領域之研究能量提升，落實有效的資訊系統

整合與運用，強化相關學術與實務之成效。 

 

(2) 中心定位： 

在於結合水資源及環境的學術研究、實務發展，透過承接校外單位與

企業委託的計劃，提高研究能量與實務經驗，增加服務社會之功能，

並搭配資訊化的執行與整合，強化相關領域的研究發展技術；為了滿

足市場人才的需求，從事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之教學、實習及研究訓

練工作，以培育水資源與環境工程相關之人員，提升人才之素質。 

 

(3) 未來發展 

水環境資訊研究中心 Information Center for Water Environment(ICWE)

將改變以往的研究型態，以創新精神、整合資訊、預測未來的思維，

結合各研究團隊，進一步開發新的研究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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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  

(1) 背景與宗旨 

【符合我國的地理環境優勢】 

臺灣陸域資源十分有限，但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包括水資源、能源

資源、生物資源、國防資源、文化資源等等，所擁有可管轄的海域面

積是陸域的 4.72倍，而且海域生態與環境都具相當多樣性，如東部

在離岸數公里即是西太平洋深海區，可取得深層海水，而西部是陸棚

的淺海區域是一個絕佳的離岸風電場域，因此發展海洋及水下科技以

利海洋資源的開發與應用是一個重要課題。 

 

【配合政府產業發展政策】 

過去十餘年來政府曾以「海洋立國」、「海洋興國」之思維朝海洋國家

發展，而海洋國家乃奠基於海洋產業。目前政府諸多重大政策都與海

洋產業有關，包括：國艦國造、離岸千架風機計畫、東部深層海水產

業都是重要的海洋產業，而 2015 年底通過了《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更是保護海洋文化的一個里程碑。 

 

【建構跨領域之發展】 

海洋及水下科技是一個跨領域的學門。在工程技術方面，除了海洋科

學與工程方面的特有學科外，其與物理、電機、機械、資工等有密切

的關連，若再擴展到海洋文化面向，則與人文、管理、政策等方面都

可進行群體思維、群體創意的合作。因此，本中心之設置對於本校跨

領域研發團隊之建構甚有幫助，也是本校拓展研發範疇之契機。 

 

(2) 目標與研發領域 

近程 積極建搆「聲納技術研發」、「水下文化資產保護」、「海洋深

層水資源利用」等三個跨領域研發團隊，進行人才培育及產

學合作，奠定本中心之基礎研發能量。 

中程 深化本中心與各相關系所合作關係，包括教學與研究，使本

中心成為培育海洋與水下科技人才的原動力，促進學校在海

洋領域方面的特色發展。 

長程 透過校內外團隊的整合，組成跨校、跨領域合作團隊，使本

校成為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發重鎮，邁向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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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聯絡單一窗口專線 

聯絡方式 

如欲進一步瞭解與本校合作，歡迎來電洽詢以下人員： 

 

 淡江大學研究發展處 

 地址：251301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S218 室 

 電話：02-26215656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楊立人 組長 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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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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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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7-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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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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