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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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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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於 1971年建校，以師資及專業人才培育為辦學宗旨，

在維持師資培育優勢、力爭研究創新先機的努力下，已取得均衡發展並形

塑出專業特色。與傳統師範校院相比，本校在工程、管理方面擁有優勢；

相較於一般綜合大學，本校在師資培育方面則具有獨特競爭力。在全體師

生共同努力之下，在教學品質、學風塑造、學術研究、產學合作、國際交

流、師資培育、學生就業、社會服務等面向均表現優異。 

本校近年來協助中小企業智慧製造與製程技術升級、智慧製造平臺建

構、零組件及精密機械技術深耕等面向之產業升級，進而輔導申請政府補

助計畫，協助廠商解決現有人力問題，促進產業升級與群聚加值。此外，

透過產業群聚推動與分析，結合在地公協會共同推動產學媒合活動，促進

在地發展，尤其在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及『產業園區廠商競爭

力推升計畫』，成效卓著。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整體校務持續優化與發展，也執行許多開創性的校

務發展策略，並獲致相當良好的成果，整體校園之進步與溫馨氛圍之營造，

已廣為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外界之認同與肯定，聚集為本校邁向永續與優秀

之強大能量。未來本校當克秉臨淵履薄的初衷，求精求實，砥志礪行，結

合本校優良的教研能量，提供海外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崢嶸於臺灣，躋

身國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校長陳明飛 

 

 

2021年 4月 

 



4 
 

一、「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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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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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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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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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介紹 

(一) 學校特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秉持「新、本、精、行」之校訓及「思維創新、篤

實務本、術有專精、實踐力行」之學校精神標竿，以成為「卓越教學、創

新研究、國際知名」的一流大學為發展願景，並以培育專業與通識兼備之

社會中堅人才、創造教學與研究並重之優質環境、開拓本土與國際皆具之

宏觀視野，以及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之知名學府為持續追求的目標。  

本校以師資及專業人才培育為辦學宗旨，綜觀本校發展之歷史淵源、

傳統優勢與轉型成果，本校在維持師資培育優勢、力爭研究創新先機的努

力下，業已取得均衡發展並形塑出專業特色。近十多年來，除原有的教育

學院、理學院、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等三個學院外，在政策支持下陸續增

設文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及社會科學暨體育學院等四個學院。目前七

個學院專業結構完整，並具校內跨領域整合的能量，在全校師生的努力經

營之下，巍然發展成為具有師資培育特色之綜合型大學。與傳統師範校院

相比，本校在工程、管理方面擁有優勢；相較於一般綜合大學，本校在師

資培育方面則具有獨特競爭力。為發展本校專長特色及善盡社會責任，本

校與秀傳醫療體系於 108 年 10 月簽署學術合作協定，雙方針對學術研究、

教學、教師合聘等方面互惠合作，提升秀傳醫療體系與本校學術研究能力。

本校在教學卓越、學術研究及國際交流等方面已獲致卓越成效，屢獲教育

部、科技部等相關單位之獎助，如本校自民國 96 年起連續十一年榮獲教

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及其延續計畫，接續再獲五年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是全國唯一獲此殊榮之師範校院，並據此獲教育部核定為全國第一批自我

評鑑試辦學校之一。另本校已連續五年執行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

並獲科技部核列為全國第一批實施彈性薪資自審學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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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學術評比方面，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於 2020年所公布之「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Impact Rankings），臺

灣僅有兩所大學進入前 100 名，本校世界排名第 66 名，僅次於成功大學，

此排名係根據聯合國的 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來評估大學全球績效，

透過研究、推廣和延伸管理 3 大領域做全面且均衡性比較，可反應大學對

社會影響的使命的獨特新見解，而不僅僅是各大學在研究和教學方面的表

現，本校如此優異的排名結果，顯見本校對於大學教育的貢獻，獲得國際

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和肯定；另外，在 THE 公布的 2020 年世界大學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本校維持 2019年

佳績，持續名列世界大學排名前 1001+，2020 年世界大學排名臺灣共有 36

所大學進榜，本校排名第 19 名，於國立大學當中排名第 13 名，在師範及

教育體系大學中是唯二入榜的大學。在各學科領域世界大學排名中，本校

在教育學科（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0 by subject: Education）榮

獲全球排名 251-300區間，工程技術學科（Engineering & technology）及自

然科學學科（不含生命科學）（Physical Sciences）方面，本校全球排名皆為

801+，在「新興經濟體國家」世界大學排名，本校榮獲 351-400 區間。此

外，QS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公告 2020年 QS亞

洲大學排名（QS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本校排名 301-350區間，名列

臺灣前 28名。這些排名表現，在在證明本校自我定位「師範為本，教育人

文拔尖；研發創新，科技商管精進」之綜合型大學辦學成效獲得國際肯定。 

為延續過往師資培育厚實根基與永續發展，並秉持前瞻性、開創性、

務實性等原則，本校以「師範為本、教育人文拔尖；研發創新、科技商管

精進」為自我定位，透過八大發展重點，在面對高等教育內外環境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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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競爭下，仍能掌握方向穩健成長，並朝「卓越教學、創新研究、國際知

名」的一流大學邁進。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八大發展重點： 

(1)優質行政服務，建立活力團隊。 

(2)培育多元專業人才，強化就業競爭力。 

(3)精進教學，協助教師專業發展。 

(4)技術研究升級，提高研發能量。 

(5)建設精緻典雅、健康樂活優質校園。 

(6)實現國際化願景，扮演國際學術交流的亞洲樞紐角色。 

(7)形塑師資培育典範，強化師範特色領域。 

(8)提升高等教育公共性，善盡社會責任。 

本校在既有基礎之上，積極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培養創意、創新、創

造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鼓勵教師發表研究成果及產學合作，組成跨領

域研究團隊，提供學生先進跨域整合的專業知識，並能運用研發能量協助

產業轉型與培育輔導，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彰化師大未來的發展方向，希

望能達成師生共學、產學共榮、攜手共進、地方共好的目標，結合產官學

研，創新教學，建立特色，提供給教職員工生最好的學習、工作及教學環

境，建立具有師範特色的優質綜合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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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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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話：+886-4-7232105 
地址：500207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信箱 

曾立維 主任 8127 lwtseng@cc.ncue.edu.tw 

郭素蕙 執秘 7428 shkuo@cc.ncue.edu.tw 

蔡佳容 專案行政組員 7288 erintsai@cc.ncue.edu.tw 

李金憲 專案行政組員 7267 lide5476w@cc.ncue.edu.tw 

黃瑞柔 專案行政組員 7286 chopper@cc.ncue.edu.tw 

 

★海外僑臺商單一服務窗口：蔡佳容專案行政組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僑臺商服務專區 LINE諮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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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學案例 

教師姓名 陳明飛 

服務單位 機電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精密機械設計、光電系統設計與量測、液靜壓主軸設計、影像辨識、

六軸機械手臂軟體設計與應用、人工智慧 

研究成果 【期刊論文】 

1. Ming-Fei Chen, Cheng-Wen Chen, Chun-Jung Su, Wei-Lun Huang , 

Wen-Tse Hsia , “Identification of the scraping quality for the machine 

tool using the smartphon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olume 105 (2019), pp. 3451–3461.(SCI) 

2. Ming-Fei Chen, Pei-Hao Wang, Wen-Tse Hsiao, “Aerostatic moving 

stage positioning compensation using a numerical algorithm 

combined with an image acquisition meth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104 (2019), pp. 1203-1210. 

(SCI) 

【國際研討會論文】 

1. Ming-Fei Chen, Chung-Fu Huang,Wen-Tse Hsiao,Shih-Feng 

Tseng,Chien-Kai Chun, 'Application of an Image Stitching Algorithm 

to Industrial Endoscopy ',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tics-photonics Design & Fabrication (ODF), The Optics Design 

Group of Optical Society of Japan, February 11-14, 2014 

2. Ming-Fei Chen, Yu-Hsuan Su, Pei-Hau Wang, Wen-Tse 

Hsiao,Shih-Feng Tseng,Chien-Kai Chung, 'Development of an Image 

Evaluating System for Detecting Thin Film Positioning on the Wafer 

Surfac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tics-photonics Design & 

Fabrication (ODF), The Optics Design Group of Optical Society of 

Japan, February 11-14, 2014 

【專利-發明】 

1. 陳明飛、林克默、何友森，高頻訊號發射器，中華民國專利_發明

第 I450502 號，2014/08/21 

2. 陳明飛、林克默、何友森、陳育斌，電子元件及其透明導電薄膜

之製作方法，中華民國專利_發明第 I430289 號，2014/03/11 

3. 靜壓軸承之智慧感測裝置及智慧感測方法，中華民國專利_發明

第 I649545 號，2018.02.01 

【技術移轉】 

1. 2010.12.01-2011.11.30 雷射加工系統控制技術(億尚精密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2. 2011.08.01-2012.07.31 重負載定流量供油液靜壓導軌測試(財團法

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PMC)) 

3. 2018.06.27-永久 具固定節流之臥式液靜壓車床主軸系統開發(立

仲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4. 2018.12.14-2037.04.19 靜壓軸承之智慧感測裝置及智慧感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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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仲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教師姓名 鍾官榮 

服務單位 機電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可靠度設計、驗證與失效分析；智慧製造落地應用(AIOT，配方與

製程參數優化，設備預測性維護，瑕疵檢測等)；先進電子封裝可靠

度分析；雷射加工。 

研究成果 1. 成功開發人工智慧之組合機器學習技術(Ensemble Method)在不

同的應用，目前完成在車用鋰電池老化壽命預測、醫院急診人力

調配(流感爆發)預測、肺腺癌病患存活時間預測、FMEA 風險指

數評估智慧化、設備預測性維護(包含商用咖啡機、高壓斷路器、

塑膠成型押出機套筒螺桿與齒輪箱等)與塑膠配方優化預測等應

用案例。進一步擴展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在 Quality & 

Reliability Data 的分析與預測以及結合最佳化方法，降低人力與

物料庫存成本，落實企業導入人工智慧的優勢。跟國內外其他研

究專研演算法開發不同，我們先應用較成熟穩定的監督式機器學

習模型(e.g.統計學習模型與類神經網路等)解決企業實際的需求

(e.g.與南亞塑膠進行2個 AI 相關產學合作案)，使 AI 落地後進行

更深入的 AI 系統化與最佳化研究。例如：應用深度學習之遞歸

神經網路和長短期記憶模型 RNN~LSTM 作設備失效壽命預測；

利用蒙地卡羅模擬與 Rule-based 模型進行多目標優化配方推薦

等，協助臺灣企業在這波工業革命浪潮下站穩腳步，逐步實現智

慧設計與製造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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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半導體設備晶圓取放機械手臂殘餘使用壽命預測可靠度模

型與方法(中華民國發明專利已獲證)，並進一步開發機械手臂預

診與健康管理(Prognostics and Health Management, PHM)軟硬

體系統，其中預診軟體 Prolepsis
TM已開發完成並註冊商標，由產

學合作廠商~承湘科技(科技部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驗證中，硬體

系統(光學檢測部份)目前已有銷售實績，雙方繼續積極合作完成

開發可監測預診多臺機械手臂之工業物聯網(IIoT)平臺(科技部

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利用先前我們在健康狀態預診監測方面所

建置的殘餘使用壽命預測模型 Prolepsis
TM佈署於雲端服務中，提

供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來達到所監測設備的

預測性維護管理之目的，現在應用深度學習之遞歸神經網路和長

短期記憶模型 RNN~LSTM 與邊緣運算作設備失效壽命及時預

測；以實現工業4.0中的智慧製造之理念與目標。 

 
3. 創新雙動態加速應力壽命測試方法，建立電動車用鋰電池老化新

模型，2011年提出一全新的車用鋰電池於雙動態應力環境(高低溫

度循環加上動態充放電條件)之加速老化壽命測試方法 (Dual 

Dynamic Stress Accelerated Degradation Test, D
2
SADT)，此法最

大的優勢是更貼近電動車在實際行車時電池充放電曲線與溫度

變化情形，以提高電池老化壽命預測精度。此外，引進

Norris-Lanzberg 可靠度壽命預估模型進行鋰電池加速老化壽命

驗證，驗證結果證明新的測試方法具高度可行性。此外，發展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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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過程與阿瑞尼斯模型預測在雙動態加速應力試驗下之鋰電池

老化壽命以及探討模型重要參數~活化能在整個老化過程的變

化，最新的研究進展則是導入 AI機器學習法預測電池老化壽命。 

4. 研發創新多向式表面聲波元件及一先進系統級生醫元件封裝方

法 

A. 發明一多向式表面聲波元件結構在封裝階段新的腔體型成方

法，期能取代傳統加蓋方式，以減少表面聲波元件的金屬電極

因為腐蝕效應而漸趨於劣化的情形，加強元件的可靠性。 

B. 創新發明一先進系統級封裝方法，稱為立體堆疊晶片封裝方

法，研發成果已申請臺灣發明專利。此外，我們利用高可靠度

之覆晶封裝方法應用在浸潤式生醫元件的封裝上，提高其電化

學量測的穩定度及結構可靠度。 

5. 發明專利(4項新型專利省略)  

 鍾官榮、吳柏翰，”工具機具殘餘使用壽命預測系統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證書號數： I639907，專利期間：

2018/11/01~2037/06/05，(MOST 106-2622-E-018-001 -CC2)。 

 鍾官榮、林育漳、劉衍宗， ”汲取式定量點藥取放裝置，”中華

民 國 發 明 專 利 ， 證 書 號 數 ： I555578 ， 專 利 期 間 ：

2016/11/01~2035/01/19。 

 鍾官榮、林育漳、劉衍宗， ”離心式定量點藥取放裝置，”中華

民 國 發 明 專 利 ， 證 書 號 數 ： I551350 ， 專 利 期 間 ：

2016/10/01~2035/02/09。 

 鍾官榮、李欣蓓，” 立體堆疊晶片封裝方法，”中華民國發明專

利，證書號數：I539569，專利期間：2016/06/21~2033/12/08。 

 鍾官榮、林育漳，”表面聲波元件的腔體形成方法，”中華民國

發 明 專 利 ， 證 書 號 數 ： I501549 ， 專 利 期 間 ：

2015/09/21~2033/12/10。 

 鍾官榮、林育漳，” 多向性表面聲波無線辨識模組，” 中華民

國 發 明 專 利 ， 證 書 號 數 ： I501158 ， 專 利 期 間 ：

2015/09/21~2033/08/15。 

 鍾官榮、林育漳，”防滲液的生化試片以及其製備方法，”中華

民 國 發 明 專 利 ， 證 書 號 數 ： I500928 ， 專 利 期 間 ：

2015/09/21~2034/03/03。 

 鍾官榮、邱俊瑋，” 碟閥性能量測系統，”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證書號數：I439665，專利期間：2014/06/01~2031/05/12，(NSC 

99-2622-E-018 -002 -CC3)。 

 蔡森洲、鍾官榮、陳志成、王萱鍢、林孝勳，”封印鎖，”中華

民 國 發 明 專 利 ， 證 書 號 數 ： I388712 ， 專 利 期 間 ：

2013/03/11~2030/08/09。 

 鍾官榮、林育漳、劉衍宗， ”離心式定量點藥取放裝置，”中國

大陸發明專利，專利號：ZL 2015 1 0081566.6，專利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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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5~2035/02/14。 

 鍾官榮、林育漳、劉衍宗， ”汲取式定量點藥取放裝置，” 中

國大陸發明專利，專利號：ZL 2015 1 0043526.2，專利期間：

2015/01/28~203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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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曾立維 

服務單位 機電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機械固力、電腦輔助工程設計 

研究成果  工具機螺絲鎖固對組裝精度與性能影響分析 

螺絲鎖固參數與機臺精度與性能的關係，受制於檢測設備能量，不

易直接由實驗取得到明顯穩定的變化狀態。因此藉由有限元素分析

彌補實驗的不足，規劃的實驗載具發展螺絲鎖固有限元素分析模

型，探討鎖固參數對機臺組裝精度性能和結合面應力和變形量分布

的影響，尋求鎖固性能優化參數與改善方向。 

 

圖 1: 工具機結構件:立柱、導軌和地腳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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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陳金嘉 

服務單位 電機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光電工程、照明光學設計 

研究成果  具自由曲面之準直透鏡結構及其設計方法 

本創作係涉及一種具自由曲面之橢球式光學準直透鏡結構及其設

計方法。本橢球式光學準直透鏡可應用於一般的 LED 光源，將

光線經由準直透鏡投射至兩百公尺遠而直徑為三十五公尺之圓盤

偵測面上，其光源與偵測面之張角大約為±5°，且達到至少88% 之

光學準直效率，而能克服傳統之準直透鏡係以複合式透鏡組合而

成，所造成空間浪費與準直效率不佳之問題，因而大幅提升準直透

鏡的經濟效益。 

   

 一種封裝體、均光結構及應用彼之背光模組 

本創作係涉及一種 LED 背光光源結構，尤指一種可高均勻度的

LED 背光光源結構，該 LED 背光光源結構係由一改變封裝結構的 

LED 及一超薄的四方型燈箱所構成，其中 LED 的封裝結構為一個

正方形結構，且該結構中間為一個挖空的半圓，此種光源結構若搭

配高反射率燈箱則可應用於直下式之背光模組，並獲得到高亮度、

高效能且高均勻性之光亮分布。由於本發明之結構十分簡單，而所

獲得的效能卻遠超過市面上現有的產品，因此在產業上的利用性、

新穎性、進步性與市場性皆可預期，故其專利授權之可行性極高。 

 

 

 

  



16 
 

教師姓名 何明華 

服務單位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專長領域 微波電路與天線設計 

研究成果 1. 縮小化之基板合成腔體設計，經縮小化後之腔體面積可控制為傳

統腔體面積的5%以內，此為國內外至目前為止最小面積設計之

基板合成腔體，並成功的將之應用於平衡/非平衡式的濾波電路設

計上。若將該設計以 LTCC 之技術來實現，將使該平面腔體共振

器在商用化的發展應用上有著很極大的潛力與展望。 

2. 縮小化之基板合成腔體結構用於設計微波雙頻帶通、三頻帶通濾

波電路與微波雙工電路設計，展現出國內外至目前為止最小面積

設計之基板合成腔體多頻帶濾波電路案例。若將該設計以 LTCC

之技術來實現，將使該平面之多頻帶腔體共振濾波器在商用化的

發展應用上有著很極大的潛力與展望。 

3. 基板合成腔體結構之任意耦合係數鼠競式耦合電路新穎設計，此

為國內外以基板合成腔體結構來實現具任意耦合係數之鼠競式

耦合電路設計之首例。優點為電路 Qu 值遠高於一般常用的微帶

線結構、結構簡單、設計容易、體積小與耦合係數精準度高。 

4. 國內外首創之基板合成腔體結構之平衡式帶通濾波電路設計，此

為國內外以簡併模共振之基板合成腔體結構來實現平衡式帶通

濾波電路之設計之首例，開創了以簡併模共振之基板合成腔體在

平衡式電路的運用，電路優點為電路 Q 值遠高於一般常用的微帶

線結構，比較於腔體基模操作模式之電路，本案的通帶裙擺更為

陡峭，電路選擇性更佳，同時利用微帶線耦合槽縫線的饋入結

構，對共模雜訊的抑制效果超過40 dB。 

5. 寬頻設計之基板合成半模波導結構3-dB hybrid 方向耦合電路，此

結構為首例創新應用微帶線結合帶線結構做為其饋線結構，其中

饋線結構中之帶線結構被巧妙的嵌入基板合成波導結構之中，完

美的扮演1/4波長阻抗轉換器的功能，將波導輸入端點的阻抗匹配

到電路的輸入端，微帶線端埠之50 Ω，其結果是該電路設計在所

有的類似電路設計中擁有最寬的百分比頻寬（ fractional 

bandwidth, FBW）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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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陳狄成 

服務單位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專長領域 
模具設計與製造技術、機械工程結合人工智慧教材發展、伺服沖床

成形技術、CNC 工具機設計 

研究成果 ■應用模流分析與田口方法輔助後視鏡模具設計與開發 

後視鏡產品屬於汽車之必備零組件，全球各車廠產能與日俱增，且

造型推陳出新，若以傳統模具設計方式製造，會因開發時間冗長而

造成交期不穏與品質不良等問題，因此需要有別於傳統模具的設計

製造方式。本計畫首先運用品質工程的田口方法(Taguchi method)將

影響射出成型因子的製程條件中，選出 5 個重要的製程參數作為本

次實驗之控制因子，搭配直交表分析資料中，獨立求出每一可控因

子之主效果。第二，在傳統塑膠模具設計中，導入電腦輔助工程分

析(CAE)軟體，藉由模流分析 moldex3d 軟體，藉由分析結果來判定，

在不同的成型條件下，其成品最佳化之範圍與較適合之參數設定，

預測之參數對於成品有何影響，減少實驗時不良現象的產生。第三，

最後進行模具設計與後視鏡產品試作，將模擬參數於實驗中做驗證

與比較，了解模擬預測的部分是否符合設計時之結果，便於開發導

入汽車產業的消費者市場。 

  圖 1 後視鏡外殼 

 

■創新產業精密彈簧結合雷射切割產品之員工訓練數位教材發展與

實質成效評估 

本計畫旨在與廠商合作共同發展彈簧結合雷射切割創客教材，並將

教材與廠商所生產之相關產品做結合，一來能將廠商生產技術結

合，二來也可有效提升員工對雷射切割技術相關能力，故本計畫首

先確立雷射切割的所具備的能力指標，爾後與專家進行訪談，整理

出雷射切割及橫向連結之能力指標，並進行德懷術分析，以邀請雷

射切割、繪圖軟體以及創課教育等專家組成德懷術小組，確立雷射

切割相關技術學習架構之能力指標。讓員工評定對彈簧結合雷射切

割創客教材之滿意程度，最終期望彈簧結合雷射切割創客教材能提

升員工對雷射切割的專業技能且能與廠商所需之專業技能對焦，並

將回饋數據，透過資料庫方式儲存，以作為未來發展人工智慧學習

模式的重要資訊，期望藉此計畫為彈簧產業發展其他商品及多元發

展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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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D 平面成品          圖 3   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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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劉晉嘉 

服務單位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專長領域 

1.微機電系統之振動分析 

2.機械固體力學研究 

3.熱力分析 

研究成果  線性滑塊之研磨加工參數最佳化分析 

本計畫主要探討砂輪轉速、粒度、磨

料，切削速度及進給速度等等研磨加

工參數對工件表面粗糙度及研磨效

率之影響，利用全因子實驗設計方

法，搭配反應曲面法及遺傳演算法，

選定合適的控制因子與水準進行實驗

規劃及加工設計實驗流程，並建立雲

端分析平臺，進行回歸分析的運算及

智慧決策。如右部分為達成之成果說

明。 

 

 

 

 

 

 

 標準模具之應用程式設計介面(API)

開發 

該項技術為解決現行人力成本過高、

判圖時間過長與判圖錯誤等種種因素

進而開發「程式設計介面(API)」，透過

繪圖軟體與 C 語言結合開發此系統，首

先組合件匯入需分析的零件；步驟二

求出零件材料需求體積；步驟三保留

初步計算體積後將多餘殘料進行修整

並反覆執行直至模型正確；確定模型

修整無誤即可匯出模型各項數據資料

於指定檔案路徑下，以便後期報價擷

取使用。該系統開發後即大幅縮短人

員判圖時間與審核成本時間，解決人

員目測平面或立體圖檔時判讀錯誤問

題，使模具材料的成本控制更為精

確。執行介面示意圖，(1)選擇零件(2)

計算成本體積(3)保留初步模型(4)修整

模型(5)匯出結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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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件產品破壞分析 

本計畫為討論扣件加工過程中，如何降低產品損壞率，以提高產

品生產良率。首先針對於製造過程進行研究探討，確認加工流程，

之後進行產品的模擬分析討論二道次加工時所產生應力較大處與

damage變化，以達到改善產品良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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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楊介仙 

服務單位 車輛科技研究所 

專長領域 車載通訊系統(CAN Bus, LIN Bus)、機電整合(微控制器應用)、即

時影像校正技術 

研究成果  車載通訊系統 

車載通訊系統(CAN Bus, LIN Bus)設計、開發、實現，如車規Infineon 

晶片、車規 Silicon 晶片實現 SAE J1939於車載通訊CAN Bus 系

統。 

  
 

 機電整合(微控制器應用) 

如無人搬運車整體設計，包括動力系統、控制系統、感測系統、車

體結構等機電整合設計及開發。 

  
 

 即時影像校正技術 

攝影機擷取影像之即時影像校正技術 

  
攝影機影像擷取實拍圖(校正板) 攝影機影像擷取即時校正圖(校正板) 

 

  
攝影機影像擷取實拍圖 攝影機影像擷取即時校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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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林似霖 

服務單位 車輛科技研究所 

專長領域 人工智慧、電動車、自動駕駛 

研究成果  車用光學雷達在惡劣環境訊號改善之研究。 

由於全球汽車數量越來越多，交通事故頻頻發生，造成無數生命

和財產的損失，解決此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自動駕駛汽車，使

得自動駕駛汽車相關的研究日益迫切，光學雷達是自動駕駛汽車

重要元件之一，可偵測自動駕駛汽車外的環境狀況，但光學雷達

非萬能還是有使用上的缺陷，目前自動駕駛汽車主要問題之一就

是光學雷達受到惡劣天氣如大雨、下雪、濃煙、濃霧等影響回波

的偵測能力會大幅衰減，真正訊號往往非常微弱或淹沒在大量的

雜訊中，影響光學雷達判斷外面環境，導致自動駕駛汽車無法行

駛，所以急需解決這個問題，以便提高後期立體影像準確性，本

研究提出了結合卡爾曼濾波器與鄰近點雲分割演算法應用光學

雷達在惡劣天氣中數據改善，實驗整體架構是光學雷達在一個長

與寬 2公尺、高 0.6 公尺的空間內進行測試，模擬正常天氣與三

種惡劣天氣下（雨天、濃霧、雨天及濃霧）進行實驗，本研究結

果可由光學雷達在惡劣天氣量測的數據還原正常天氣的數據，能

有效改善光學雷達立體影像，本研究方法的改善率在 10%至 30%

之間，未來這種方法可大量發展運用在光學雷達的技術上。 

   
圖一、模擬真實空間。 圖二、模擬下雨天氣的

干擾。 

圖三、模擬消除下雨天

氣的干擾。 

 

 

 

圖四、模擬 3D Lidar

量測正常天氣數據。 

圖五、受濃霧干擾 3D 

Lidar量測數據。 

圖六、還原正常天氣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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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林泱蔚 

服務單位 化學系 

專長領域 分析化學、奈米科技 

研究成果 由於食品安全問題，人民對於食品檢測需求與俱日增。此外，環境污

染排放問題也日益嚴重，有賴於分析技術進行檢驗。其中高效能液及

氣相層析技術對於微量有害檢驗扮演重要的角色，再者於醫藥、材料、

及生命科學領域也廣泛應用此技術。在進行分析檢驗前，樣品儲存瓶

之空白實驗極為重要，將影響檢測結果的準確性及精密度。當前國內

檢測實驗室所使用之樣品瓶/蓋/墊皆仰賴進口，主要原因是提供可信任

之空白實驗，及國內受限當前技術瓶頸尚未自行生產。 

彰化師範大學化學系林泱蔚教授團隊與釩泰研究創新股份有限公司進

行產學合作。在釩泰研究創新股份有限公司既有通路優勢上，結合上

下游與學術界能量，將全心致力於研發食安醫材等級瓶蓋墊片耗材產

品，從材質選擇、貼合技術選用、技術探討、尺寸大小裁切等方向著

手。彰師大化學系林泱蔚教授研究團隊則在瓶蓋墊片品質管制方面，

將進行檢測，針對各種測試瓶蓋墊片進行密封性、抗溶劑性、抗酸鹼

性、使用後殘留性及使用干擾物等檢測工作，建立標準檢測流程，以

確保開發之蓋墊品管要求。故，本產學計畫己成功開發出提供媲美歐

美日進口之蓋墊耗材品項，並且提供日後食安醫藥檢驗流程的準確度

及精密度的品質保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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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吳憲昌 

服務單位 物理學系 

專長領域 半導體製程開發、量子電腦硬體開發 

研究成果 1、 新穎的半導體製程技術開發 

利用本實驗室發展的電子束微影技術搭配相關的半導體設備，

我們可以完成各種奈米級光電元件如圖一所示，可視需求應用

於半導體與光電產業 

 
圖一 

2、 製作奈米級孔洞進行生物感測器研發 

我們具備能在氮化矽薄膜上製作奈米孔洞的能力並利用穿透

式電子斷層掃描技術重建其三維結構。利用此技術可以量測

DNA 分子通過奈米孔洞時的行為，並分析了電場驅動力以及

其流體阻力大小。如圖二所示 

 

3、 量子電腦硬體研發 

在量子晶片中超導的共振腔與量子位元製程研發主要的問題是

多道製程會彼此干擾，影響元件良率與特性。因此目前的改善

方式是利用單一道曝光並搭配高品質鍍膜即完成量子電腦硬體

的製作，如圖三所示。 

  
圖二                            圖三 

  

Quantum Electronics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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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lar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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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nel j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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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a) C-S Wu et al.

Coupled Single-electron transistor

Photonic crystal

4 

 

3D tomographic images, it is inferred that the 2D microscope image is related to the sidewall shape 

of the nanopore. 

3 Results and discussion 

Figure 1(a) shows a schematic of the electron beam used to drill nanopores on a silicon 

nitride membrane which was subsequently observed with TEM. When the high-intensity 

(10#– 10%	A	m) * ) electron beam was used to drill nanopores on a silicon nitride membrane, a 

nanopore with an hourglass shape could be formed with sputtering26-29. The use of the high-

intensity electron beam for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nanopore narrowed the sharp edge of the 

hourglass shape to a cylindrical shape, and resulted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shape30. By 

contrast, a low-intensity electron beam (~10+	A	m) * ) could drill nanopores on a silicon nitride 

membrane without damaging the sidewall shape. Figure 1(b) shows an electron microscope image 

of a nanopore with a diameter of 15 nm. The 3D reconstructed image based on the use of a series 

of oblique photographs of the nanopore obtained by electron tomography shows that the nanopore 

has an hourglass shape. When the nanopore diameter changed from 15 to 50 nm at increased 

drilling time, the low-intensity electron beam which was used to drill the nanopore on the silicon 

nitride membrane did not destroy the original structure but maintained the hourglass shape.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low-intensity electron beam was less destructive to the silicon nitride membrane 

during the drilling process, as shown in Fig. 1(c, d). 

 

Figure 1. (a) Schematic of the drilling process of the nanopore with the use of a focused electron beam. (b)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image of a nanopore with a diameter of ~15 nm in SiNx membranes with 

thicknesses of 75 nm. (c) Reconstructed three-dimensional (3D) image of nanopore with a diameter of ~15 nm in SiNx 

xy gate z gate

qubit

transmission line & cavity

test junction

alignmen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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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林祐仲 

服務單位 光電科技研究所 

專長領域 
二維材料及其應用、無機/有機半導體物理與元件、光電/微電子元件

製作及其特性分析、奈米材料 

研究成果 ■ 有機半導體和二維材料混合之複合材料開發 

將二維材料混入有機半導體中形成特殊的導電複合材料，有效改善

載子在有機半導體內的傳輸，此因二維材料的摻入改善機半導體中

電子-聲子耦合效應進而促使電洞遷移率提升，導致複合材料電阻率

下降，後續有韓國學者引用此一成果於有機熱電材料的研究領域上。 

■ 石墨烯功函數的調變研究 

利用化學氣相沉積法成長石墨烯於銅箔基板上，將其轉移到玻璃基

板上並以不同射頻功率的氮氣電漿進行石墨烯表面處理，用不同射

頻功率的氮氣電漿處理技術可大幅地調變石墨烯的功函數(從原本

4.91 eV 改變至 4.31 eV，即石墨烯導電型態從 P 型變成 N 型)，此

研究成果有利後續石墨烯於光電或微電子元件之電極應用。 

■ 二硫化鉬的成長技術開發 

利用化學氣相沉積法來製備二硫化鉬(MoS2)薄膜時，都只能在二氧

化矽(SiO2)薄膜上成長 MoS2 薄膜，無法在其它半導體上直接成長

MoS2薄膜，於是只能靠移轉技術來達成。這種方法十分麻煩導致提

升製程整合之困難以及影響到 MoS2 薄膜品質與良率，因此提出一

種簡易之半導體表面處理技術，進而實現直接將 MoS2 薄膜成長在

此半導體上，並不需要經由轉移技術便能完成，突破傳統需要經過

移轉方式的繁瑣技術，這項成果提供了更簡易的二維材料製程及更

易整合矽基積體電路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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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連怡斌 

服務單位 統計資訊研究所 

專長領域 大數據分析/非政府組織發展 

研究成果 連怡斌特聘教授兼任中華民國童軍總會之國際委員，及亞太區童軍

理事會理事，多年來發展各項國際社區服務交流，包括「臺日韓─

菲律賓社區服務計畫」、「臺日韓─孟加拉社區服務計畫」，成效卓

著，協助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獲得外交部表揚「傑出貢獻民間團體」

獎。 

若僑商有意與藉由融入當地民間社區服務來擴展管道，連教授可協

助聯繫所在國童軍總會值得信賴的伙伴，融入當地社區服務 

 世界童軍運動組織是世界最大的青少年教育性非政府組織，全

世界有近180個會員國，臺灣為正式會員國，而中國大陸因教育

理念等因素未加入。而在亞太區有28個會員（如下），各國童軍

總會對政府及民間有一定的聯繫管道。亞太會員國有：中華民

國．日本． 韓國．澳洲．紐西蘭．斐濟．馬爾地夫． 巴布亞

紐幾內亞． 吉里巴斯． 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

香港．澳門． 泰國．緬甸．越南．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尼

泊爾．不丹．汶萊．孟加拉．斯里蘭卡．東帝汶．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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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邱垂昌 

服務單位 會計系 

專長領域 

整合性策略價值管理(ISVMS)、財務與策略診斷、策略地圖、平衡計分

卡、績效評估、策略成本管理、策略價值管理(AVM)、大數據分析、

心智圖與曼陀羅創意思考、公司財務管理與金融理財規劃、圖形學習

法教育培訓、整合科技與圖形學習法教學 

研究成果 ■自動快速報價系統之研發 

根據改善某塑膠模座工業有限公司報價效率及降低報價出錯率之需

求，完成「自動快速報價系統」 

 
■攝影機固定底座與嬰兒床攝影架之整合性研發 

完成四個攝影機固定底座與一個嬰兒床攝影架之研發 

 



28 
 

 
■作業價值管理 AVM導入半導體產業 

 
 

  

搭配本計畫研發

之固定底座 

180度旋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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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利技術 

專利名稱 申請國別 專利類型 專利獲證日期 專利號數 

新穎金屬錯合物及其製方法

與用途 
美國 發明 2020/1/28 10,544,178 

追蹤定位穿戴式及電源管理

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9/10/1 I673509 

液體採集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9/08/11 I668421 

微流道製造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9/08/11 I668192 

無線射頻螺件天線與無線射

頻螺件標籤 
中華民國 發明 2019/07/21 I666589 

應用於物件檢測之攝影機與

雷射測距儀的數據融合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9/05/11 I659390 

烤肉設備 中華民國 發明 2020/7/21 I699183 

熱輻射溫度量測系統 中華民國 發明 2020/4/21 I691709 

無人機之吊卡投放系統 中華民國 發明 2020/2/11 I684555 

用於識別絕育狀態影像的深

度學習方法及其識別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20/1/11 I682332 

高密度垂直式磁性記憶媒體

教學教具 
中華民國 發明 2020/1/1 I681374 

氣體對流熱傳導量測系統 中華民國 發明 2019/11/1 I676012 

乾濕機械式板擦機 中華民國 發明 2019/5/21 I659868 

新穎金屬錯合物及其製方法

與用途 
中華民國 發明 2019/4/1 I655194 

直立式昆蟲觀測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9/3/21 I653935 

靜壓軸承之智慧感測裝置及

智慧感測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9/2/1 I649545 

非接觸式靜電量測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8/12/21 I645200 

具太陽導光照明及儲熱節能

系統 
中華民國 發明 2018/12/1 I642882 

可變速逃生緩降設備及變速

機構 
中華民國 發明 2018/12/1 I642457 

光誘引捕捉教學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8/11/11 I640246 

工具機具殘餘使用壽命預測

系統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8/11/1 I639907 

微通道反應教學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8/9/1 I634320 

藉由毛細管電泳定量分析高

密度脂蛋白所含載脂蛋白之
中華民國 發明 2018/5/1 I62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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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申請國別 專利類型 專利獲證日期 專利號數 

方法及套裝試劑 

導線結構與其製作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8/3/11 I618188 

螞蟻餌劑組成物 中華民國 發明 2018/2/11 I613968 

吊掛型液態誘餌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8/1/21 I611761 

用於樹冠層之昆蟲採集系統 中華民國 發明 2017/9/21 I599314 

無人飛行噴灑系統 中華民國 發明 2017/9/11 I598269 

體積變化散熱系統 中華民國 發明 2017/4/11 I578887 

磁場分佈感測系統 中華民國 發明 2017/2/21 I571648 

傾角量測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7/2/21 I571612 

串接式有限脈衝響應濾波器

及其訊號處理方法 

CASCADE FIR FILTERS 

AND SIGNAL PROCESSING 

METHOD THEREOF 

中華民國 發明 2017/2/11 I571052 

藻類電池 中華民國 發明 2017/2/11 I570998 

基因合成教學系統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7/2/11 I570662 

昆蟲液態取食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12/21 I562727 

應用短時離散小波轉換之晶

圓檢測設備及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12/1 I560438 

增加魚體中 n-3 多元不飽和脂

肪酸含量之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11/11 I557226 

組合式生態模組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10/21 I554202 

具有急遽過渡帶的複合濾波

器之設計方法及其串聯式複

合濾波器 

METHOD OF DESIGNING 

COMPOSITE FILTERS WITH 

SHARP TRANSITION 

BANDS AND CASCADED 

COMPOSITE FILTERS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9/21 I550945 

基於太陽能電池之無線感測

標籤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7/21 I543084 

近距離磁場感應裝置及均勻

化近距離磁場能量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5/21 I535114 

圓弧形分岔式光耦合器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5/21 I534489 

雙影像避障路徑規劃導航控

制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5/11 I53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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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申請國別 專利類型 專利獲證日期 專利號數 

風力發電機的煞車控制系統

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5/1 I531720 

平衡式帶通濾波器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4/21 I531110 

折疊波導帶通濾波器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4/21 I531109 

日行性昆蟲捕捉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4/11 I528897 

平衡式三頻帶通濾波器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4/1 I528624 

折疊波導帶通濾波器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4/1 I528623 

基板合成帶通濾波器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4/1 I528622 

整合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與太

陽能電池的裝置及其整合方

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3/21 I526939 

改善液晶顯示器顯示殘影之

方法及其液晶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3/11 I525374 

典型及非典型氮異環碳烯鈀

金屬螯合錯化合物，其製備方

法及其應用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3/1 I523861 

熱電材料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2/21 I523283 

使用固態餌之昆蟲誘餌器 中華民國 新型 2016/1/21 M515772 

FlexRay接收器 中華民國 發明 2016/1/21 I519102 

太陽能百葉型反射板裝置追

日方法及其機構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12/1 I510748 

導引正向思考的裝置及其方

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12/1 I510219 

偵測犬偵測氣體收集裝置及

其收集氣體之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11/21 I509065 

感知跳頻系統的頻譜劃分方

法、參數決定方法及傳送器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11/1 I506967 

陣列式寬屏抬頭顯示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11/1 I506299 

嬰兒床 中華民國 設計 2015/11/1 D171395 

奈米自旋力矩震盪器製作方

法、操作方法及其結構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10/21 I505637 

可定位分布式天線系統及運

作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10/21 I504918 

粉末量化機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10/21 I504541 

昆蟲捕捉裝置 中華民國 新型 2015/9/21 M508908 

板擦機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9/21 I5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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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申請國別 專利類型 專利獲證日期 專利號數 

帶通濾波器的濾波元件及帶

通濾波電路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9/1 I499122 

電池脈波放電方法與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8/21 I497795 

對準系統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8/11 I496238 

具寬共模止帶之平衡式超寬

頻帶通濾波器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8/1 I495187 

可攜式抬頭顯示裝置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8/1 I494603 

兼具高功因、高效率及電池平

衡之電池充放電裝置與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7/11 I492480 

平衡式超寬頻帶通濾波器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7/1 I491102 

以液體介質輔助組裝微型元

件的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7/1 I490160 

利用磁性催化進行流體濃度

感測的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5/11 I484171 

車床防護罩結構改良 中華民國 新型 2015/4/11 M498635 

具備定功率追蹤的風力發電

機及其控制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5/2/21 I473936 

飛行灑藥系統 中華民國 新型 2014/12/21 M492059 

奈米自旋力矩震盪器磁偶極

耦合陣列及其製造方法與操

作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4/12/11 I465031 

可於轉動件供應電力之發電

系統 
中華民國 發明 2014/11/1 I458888 

具電池平衡之電池充電裝置

與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4/9/11 I452800 

自動追蹤最佳充電頻率弦波

電池充電器( CHARGER 

AUTOMATICALLY 

TRACKING AN OPTIMAL 

CHARGING FREQUENCY 

FOR SINUSOIDAL WAVE 

BATTERIES ) 

美國 發明 2014/9/9 
US8,829,859

B2 

利用風力發電之光炫畫面顯

示裝置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4/9/1 I451370 

反射式立體顯示裝置及其製

造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4/7/11 I444663 

短時離散小波轉換偵測電壓 中華民國 發明 2014/6/21 I44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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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申請國別 專利類型 專利獲證日期 專利號數 

驟降方法、裝置及應用之電力

供應系統 

矽穿孔自我繞線電路及其繞

線方法 

( THROUGH-SILICON VIA 

SELF-ROUTING CIRCUIT 

AND ROUTING METHOD 

THEREOF ) 

美國 發明 2014/6/17 
US8,754,704

B2 

自動追蹤最佳充電頻率弦波

電池充電器 
中華民國 發明 2014/6/1 I440280 

組合式生物實驗教具 中華民國 新型 2014/4/1 M475665 

具自由曲面之準直透鏡結構

及其設計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4/4/1 I432790 

動態呈現競賽賽程圖之方

法、電腦程式產品與系統 
中華民國 發明 2014/4/1 I432245 

顯示裝置及其製造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4/2/11 I426480 

酪胺酸酶多肽抑制劑 中華民國 發明 2013/12/21 I419711 

基於正交頻率多工傳輸之諧

波分析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2013/9/11 I408860 

記憶體位址重新映射結構與

修復方法 MEMORY 

ADDRESS REMAPPING 

ARCHITECTURE AND 

REPAIRING METHOD 

THEREOF 

美國 發明 2013/8/27 
US8,522,072

B2 

昆蟲阻隔板 中華民國 發明 2013/1/21 I38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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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師研究領域與推動計畫 

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陳明飛 機電工程

學系 

工學院 精密機械設計、

光電系統設計與

量測、液靜壓主

軸設計、影像辨

識、六軸機械手

臂軟體設計與應

用、人工智慧 

 2019.09.01-2020.08.31 主動式六軸

力量感測器應用於水五金研磨製程

之研發，科技部 

 2019.08.01-2022.07.31 智慧化銅製

水五金研磨、拋光與線上瑕疵檢測

系 統 之 研 發

(108-2221-E-018-011-MY3)，科技

部 

 2018.10.01-2019.09.30 滾珠螺桿、

線性滑軌智慧化研磨系統平臺研發

(3/3)(107-2218-E-018-001-)，科技部 

 2018.09.28-2019.12.31 水五金品質

要因研究與線上位移量測系統，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018.09.28-2019.12.31 水五金研磨

路徑規劃與研磨品質調校，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019.01.01-2019.12.31 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中小企業創育機構發展計畫

108 年度延續案，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2019.06.01-2019.11.30 傳統產業製

造升級與智慧加值之輔導計畫，財

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2019.01.29-2019.11.30 108 年度「產

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計畫」-產業

園區專案輔導計畫-福興兼埤頭及

田中工業區，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 

 2019.01.01-2019.12.31 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 107 年度中小企業創育機構

發展計畫，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18.11.01-2019.08.31 吊掛吸盤耐

久持壓警示及減壓洩氣閥的機構研

發(SBIR) ，鐙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8.08.01-2019.07.31 高速內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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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精密主軸設計與研發(SBIR) ，智茂

電腦科技有限公司 

 2018.07.01-2019.06.30 冰溫熱桌上

型開飲機產品熱流設計分析

(SBIR) ，沛宸淨化科技有限公司 

 2018.01.01-2019.12.31 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面向 D 善盡大學社會責

任)，教育部 

賴永齡 機電工程

學系 

工學院 物聯網、智慧型

系統、射頻辨識

系統、光機電系

統、光電半導

體、奈米機電系

統 

 應用於阿茲海默症病患及失智與獨

居老人之追蹤定位穿戴式裝置 

 可撓式多頻帶太陽能物聯網整合系

統 

 智慧生活農藥偵測物聯網系統 

 應用於工具機夾頭管理之智慧抗金

屬射頻辨識物聯網系 

統 

 應用於智慧健康物聯網之抗金屬射

頻辨識元件與系統 

 太陽能天線開發 

 以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方法實現人

工智慧自動化 

 近場天線開發 

鍾官榮 機電工程

學系 

工學院 1. 可靠度設計、

驗證與失效分

析 

2. 智慧製造落地

應 用 (AIOT, 

配方與製程參

數優化, 設備

預測性維護 , 

瑕疵檢測) 

3. 先進電子封裝

可靠度分析 

4. 雷射加工 

 

科技部(近三年專題研究與產學計畫) 

 【國際合作鏈結法人計畫】建置新

世代低成本且模組化之智慧鐵路感

測系統 

 利用機器學習之組合學習過程預測

鋰電池在雙動態應力下之殘餘使用

壽命研究 

 開發一具雲端運算架構之機械手臂

殘餘壽命預診維護工業物聯網平臺 

 新型可攜式水中重金屬檢測系統之

開發 

 半導體設備之機械手臂健康狀態管

理的實現~送料故障診斷與預測系

統研發 

其他機構(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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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利用 AI 機器學習之組合學習法進

行螺桿套筒預測性維護計畫(南亞

塑膠) 

 利用 AI 機器學習之組合學習法進

行實驗室材料配方優化  (南亞塑

膠) 

 全面品質系統化建置輔導專案計畫

(繼茂橡膠) 

 PLM 系統客訴與產品問題點之資

料收集與分析(瑞艾德資訊) 

 電池材料老化因子鑑測與分析(中

科院) 

 電池老化模型之建立與驗證(中科

院) 

曾立維 機電工程

學系 

工學院 機械固力、材料

製程開發、醫學

工程、電腦輔助

工程設計 

 新型鐵基形狀記憶合金超彈性的開

發研究  

 創新輪胎硫化機設備自動化開發 

 工具機螺栓鎖固對精度影響分析研

究 

 高 熵 合 金 和 形 狀 記 憶 合 金

FeNiCoAlTaB顯微結構和高強度開

發研究 

陳良瑞 電機工程

學系 

工學院 電力電子、再生

能源、微處理機

控制 

 使用電化學阻抗響應探討電池平衡

系統參數近似最佳化之研究 

 太陽光電教案研習營 

 輪型裝甲車電池儲能系統改善設計 

 108 年度「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

升計畫」-產業園區專案輔導計畫-

全興工業區 

 109 年度「產業園區產業輔導創新

計畫」-產業創新與智機產業化推動

計畫-全興工業區 

 以物聯網(IoT)技術建構排釘製程

品質確保系統 

 電池儲能系統改善設計 

 諧振頻率調適型電池平衡系統 

 再生能源宣導巡迴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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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再生能源科學體驗活動 

 低碳能源宣導巡迴列車活動 

 汽車用鉛酸電池平衡模組開發 

 排釘加工溫度控制系統 

 鋰鐵電池電路整合乙項 

陳財榮 電機工程

學系 

工學院 電力電子、單晶

片應用設計、電

池充放電 

 1.5KW 充電器模組設計開發  

 非接觸式電力傳輸應用於超音波主

軸之研究 

 冷氣機待機電力開關之研製 

 非接觸式供電與充電技術小聯盟 

 非接觸式電動載具智能充電站開發  

 電動代步車智能充放電系統之研製 

 108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

懷計畫-能源互聯網產業應用技術

開發 

 109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

懷計畫-非接觸式供電與充電技術

產業應用開發 

 硫化方式對橡膠特性影響之研究 

 卷對卷雲端人工智慧控制器參數模

擬機開發-參數擷取系統開發 

 動力計控制器開發-馬達轉速量測 

阮昱霖 電機工程

學系 

工學院 風力及太陽能發

電系統、切換式

電源轉換器設計 

 基於無鐵芯 PCB 平板變壓器之電

池非接觸電能傳輸系統研製 

 模組化設計之具主動平衡智慧型電

池儲能系統 

 輪型裝甲車電力品質改善設計–子

計畫三:電力品質改善設計 

陳金嘉 電機工程

學系 

工學院 光電工程、照明

光學設計 

 具自由曲面之 LED 燈具設計與製

作 

 節能型 LED 廣告燈箱之開發 

 複合型光纖照明引擎之開發 

 光纖光束集束/分歧器技術之研發 

 基於光源場型特性及指定照明分布

之燈具設計 

何明華 電信工程

學研究所 

工學院 微波電路與天線

設計 

 遠 TR 雙工器設計 

 MIMO多天線高隔離度佈局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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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與分析 

 高次模態形式之寬頻環行器之設計

與研究 

 雙脊波導環行器設計 

 6 GHz 脊型波導正交模轉換器設計 

 Ka 頻帶波導管之低通濾波器及極

化器設計 

 UHF 頻帶之寬頻袖口單極同軸天

線設計 

 半主動式 RFID模組設計 

 「食品機械系統開發與製程整合計

畫（2/4）」之分包計畫「連續式微

波設備防洩漏段結構設計-電子迴

路與吸收材應用」 

熊大為 電信工程

學研究所 

工學院 無線通訊系統  綠色數位訊號處理技術的在無線通

訊網路的應用 

陳德發 工業教育

與技術學

系 

技術及

職業教

育學院 

控制工程、電力

電子、電動機控

制 

 CORTEX-MX ARM 嵌入式系統開

發教學實驗平臺 

 高含氧水應用在美容學醫學之研究

計畫 

 智慧化 5G多工萬用控制閘道器 

 跨學界認養輔導 

 應用大數據技術構建電梯設備產業

商業智能模型 

陳狄成 工業教育

與技術學

系 

技術及

職業教

育學院 

模具設計與製造

技術、機械工程

結合人工智慧教

材發展、伺服沖

床成形技術、

CNC 工具機設計 

 105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應用模

流分析與田口方法輔助後視鏡模具

設計與開發】 

 107年度【產學合作計畫-創新產業

精密彈簧結合雷射切割產品之員工

訓練數位教材發展與實質成效評

估】 

 107年度【產學合作計畫-應用伺服

沖床於沖壓成形技術之開發(1/2)】 

 108年度【產學合作計畫-創新產業

小型 CNC 車床深耕於技術高中先

進製造技術課程之多樣性推廣與實

質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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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109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產業導

向車刀結合 Python 程式設計在人

工智慧教材發展與驗證及實質推

廣】 

賴元隆 工業教育

與技術學

系 

技術及

職業教

育學院 

五軸CNC加工與

路徑、精密加工

與製造 

 工業型六軸機械手臂運動分析與路

徑規劃 

 表面誤差加工模擬與切削路徑法向

量運算模組 

 減速機變導程圓柱凸輪電腦輔助系

統建立 

 彈性夾持系統切削加工干涉判斷及

自動迴避運算模組 

 應用機械手臂驗證彈性夾持專家模

組 

劉晉嘉 工業教育

與技術學

系 

技術及

職業教

育學院 

微機電系統之振

動分析、機械固

體力學研究、熱

力分析 

 線性滑塊之研磨加工參數最佳化分

析 

 自動快速報價系統之研發 

 扣件產品破壞分析 

楊介仙 車輛科技

研究所 

技職學

院 

車載通訊系統

(CAN Bus, LIN 

Bus)、機電整合

( 微 控 制 器 應

用)、即時影像校

正技術 

 CAN資料匯流排應用於無人飛行

載具(UAV)機上網路之可行性研究 

 製鞋智動化機電系統暨網宇虛

實整合開發計畫－製鞋智動化

機電系統暨網宇虛實整合開發計

畫 

 電子式精密四輪定位外傾角檢

測系統實現之研究 

 車速感測器訊號量測與硬體重

建之可行性研究 

 基於 UAV 前視攝影機之自律回

收技術研究 

林似霖 車輛科技

研究所 

技術及

職業教

育學院 

人工智慧、電動

車、自動駕駛 

 車用光學雷達在惡劣環境訊號改善

之研究 

 建築用牆面塗料性能評估 

 電子零組件表面結構分析 

 煞車鼓鑄件材料性能分析 

林宗岐 生物學系 理學院 昆蟲學、生物多

樣性 

 人工飼糧添加蟻類對於穿山甲生

理、排遺菌相變假關係之探討及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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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類增量品質管控計畫 

 入侵紅火蟻全面防除計畫(利用多

光譜低空無人飛行載具於火蟻蟻巢

偵測技術與開發) 

 入侵紅火蟻防治作業 

 入侵紅火蟻複合生物防治(競爭型

天敵螞蟻與病原性火蟻病毒)技術

應用與產品開發 

 入侵紅火蟻蟻巢人力偵測案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螞蟻相調查

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臺灣生物誌：臺灣螞蟻相  (膜翅

目：蟻科) 

 生物防治法之開發及應用 

 有害琉璃蟻發生情形調查及防治管

理技術建立與示範 

 有害螞蟻偵測 APP 技術管理系統

暨無人機及農藥代噴管理開發平臺 

 疣胸琉璃蟻示範樣區防治計畫 

 穿山甲人工飼糧添加蟻類之營養、

消化率分析及排遺菌相變化關係之

探討 

 食蟻動物生殖週期與蟻類營養變化

關係探討暨人工飼糧營養改善計畫 

 桃園市火蟻無人機施撒餌劑評估計

畫 

 桃園市紅火蟻全面偵測計畫 

 高雄市六龜及美濃區飛蟻危害調查

與防治策略評估計畫 

 高雄市六龜區飛蟻危害與發生原因

調查計畫 

 偵測犬組偵測臺中區入侵紅火蟻蟻

巢案 

 植物及其產品輸出入風險分析、檢

疫技術與程序之研發、改進與應用

之邊境查驗檢出檢疫有害生物之整

合鑑定及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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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植物性皂素產品藥效測試 

 無人機農噴產業鏈核心技術開發與

安全評估模式建構-以農用無人機

防治入侵紅火蟻田間試驗暨無人機

農藥代噴系統管理 

 滅蟻絕餌劑-入侵紅火蟻 IGR 藥效

試驗 

 滅蟻絕餌劑-熱帶火蟻 IGR 藥效試

驗 

 農地有害螞蟻之微生物防治技術開

發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長腳捷蟻調查計

畫 

 彰化縣福興鄉牧草地昆蟲資源調查 

 臺中市花博外埔園區入侵紅火蟻全

區餌劑防治計畫 

 臺中市花博園區入侵火蟻監測與緊

急防治計畫 

 臺中市花博園區入侵紅火蟻監測計

畫 

 臺中市花博園區火蟻全面偵監測

計畫 

 臺中市花博園區-后里森林園區與

外埔園區入侵紅火蟻監測與緊急防

治計畫 

 墾丁國家公園入侵黃狂蟻監測與防

治計畫 

 墾丁國家公園黃狂蟻人工誘引盒防

治計畫 

 墾丁國家公園黃狂蟻防治監測成效

評估計畫 

 螞蟻特展蟻巢定期維護 

 襲蟻長效型粒劑 (Chipco Brand 

TopChoice Fipronil Insecticide)防治

火蟻、黑蚊之藥效試驗 

王瑋龍 生物學系 理學院 藻類學、海洋生

態學 

 藻類培養系統優化試驗 

 現生及化石藻類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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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墾丁國家公園大型藻類生物多樣性

調查及圖鑑製作 

 新設計採水器應用於湖泊的教學模

組 

 臺灣產鈣化海藻之系統類緣關係研

究 

謝秋蘭 生物學系 理學院 轉譯醫農學、分

子保健、訊息傳

遞、微生物轉化 

 由實驗參數探討以前置酵素催化中

試廠生產梔子紅之最適化程序 

 天然梔子黑色素之研發 

 以生物轉化程序生產高經濟價值黃

梔配質之開發計畫 

林泱蔚 化學系 理學院 分析化學、儀器

分析、奈米科技 

 產業升級創新平臺輔導計畫(協助

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醫材級

樣品瓶之蓋墊開發計畫 

 產業升級創新平臺輔導計畫(協助

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嵌入式

樣品瓶蓋墊開發計畫 

李漢文 化學系 理學院 無機化學  過渡金屬錯化合物應用在碳氫鍵活

化研究 

 膠合玻璃樹脂中間膜 PVB 與玻璃

化學分離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真空蒸鍍用抗指紋及防霧表面處理

劑之化學合成計畫 

吳憲昌 物理學系 理學院 半導體製程開

發、量子電腦硬

體開發、生物感

測器開發 

 半導體蝕刻技術合作開發計畫 

 新世代超導量子位元元件開發 

林祐仲 光電科技

研究所 

理學院 二維材料開發及

其應用、無機/有

機半導體物理與

元件、光電/微電

子元件製作及其

特性分析、奈米

材料 

 二維材料的製備及其相關應用研究 

 無機/有機半導體材料特性及其微

電子/光電元件應用研究 

蕭輔力 光電科技

研究所 

理學院 光子晶體元件與

應用，聲子晶體 

 利用表面具有金屬週期性結構之近

紅外光鈮酸鋰波導基板製作高效率

聲光耦合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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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自動化控制系統之高靈敏度水下聲

波偵測器 

 高靈敏度水下超音波聲學元件設計 

連怡斌 統計資訊

研究所 

理學院 大 數 據 分 析

/NGO發展 

 僑商透過所在國童軍總會，融入當

地社區服務 

 若僑商有意與藉由參與當地民間社

區服務來建立聯絡管道，連怡斌教

授兼任中華民國童軍總會之國際委

員，及亞太理事會理事，可聯繫各

國總會值得信賴的伙伴。 

王怡舜 資訊管理

學系 

管理學

院 

電子商務、顧客

關係管理、網路

創業、電子學

習、系統思考 

 系統思考與系統模擬在商管教育應

用之研究－總計畫與子計畫一：系

統思考與系統模擬在商管教育應用

之研究--系統思考導向之企業模擬

系統開發建置、學生系統使用行為

模式分析與系統成功模式發展 

 人工智慧焦慮之研究：量表發展、

驗證、衡量系統建置及其在商管教

育理論發展之應用 

 大學商管學生行動商務創業教育與

創業行為模式之研究 

 評估電子商務系統成功：實體與數

位產品、蒐尋與體驗產品之比較研

究 

 電子零售服務失誤與補救之研究 

 運用電子學習部落格以提升大學商

業教育學習成效之研究 

梁文耀 資訊管理

學系 

管理學

院 

供應鏈管理、大

數據分析、人工

智慧 

 以智慧型代理人為基底之團體推薦

系統 

 

邱垂昌 會計學系 管理學

院 

整合性策略價值

管理(ISVMS)、財

務與策略診斷、

策略地圖、平衡

計分卡、績效評

估、策略成本管

理、策略價值管

 自動快速報價系統之研發 

 攝影機固定底座與嬰兒床攝影架之

整合性研發 

 整合可程式化邏輯控制器 PLC 與

製造管理系統 MES 之創新產品研

發 

 作業價值管理 AVM 導入半導體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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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理 (AVM)、大數

據分析、心智圖

與曼陀羅創意思

考、公司財務管

理與金融理財規

劃、圖形學習法

教育培訓、整合

科技與圖形學習

法教學 

業 

 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之學習系統研發

與評估:以人工智慧結合動畫概念

圖培育長照知能 

 

彭智偉 會計學系 管理學

院 

財務會計、管理

會計 

科技部專題計畫： 

 探索企業社會責任揭露之資訊移轉

效果：從供應鏈關係觀點分析 

 是否家族企業領導者的選擇會影響

投資決策? 

 家族企業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關

聯性 

湯玉珍 會計學系 管理學

院 

財務管理、內控

檢視、財務診

斷、企業資源規

劃導入前輔導、

專業顧問、財務

報表閱讀及分析

訓練課程、正念

訓練相關課程 

 ○○公司行銷策略及財務診斷 

 ○○社區推廣產學合作計畫 

 廠商企業資源規劃導入前輔導課程 

 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非學分課程

-一代或二代學習財務報表閱讀課

程 

 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非學分課程

-財務報表閱讀及分析課程 

 ○○公司專家臨場診斷及營銷整合

方案研擬 

 ○○公司專家臨場診斷及建置會計

系統及成本控管 

 ○○公司專家臨場診斷及企業資源

規劃系統整合研擬 

 ○○公司金屬加工產業設計最佳

化、設備智慧化之創新轉型輔導計

畫 

 ○○公司專家臨場診斷 

蕭韻華 兒童英語

研究所 

文學院 華裔英美文學、

英文兒童文學、

當代英美文學、

 建構英文兒童戲劇: 從 Vygotsky的

觀點出發 

 戲劇與教育: 融入教育戲劇法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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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女性作家、文化

研究 

文兒童文學教學與實作研究 

王信民 運動學系 社會科

學暨體

育學院 

運動醫學、運動

傷害防護、前十

字韌帶傷害、下

肢運動傷害 

 專項運動訓練對排球運動員膝關節

軟骨健康之影響: 一個完整球季之

調查 

 男女排球運動員在落地動作錯誤評

分系統上之不同 

 運動負荷對於關節軟骨的影響 

鄭曜忠 師資培育

中心/教育

研究所 

教育學

院 

中等學校師資培

育、學校行政與

組織管理、中等

學校課程發展與

教學、科學教育

專案、教育行動

研究 

 科普活動：戀戀半線–十二年國教深

耕彰化縣偏鄉國中科普推廣計畫 

 教育部第二期(109-111 年)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白沙 × 共好教

育：十二年國教深耕偏鄉教育計畫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領域教

材教法人才培育計畫 ，TPACK 融

入素養導向資訊科技科教材教法專

業社群計畫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育實

作 × 服務學習：強化與中學連結

之師資培育課程教學實踐研究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科技教育推動輔

導計畫，子計畫二：中區輔導中心

計畫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

際史懷哲計畫，有教無界，志業實

踐- 馬來西亞跨域史懷哲計畫 

 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

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國立彰化師大精進師資素質特色發

展計畫「彰師累實：務實精進、成

就志業的師培計畫」子計畫 3-1「師

資生學習歷程與實務增能」 

 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

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高中女校 (生 )科學教育巡迴計畫 

(彰化女中) 

 教育部普通高中課程中華文化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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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教材資源中心 (彰化女中) 

 教育部補救教學資源中心含網站維

護 (彰化女中) 

 教育部補救教學資源中心含網站維

護 (彰化女中) 

 全英語教學提升高中生國際移動

力—培訓國際競賽選手模式養成國

際移動力人才計畫中區發展計畫 

(彰化女中) 

 新興科技教材具象化開發及其教育

文創之應用研究－子計畫三─看見

彰化之美─地理資訊系統在高中文

化創意課程之應用與推廣 (1/2 及

2/2) (彰化女中) 

 訂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部定課程

實施適性教學相關規定及分析教材

規劃計畫(彰化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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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育成中心介紹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設立目的是以孕育新事業、新產

品、新技術，協助中小企業智慧製造與製程技術升級、智慧製造平臺建構、

零組件及精密機械技術深耕等產業升級，進而輔導申請政府補助計畫，協

助廠商解決現有人力問題，促進產業升級與群聚加值；並透過產業群聚推

動與分析，結合在地公協會共同推動產學媒合活動、學生職場體驗、短期

技術活動與課程，使學生可提早與業界接軌，畢業後留在地工作，促進在

地發展。另外也提供空間、技術諮詢、營運管理，建立產學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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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相關報導 

僑務電子報 

 

 

 

催生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 全臺頂尖大學共研商 

 

童振源建議產學合作單位更精確地針對僑臺商需求提供資訊，並且提供跨境便利諮

詢。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911171511.jpg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911171511.jpg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911171511.jpg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9111715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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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與各校代表討論如何發揮臺灣產學研發優勢，幫助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 

各大學產學合作單位代表說明各校推廣方案。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911171548.jpg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911171548.jpg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911171548.jpg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91117154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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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邀請國內 20所大學產學研發單位及國際產學合作聯盟(GLORIA)出席「全球

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研商會議。 

  

2020-09-11 

    僑務委員會 11日邀請國內 20所大學產學研發單位及國際產學合作聯

盟(GLORIA)出席「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研商會議，討論如何發

揮臺灣產學研發優勢，幫助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同時協助國內產學研發

單位開拓國際市場，創造雙贏。 

    僑委會正密切籌備「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委員長童振源

表示，「產學合作是矽谷成功的關鍵力量」，如果臺灣能積極推動產學合

作，對臺灣經濟與臺商發展都能有很大的助益。 

    僑委會近期推出多項整合平臺及方案，鏈結臺灣技術資源與全球僑界，

其中在農業部分，童振源表示，僑委會 8月 6日與農科院、農業金庫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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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提供農業技術諮詢、人才培育與產業

鏈結，5天之內就有 300多位僑臺商接洽聯繫。 

    童振源指出，海外約有 4萬多家臺商，力量及資源龐大，但大部分臺

商缺乏研發能量。相對的，許多產學研發單位希望與海外僑臺商做鏈結，

但在推動上常常不順利。他表示，僑委會希望推動國際產學合作，扮演整

合角色，連結資訊、人脈及資源，他建議產學合作單位更精確地針對僑臺

商需求提供資訊，並且提供跨境便利諮詢，「僑委會將協助宣傳及安排交

流、媒合、參訪，未來有了成果後，或許還能導入評比及獎勵制度」。 

    今日共有 20位大學產學合作單位代表出席「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

務方案」研商會議，說明各校技術移轉概況、創新研發成果與產學合作方

式、概況及資源等面向。 

    僑商處處長張淑燕也說明「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的推動策

略，期盼各產學合作單位共同參與，創造雙贏；於各校官網建置僑臺商服

務專區；提供電子版《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及適時安排僑臺商

參訪、交流。 

報導連結: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article_stor

y.jsp?id=26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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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推動亞洲臺商產學合作 鏈結臺灣技術研發能量 

 
童振源(右 5)、劉樹添(左 5)、古源光(左 4)、陳又嘉(右 3)、伏和中(左 3)與亞洲臺

商出席座談簡報。 

僑委會與亞洲臺商總會舉辦產學合作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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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致詞促臺商運用臺灣研發能量。 

 

劉樹添致詞鼓勵臺商多與學研機構合作。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826101624.jpg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826101624.jpg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826101624.jpg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826101624.jpg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826101624.jpg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826101849.jpg


54 
 

 

古源光致詞分享農業產學合作經驗。 

 

2020-08-26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 25日邀請屏東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及高雄

科技大學三校代表，共同與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進行產學合作交流座談，

盼善加運用臺灣研發能量，協助海外臺商解決問題。 

    童振源表示，人才與研發是產業發展的關鍵要素，例如矽谷成功是因

為有史丹佛大學提供產學合作資源，而臺灣熱帶農業科技領先其他國家，

其核心因素是屏東地區各大學的技術，以及提供創業成功之後所需更多的

人才與研發能量。 

    童振源說明，僑委會藉本次亞洲臺商總會回國參訪的機會，安排僑臺

商認識臺灣先進農業科技，並與臺灣學研機構鏈結，期盼僑臺商將技術輸

出海外，未來將建立「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聯盟」，責成單一窗口，為僑

臺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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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臺商總會長劉樹添表示，泰國臺商總會近 2年分別與屏東科技大

學及高雄科技大學簽署合作意向書，感謝學界協助臺商進行模具開發，他

將訊息分享給全球臺商，產學合作可補足海外臺商欠缺的技術，鼓勵臺商

把握學習機會。 

    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說明，屏東是農業重鎮，他自從 1997年開始到

泰國等地進行交流，與泰國教育體系及臺商建立密切合作關係，用臺灣農

業技術拓展東南亞市場，盼未來透過僑委會增進與海外臺商互動。 

    來自亞洲 14個國家及地區臺商、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研發長許華

書、屏東科技大學研發長陳又嘉、產學中心主任郭素蕙、高雄科技大學產

學長伏和中、產學運籌中心主任吳翌禎等學界代表出席。 

報導連結: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article_stor

y.jsp?id=262178&&c=879FB30F9D873C13443B39DB9F9840CA834E0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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