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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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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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成立於 1974 年，是我國第一所技術職業教育高等學府，
建校之目的在因應我國經濟與工業迅速發展之需求，培養高級工程技術及管理人
才為目標，同時建立完整之技術職業教育體系。臺科大作為以工程科學的高等技
職教育機構，在產學合作推動與人才培育方面，善用本校優質工程、設計與管理
領域之教學能量，提供產業菁英學程，本校也因應政府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發展及
數位轉型政策，結合學校原有的產學研合作網路，持續進行創新前瞻技術研發與
高階人才培育，帶動國內產業升級。臺科大身為國內技職體系大學龍頭，已經為
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建立了良好的基礎。
本校以「發展具科技創新與產業應用的國際化應用研究型大學」為願景，並
以「培育具創新實踐與社會關懷之全球競爭力的科技與管理人才」為教育目標，
迄今畢業校友逾八萬人，遍佈全球各地。也因為本校側重實務和產學合作，成為
吸引海外頂尖學子的優勢，根據 2019 年天下雜誌報導，本校外籍研究生人數是
全臺之冠，各國前 5%頂尖學生爭相選擇本校深造。
臺科大作為技職體系高等教育機構，教育目標以回應產業研發與人才需求為
主軸，此定位也反映於各項排名指標，例如英國高等教育機構(QS)公布的 2020 年
度全球畢業生就業競爭力排名，臺灣科技大學位在 191 至 200 名區間，是臺灣第
4 名的大學；臺科大產學鏈結深厚，實力有目共睹，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
發表的 2020 年全球大學就業能力排行榜，臺灣以臺灣科技大學排名 82 表現最
好，評鑑為全臺就業率第一。
臺科大期望透過僑委會之協助，加強服務世界各地僑商企業，期盼能夠與
產、官、學共創三贏榮景。在目前全球新冠疫情影響下，國際產業發展情勢也更
加詭譎多變，臺科大在疫情下的經濟產業變局中，仍然不忘本校初衷及社會責
任，將持續繆力服務產業界，並針對需求及能量，繼續培育出未來產業所需的人
才，讓學術界與產業界齊力同心，壯闊臺灣產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校長顏家鈺

2021 年 7 月
3

一、關於「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
為鏈結國內學研機構與海外僑臺商進行產學合作交流，由僑委會搭建平
臺，邀集臺灣各大學國際產學合作聯盟共同研商「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
方案」，結合臺灣研發能量，協助僑臺商產業升級，並為國內大學開拓國際
市場，創造雙贏。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以產學合作雙方需求為導向，執行項目如下：
(一) 於僑委會官網建置「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專區，連結各校產
學合作單位官網，增進媒合機會。
(二) 設立 LINE 總機單一窗口，提供僑臺商跨境諮詢服務。
(三) 結合僑委會僑臺商邀訪活動，安排參訪各校產學合作單位，進行媒
合交流。
(四) 彙編「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提供僑臺商組織及各大學
產學合作中心聯繫窗口資料及各校產學合作服務內容與相關案例。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公告於(IA.Taiwan-World.Net)及僑委會官網
「僑臺商專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歡迎臺商朋友免費下載參
考運用並踴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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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
(一)學校特色
臺科大以「發展具科技創新與產業應用的國際化應用研究型大學」為願景，
並以「培育具創新實踐與社會關懷之全球競爭力的科技與管理人才」為教育目
標。採多元卓越、知識創新、科技整合、全人教育的策略，敦聘績優人才進行尖
端突破，以帶動整體學校、鄰近教研機構及產業發展，協助提升產業及國家競爭
力，並培育具有宏觀視野、專業素養、社會關懷之高級科技人才。迄今畢業校友
逾八萬人，遍佈全球各地，由於實作經驗豐富佐以理論基礎完備，工作態度積極
認真，深受服務單位肯定。
目前本校設有工程、電資、管理、設計、人文社會、應用科技等 6 個學院 23
個獨立系所，此外尚有人文社會學科、通識教育中心提供全人教育課程，師資培
育中心培育未來擔任合格教師。另外，開設跨領域學分學程、學位學程及跨領域
研究中心，整合不同系所研究能量，提供學生多元課程，孕育跨領域人才。2019
年第 2 學期學生 10,555 人、研究生與大學生各約 50%，編制內專任教師 412 人、
專案教師 128 人、職員 106 人丶約用人員 198 人。校地部分，除臺北公館校本部
9.7 公頃外，另於 2017 年 9 月取得新竹校區 7 公頃，並於 2018 年 6 月經行政院同
意本校新竹分部籌設計畫書，新竹分部 2017 年底已啟用「前瞻研發中心大
樓」，目前則正興建「先進產學中心大樓」及「國際書院大樓」，預期將可建構
國際化學程教學住宿場域。本校強調學術紮根、實務為用理念，持續深化「人才
培育」、「產學合作」與「跨域交流」三個構面樹立技職教育新典範，臺科大技
職發展的經驗與豐沛的師資在亞太區域成為亮眼特色，2018 年起外交部委託本校
為巴拉圭(Paraguay)規劃籌設國際級科技大學，進行師資派遣、設計課程、建校
藍圖等作業。此外，本校側重實務和產學合作，成為吸引海外頂尖學子的優勢，
2019 年天下雜誌報導，本校外國研究生人數冠全臺，各國前 5%頂尖學生選擇來
本校深造，也因為本校重視實務的技職教育，對於快速發展中國家相當具有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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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目前本校外籍研究生，以超過 300 人的印尼學生為主力，自 15 年前首次招
收印尼生以來，校友人數已超過 1,000 人，為印尼培養出優秀學者和教授。
本校校務發展主要採取多元卓越、知識創新、科技整合、全人教育的策略，
並以「彈性」、「整合」原則，中長程發展目標如下，並展開 11 項重點執行策
略。
1. 深化教學創新，促進自主學習；
2. 重視全人教育，培育優質人才；
3. 深化國際接軌，擴展學生視野；
4. 聚焦優勢領域，釋出研發能量；
5. 留才攬才育才，教師學研並重；
6. 優化制度環境，提升行政品質；
7. 強化社會責任，協助城鄉發展。

校務發展重點執行策略：
1. 回應產業需求，積極推動國際產學研發；
2. 積極發展新竹校區為國際書院及產學園區；
3. 區域聯盟帶動學校發展；
4. 爭取整合外部資源；
5. 建構跨領域交流環境與機制；
6. 全面推動國際體驗，多元國際交流；
7. 因材施教，培育多元人才；
8. 設置創新教學專責推動單位，建構配套激勵措施；
9. 強化創新教學設計；
10. 強化激勵績效，提升行政效能；
11. 持續改善校園空間與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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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作為技職體系之頂尖大學，擁有深厚的技術落地應用機制，以及豐富的
產學合作實務經驗，2020 年之產學合作績效達 4.5 億元，近三年之產學合作績效
累計超過 13 億元。2020 年技術移轉績效超過 4,500 萬元，近三年之技術移轉績
效累計超過 1 億 2 千萬元；2020 年專利申請件數超過 140 件，專利維護件數（含
領證、不含申覆、放棄等）共計 735 件。
基於校內豐沛之研發與產學合作能量，臺科大以成立校級研究中心的方式，
整合校內跨系所、跨領域之研究團隊。目前已成立 28 個校級研究中心，領域包
含電力電子、機械工程、人工智慧、資安、材料工程、醫學工程與建築科技等，
詳如下表。
臺科大校級研究中心
項次
校級研究中心
自動化及控制中心
1
材料科技研究中心
3
光機電技術研發中心
5
電力電子技術研發中心
7
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心
9
營造業職業災害防治中心
11
色彩科技研究中心
13
網路學習研究中心
15
晶圓平坦化創新研究中心
17
電腦視覺與醫學影像中心
19
人工智慧研究中心
21
23 金屬玻璃鍍層技術與應用中心
區塊鏈研發中心
25
人工智慧營運管理研究中心
27

項次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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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研究中心
奈米工程中心
生態與防災工程研究中心
無線通訊與電磁相容技術研發中心
智慧型機械人研究中心
臺灣建築科技中心
臺灣彩券與博彩研究中心
永續能源發展中心
物聯網創新中心
寬頻通訊工業技術研發中心
工業 4.0 實作中心
高速 3D 列印研究中心
網宇實體系統創新研究中心
前瞻智能影像暨視覺技術研究中心
新穎薄膜材料研究中心

(二)亮點研發團隊
為因應政府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發展及數位轉型政策，包含發展綠電與再生能
源產業、資訊及數位產業、5G 數位轉型及資安產業、民生及戰備產業、國防及
戰略產業，以及生物與醫療科技產業，本校聚焦上述相關領域之研究團隊，全力
推動與相關產業之產學合作，並且持續發展創新前瞻技術研發與高階人才培育。
以下為本校七大亮點研發團隊之簡介，包含電力電子技術研發中心、工業 4.0 實
作中心、人工智慧研究中心、無線通訊與電磁相容技術研發團隊、永續能源發展
中心、新穎薄膜材料研究中心，以及醫學工程研發團隊。
研發團隊

研發成果

優勢與實績說明

電 力 電 子 技 術 電力電子技術研發中心主要針對電力電 電力電子技術研發中心由本校電
研發中心
子相關領域，包括高功率密度高效率電 子工程系邱煌仁特聘教授主持，
能轉換技術、太陽能換流器、寬帶隙功 團隊成員包括 15 位電力電子及晶
率 元 件 驅 動 與 應 用 技 術 、 電 池 充 電 技 片設計相關專長教授，具有多年
術、高效能照明技術、功率因數修正技 先進電源技術發展經驗，垂直與
術、電磁干擾防制及數位信號處理器於 橫向整合能力強，電力電子技術
電力電子應用等進行研究。
人才充沛，集結 20 多個研究團
本研究中心亦整合電能轉換、電動機控 隊，超過 200 位研究生。許多國
制、綠色能源、照明科技與應用與電力 際級企業均在臺科大設立共同研
電子IC設計等團隊研發能量，運用所建 究中心，包含台達電子、光寶科
置之實驗設備，與企業進行相關技術之 技、致茂電子等，每年提供數千
設計、模擬、製造與測試研發工作。由 萬產學合作經費、獎學金及設備
產業提供研發設備及研發部門人員進駐 捐贈，共同合作培育專業研發人
實驗室，與學校研發團隊與研究生共同 才。此外，本研究中心在 2020 年
合作專題、產品或技術開發，使學生經 與台達電子合作，獲得科技部產
由業師指導、專題研發及實作，與企業 學研發計畫之資源挹注，台達電
之研發與產品市場之需求，強化企業創 子將以三年三千萬之規模，與本
新發展。
校攜手合作開發前瞻技術及培育
本研究中心在電力電子領域中總共發表 高階研發人才。
了百餘篇國內外期刊論文及學術研究。 未 來 本 研 究 中 心 將 配 合 政 府
本研究中心包含電力電子實驗室、數位 「5+2」產業創新計畫，推動綠能
應用與再生能源實驗室、電力能源實驗 科技產業，以協助國內產業提升
室、能源科技暨機電整合實驗室、電力 技術能量提升與專業能力。
系統控制實驗室、伺服控制實驗室等，
整合電能轉換、電動機控制、綠色能
源、照明科技與應用與電力電子IC設計
等團隊。
工 業 4.0 實 作 本校在發展工業4.0相關課程及學程時， 工業 4.0 實作中心由本校電機工程
中心
以「工業4.0中心實作示範工廠」為教學 系系主任兼臺灣機器人學會理事
發 展 重 心 ， 落 實 以 「 實 作 場 域 教 學 研 長郭重顯教授主持，本中心團隊
習」結合「任務導向專題製作」作為人 成員橫跨 6 個系所，超過 20 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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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育之主要方針，並持續以本校現有
之工業4.0相關研究單位與課程為基礎，
推動不同學院與系所之間各項跨領域創
意加值的研究發展工作。本研究中心近
年更以開發網宇實體技術開發與應用與
工業大數據分析計算應用為重心，以一
個虛實整合系統(CPS)結合物聯網應用及
大數據分析作為其主要的核心，推動網
宇實體技術開發與應用。並整合雲端運
算 （ Cloud Computing ） 及 邊 緣 計 算
（Edge Computing）的技術，研發工業
大數據分析計算應用架構，協助製造業
各個層面，以提供即時設備管理、即時
品質管理、預測性維護、品質要因分析
等多重工業應用。

授參與，包含機械系李維楨教
授、林柏廷教授、劉孟昆教授，
以及工管系楊朝龍教授、資管系
系主任羅乃維教授等。本中心整
合智慧製造相關之巨量資料、機
器人、人工智慧、影響處理、自
動化與機電整合，結合智慧物聯
網架構，以實踐雲端為基礎的製
造管理系統。合作企業包含英業
達、中華汽車、上博科技、鉑林
科技等。未來將持續配合政府
「5+2」產業創新計畫，推動智慧
機械產業，透過本中心之研發結
合實作場域，可望協助產業技術
能量提升以及培育所需之專業人
才。

人 工 智 慧 研 究 人工智慧研究中心以企業應用為主，並 人工智慧研究中心由資訊工程系
中心
以 AI、電腦視覺、AR/VR、物聯網等新 花凱龍教授所主持，帶領逾 10 位
技術，設計出可解決企業痛點的 智慧化 以上跨學校系、跨專長領域表現
系統，在學校的鼓勵之下，創立以來就 傑出之教授組成，AI 研究中心分
與臺灣產業積極合作，在不同領域都已 為三大領域進行：(1)人工智慧、
有 成 功 案 例 。 例 如 近 年 來 智 慧 製 造 興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大數據分
起，本研究中心協助全球電子製造大廠 析、邊緣運算等核心基礎技術領
英業達，在其伺服器產線中導入產線設 域。(2) AR、VR、MR 與相關之
備預診斷架構，此架構在機台設備中建 電腦視覺、人機互動、機電整合
入感測器，並以網路將之串聯，紀錄設 系統等核心應用技術。(3) 遊戲人
備的運作狀況，之後再透過大數據分析 工智慧、玩家行為分析、遊戲數
設備可能故障的時間點，安排人員在停 學模型、遊戲系統架構、遊戲設
機時間進行維護，降低設備無預警故障 計創新、遊戲互動模式、遊戲內
的機率，藉此提升設備稼動率。
容自動化生成、遊戲繪圖與引擎
此外，本研究中心之電腦視覺與大數據 技術開發領域。本研究中心更具
分析技術，也分別被應用在車用、遊戲 備數十年產學合作經驗，與國內
與電商領域。在汽車領域中，本研究團 外 研 究 機 構 交 流 頻 繁 、 互 動 良
隊已可整合溫度、毫米波等多感測器， 好，且研究成果所合作之產業在
並將之應用於 ADAS( 先進駕駛輔助系 近幾年之市場越發蓬勃發展，全
統，讓此系統快速辨識行人、車輛與路 球市場產值高。研究中心更具備
數十年產學合作經驗，與國內外
上的物件。
在遊戲與電商方面，本研究團隊主要是 研究機構交流頻繁、互動良好，
利用大數據與AI的分析能力，為廠商找 且研究成果所合作之產業在近幾
出最佳獲利策略，與大廠鈊象電子已成 年之市場越發蓬勃發展，全球市
立聯合實驗室，共同合作研發具市場競 場 產 值 高 ， 合 作 企 業 包 含
爭力之相關技術，例如從玩家的過關時 NOKIA、研揚科技、中華電信、
間與社群網路留言，訂出遊戲的難易度 邑富、鈊象電子、利凌企業等。
與寶物價格，藉此優化遊戲體驗，以提 在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已累積豐
升玩家的黏著度。電商行銷則是分析消 富的實際經驗，可因應廠商的條
費者的使用行為與消費模式，並將相關 件限制設計出解決方案，讓系統
結果提供給電商平臺業者，業者可從相 快速上線使用，從研發成果到應
用導入產業端，可以說是本研究
關數據中設定產品定價與行銷策略。
中心之重要優勢。未來將配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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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5+2」產業創新計畫之推動資
訊與數位產業發展，透過本中心
之前瞻研發以及產學合作經驗，
可望為產業技術能量加值，以及
培育所需之專業與具備即戰力人
才。
無 線 通 訊 與 電 無線通訊與電磁相容技術研發中心由本 5G 科技為未來資通訊科技市場的
磁 相 容 技 術 研 校電機工程系楊成發特聘教授主持，本 里程碑，帶動物聯網與人工智慧
發團隊
研究中心整合電子、電機、機械等領域 科技應用的重要基礎。臺科大在
研發團隊，包含馬自莊教授、曾昭雄教 資通訊科技領域的研究優勢，包
授、王蒼容教授、廖文照教授、陳筱菁 含整合光電科技、電信科技、電
教授等，主要開發應用電磁相容與無線 力與能源系統研究、電力電子與
通訊技術、RFID 技術應用開發、天線設 電動機控制研究、網際網路科技
計與分析、電波傳播特性分析，以及發 及系統晶片研發等主題的教學與
展測試 RFID 系統量測驗證技術與全臺灣 研究，也有各相關領域的研究中
最完善之天線量測技術，已於 2013 年起 心相互支援與合作，作為 5G 科技
開始分年建置毫米波量測系統，建立可 育才之搖籃與前瞻研發基地。本
高達 90GHz 之完善天線與電路量測系 研究中心合作單位包含電信技術
統 ， 期 能 成 為 產 業 研 發 升 級 的 有 力 後 中心、中華電信研究院、佐臻、
盾，以及開發相關應用技術，已與多家 科菱等。未來將配合政府「5+2」
企業共同合作研發無線通訊天線與射頻 產業創新計畫之推動 5G 數位轉
模組，以研發前端創新應用技術與具競 型，透過本中心之軟硬體研發資
爭力之產品，而多項設計並已進行量產 源，可望協助產業提升產品能量
或試量產階段。本研究中心未來也將與 以及培育所需之專業高階人才。
中華電信研究院共同合作，雙方規劃透
過臺科大於 XR 等先進技術研發成果，
結合中華電信研究院 5G、AI 及數位滙流
核心技術，共同發展 5G 等相關硬體及應
用開發。
永 續 能 源 發 展 臺科大永續能源發展中心以社會發展所 永續能源發展中心由黃炳照國家
中心
需的能源科技研發為職志，積極提倡尖 講座教授領導數十位教授、研發
端材料與系統的基礎研發，致力於研究 人員、碩博士生研究團隊之永續
成果的擴散，並推動相關技術在綠色家 能源發展中心，以奈米材料科學
園、建築與交通的應用。永續能源中心 為核心，輔以電化學與臨場光譜
的研發能量與成果在電化學領域享譽國 技術，探討材料特徵與其在能源
際，並有堅強的研究團隊，研究領域與 轉換和利用上的創新科技，以及
專利佈局大致可以概分為奈米電化學、 追求能源永續使用的願景。本研
創新電池與材料、燃料電池、高值化產 究中心合作企業包含有量科技、
氫技術、光譜技術與生醫感測、資料庫 臺灣立凱電能、聚合國際、友達
與理論計算。尤其在安全性高性能有機 光電等企業，並與工研院建立長
電解液、水系電解液及固態電解質具有 久 合 作 關 係 。 未 來 將 配 合 政 府
突破性發展，為國際電池領域領先團隊 「5+2」產業創新計畫之推動綠能
之一，有助協助電池產業改善現有電池 科技產業，協助產業技術能量提
與發展下一世代高性能電池。
升以及培育所需人才。
新 穎 薄 膜 材 料 本研究中心主要以發展次世代燃料電池 本研究中心由賴君義國家講座教
研究中心
系統、智能型薄膜氣體分離系統、綠色 授主持，賴教授曾創設國內第一
能源薄膜系統為主，將薄膜科技推展於 個實體薄膜研究中心，以推動國
綠色能源產生及儲能，解決國家發展綠 家薄膜科研競爭力與深耕薄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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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業的困境。臺科大新穎薄膜材料研 技產業發展為目標，並培育薄膜
究中心包括薄膜設計及製備、高分子材 科技領域相關之專業研發人才。
料研發、電池材料研發等團隊。
團隊成員來自跨校跨院系之大學
教授，累計發表 1,000 餘篇科學工
程領域之學術期刊論文，國際學
術引用超過 21,000 次。評比中心
過去五年之學術研究論文數量表
現，研發成果居全球薄膜特色研
究領域前 5%，於國內薄膜科研表
現位居首位。中心團隊由於跨校
際與跨領域的整合，獲通過經濟
部、科技部、經建會之學界科專
計畫、國家能源計畫等多項國家
型計畫，且執行成效卓著。
醫 學 工 程 研 究 本研團隊已整合校內工程學科，並與臺 本校醫學工程研究團隊本校醫工
團隊
北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等醫界夥伴， 所由許昕教授主持，結合醫學、
進行產學合作，並完成多項醫療科技應 機 械 力 學 、 機 電 資 訊 、 材 料 科
用案件。研發領域主要以生醫材料與奈 學、生物科技等工程領域，並為
米藥物、生物力學以及醫用電子與訊號 配合臨床醫學相關課程教學，特
影像領域為主。
別延聘三軍總醫院等醫療院所醫
在生醫材料與奈米藥物領域，主要發展 師約 10 名兼任教師。校內空間規
新穎生醫材料或改良現有生醫材料，並 劃 「 醫 療 器 材 研 發 實 驗 室 」 、
藉由材料分析檢測及結合體外與體內測 「生醫影像資訊實驗室」、「生
試，評估其材料特性並開發其在藥物傳 醫機電工程實驗室」、「生醫奈
輸、組織工程、植入性生醫材料等臨床 米材料實驗室」等四大共同實驗
應用之可行性。研發再生醫學與組織工 室。除設於國防醫學院「醫學工
程所需之生醫材料，發展製備生醫支架 程 研 究 中 心 」 供 本 所 師 生 進 駐
所需核心技術，結合幹細胞工程及傳輸 外 ， 為 加 強 與 臨 床 醫 生 共 同 研
生長因子的技術發展再生醫學。利用生 究，三軍總醫院也已提供「醫學
醫材料發展藥物之新劑型，並將此新劑 影像部」、「牙醫部」、「骨科
型藥物開發新的投藥途徑，開發新劑型 部 」 、 「 復 健 部 」 、 「 病 理
藥物在臨床上可應用之新適應症。合成 部」、「醫工室」、「藥學部」
新穎奈米顯影劑配合生醫資訊與影像分 等研究空間給本所師生進行實習
析整合發展醫用顯影劑，建構醫學影像 與實驗。透過與醫院臨床合作，
本研究團隊培養兼具工程技術與
顯影開發平臺。
在生物力學領域，加強工程科技與醫學 醫學知識的醫學工程人才。
工程的科技介面整合，發展手術醫材與
輔具的設計、測試與認證的技術平臺，
應用於相關臨床治療。發展科學化之量
化評量技術，建立人體三維生物力學模
型，並結合立體攝影建構人體全身之運
動學資料，藉以瞭解健康人與各類型病
患各種功能性動作控制的機轉，及與環
境互動，並探討各種訓練法及治療介入
模式對動作功能恢復之療效。研發微創
型與客製化的骨牙科手術醫療器材，其
核心技術乃基於醫學影像處理、數位設
計分析與金屬雷射燒結，積極發展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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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團隊也已整合校內外資
源，與國際產學聯盟合作，籌備
並設立「醫材測試與檢驗中
心」，服務校內外投入研發或有
意願推展商材商化應用相關需
求，協助推動本校具醫材高度發
展潛力之技術。

剖貼合、低骨切除量與具骨質咬覆特性
的手術植入性醫材。
在醫用電子與訊號影像領域，提升超音
波腫瘤分子影像技術，增強訊號程度、
血管新生表現誠度與量化。利用醫學影
像定位架構設計及定位演算法書寫，完
成影像定位後進行影像融合技術，產生
互補性效果。創新的癌症 subtype 區分的
自動病理切片影像開發技術與藥物治療
配合以改善提高病人存活率。利用病理
組織影像分析，開發生物標記分析技術
與連結生物統計資訊。藉由分析與量測
方式的重新思考，開發嶄新的量測技術
與評估參數，提升現今微循環量測技術
對生理狀態的解析能力，並實際應用於
慢性病程監控。以非侵入式量測及即時
分析技術，應用於其他微循環血流之量
測評估。以創新開發診斷與治療方式為
發展基礎，利用非侵入性與高使用度，
配合自製電路微小化與 IC 化，結合無線
通訊系統，應用於遠距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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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學營運處介紹
產學營運處負責整合校內產學合作資源與創新育成能量，將研發之技術與知
識推廣成為業界之實際生產力，讓知識與經濟緊密鏈結，提高產業價值並提升國
內外競爭力。產學營運處以一條龍的服務方式綜理本校產學合作、創新育成及技
術推廣相關業務，以全球視野推動國際產學與育成合作，並提供跨領域產學資源
媒合，透過技術媒合、知識分享、深化國際鏈結與孕育新創事業多管齊下，襄助
關鍵客戶與區域經濟之蓬勃發展，並協助本校師生積極參與各類產學合作研究與
服務工作。期望透過單一服務窗口，整合相關資源以加速產學合作、擴大產學服
務能量並促進產業技術之加值與發展，以創新創業為終極目標，俾使發揮最大之
產學合作綜效。
為資源統整並彼此奧援，本處設立創新育成中心、企業服務中心、智財推廣
中心及國際產學聯盟推動辦公室。
1. 企業服務中心
擔任產業界與學校之間的橋接窗口，促成校內研發成果推廣與媒合，將
校內豐沛的研發能量導入業界，讓產學無縫接軌，協力發展關鍵技術，帶動
產業升級，並同步培養推升產業競爭力的人才。
企業服務中心主要功能：
 針對客戶產業特性，提供全方位專業專案管理服務，配合公司長期戰略
目標，進行長期深化的產學合作，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之國際企業。
 依據客戶營運推動需求，透過老師團隊評估診斷，建置專屬客戶的人才
培育方案，從短期觀念導入至中期內部人才教育訓練到長遠合作學校人
才投入，打造客戶人才價值一條龍養成機制。
 協助會員技術提升、產品加值，運用學校虛擬團隊協助，減少移轉上的
磨合或銜接問題，並且建立技術導入追蹤模式，讓技術在客戶身上發揮
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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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產學合作資訊平臺、整合校內各領域資源擴大產學合作能量。
 進一步挖掘產學合作對象，以「關鍵客戶長期經營」方式互動，擴大本
校研發成果效益。

2. 創新育成中心
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自 1998 年成立，培育上百家育成企業，其中更有 6
家成長為上市公司，包括桓達科技、台虹科技、偉詮電子等，迄今總共創造
了 6000 個工作機會，產值達 6.67 億美元。目前臺科大正持續培育 50 多家企
業及新創團隊，推動臺灣科技人才與新創事業發展。
自 2011 至 2020 年九度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頒發為績優創育機構，
2015 年更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績優育成中心創新應用組第一名」，且
2013 年起連續 3 年，輔導之創業團隊榮獲科技部創新到創業激勵計畫-創業
傑出獎，並於 2017 年獲頒亞洲育成協會 AABI 年度最佳育成中心。更於
2016 年於美國加州矽谷成立臺科大矽谷中心，結合臺科大校友資源，選送團
隊至美國矽谷培訓，安排矽谷企業參訪與實習機會，讓臺科大的創新創業團
隊與國際接軌。
在累積的基礎與優勢能量上，結合政府推動 5+N 產業發展政策，以本校
豐富之科技研發、創新創業輔導能量與經驗，帶入產業資源、創投能量，並
且引進中大型企業、國際加速器進駐，落實創新創業發展、垂直整合培育鏈
結，期以帶動臺灣創新創業產業發展朝向國際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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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育成中心主要功能：
 建構創業生態加速園區，橋接國際創新創業育成網絡，推展國際創新人
才培育，以提升整體新創產業國際競爭力。
 建構「臺科大矽谷中心」做為國際創新人才的培育平臺，強化在美國際
資源鏈結，加速新創團隊培訓發展。

3. 智財推廣中心
智慧財產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是國家發展知識經濟的基礎，亦為支
援一國產業開發具前瞻、創新技術的動力及能量來源。有鑑於本校師生擁有
豐沛之創意及研發能力，長期以來蘊育了豐富的智慧財產礦藏。為強化本校
智財之加值運用潛力，本中心扮演智財資源整合及推廣的角色，除了制訂研
發成果收益分配比重外，並以優渥回饋機制，鼓勵與促進全校師生投入發明
創作、技術轉移之研發，進而達到提升智財衍生價值的目的，來極大化本校
師生研發成果所衍生出的 IP 價值。此外，本中心將以本校 IP 加值運用為推
動主軸，透過具有相關實務經驗的專業團隊，鏈結產、官、學、研、創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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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智財相關服務業等跨界資源，來充分發揮本校教職員工生研發成果的潛在
價值。
透過綜理本校技術及專利等智慧財產之管理與推廣工作，以追求本校產
學研發成果商品化為目標，持續提升智財衍生價值，中心目標分述如下：
 活絡本校智財移轉及市場化之應用
 提供產學共同研發、智權交易、專利授權等服務
 協助有技轉意願之廠商，針對廠商技術需求找尋校內合適技術標的或促
成產學合作
 增加本校智財推廣的授權收入，促使本中心能自給自足的運作
 建立專利價值評估機制及專利技術模組化管理、技術行銷推廣企劃
 協助本校智財推廣與產業對接，與國際接軌，強化研發成果商業化機會
為了鏈結智財合作資源，以及推升智財服務能量，本中心智財推廣的推
動策略分述如下：
 確立智財推廣的目標廠商、同時搜尋潛在廠商，來加強並增進本校智財
推廣能力。
 彙整校內研發成果，並編列成冊、檔，建置智財推廣資訊平臺，並配合
經濟部、科技部、國際產學聯盟及校內研發處定期舉辦成果發表會，有
系統的推廣師生研發成果。
 透過結合本校產學處育成中心，將研發成果推廣至本校育成中心輔導的
中小企業或是合作的企業，來協助新創事業發展。
 為維護本校師生智財移轉的權益，本中心將建立研發成果授權談判團
隊，協助審議授權合約，來防止他人侵害師生的研發成果。
 定期參與主管機構與地方同業公會之座談，掌握技術授權機會，提供科
技資訊與市場資訊給企業主與學校相關專長教師。
 未來將研發成果管理制度及程序建置朝向網路化及行政自動化，同時建
立國際交流與合作平臺，提升本校師生智財的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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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產學聯盟推動辦公室
透過科技部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成立「臺科大國際產學推動辦公室」
（Taiwan Tech GLORIA），目標是整合校內研發能量與行政推廣資源，推
動國際產學合作。推動領域包含永續能源、電力電子、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5G 通訊、醫療科技等研發能量，串連政府、法人、學界聯盟之國際資
源，以企業會員制度，媒合產學技術研發及人才培育需求，落實本校產業導
向的學研方針，協助企業深化前瞻技術優勢，拓展海外市場，培育具全球競
爭力的科技管理人才。
國際產學聯盟推動辦公室提供多元國際產學合作管道、媒合校內研發技
術，以及解決產業技術等問題，並協助媒合產業人才培育等服務。本辦公室
提供一站式顧問服務，盤點本校研發創新之能量，並將企業需求對應學校研
發技術，以提供企業適當的解決方案，更延攬了一群具跨國企業經歷之資深
產業聯絡專家，透過產業聯絡專家人際網絡，作為產業與學界之間的溝通橋
樑，為研究團隊及企業鏈結更多元的國際合作管道。
國際產學聯盟推動辦公室主要功能：
 一站式顧問服務：臺科大國際產學聯盟推動辦公室為單一服務窗口，整
合校內外相關產學組織功能，依據企業會員需求串接校內不同功能單位
資源，發揮資源整合最大效益。
 整合平臺：整合臺科大技術移轉、智財推廣、新創輔導能量與政府單
位、法人、公協會夥伴資源對接。此外，本單位也將投入行銷推廣資
源，協助校內團隊及企業會員夥伴共同參與國內外重要產業展會，主動
向外推廣研發成果，協助擴大產學合作網絡，串接所需資源。
 資源鏈結：臺科大國際產學聯盟服務對象主要有校內研究團隊與企業會
員夥伴，協助所需資源之鏈結與媒合，例如引介貴儀使用額度申請、研
發成果收入上繳減免等。此外，本單位也協助合作團隊爭取政府補助資
源，包含依照各合作企業不同之研發目標或市場策略之期程，媒合政府
17

政策計畫資源與臺科大研究團隊合作等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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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產學聯盟服務
1. 會員服務
臺科大國際產學聯盟以企業 CRM 之服務精神及專業經理人模式經營產
學關係，並逐年滾動式調整聯盟目標，持續優化企業會員服務，為合作企業
與學校創造新的機會，協助提升企業競爭力，為產學合作加值，推動國際產
學聯盟永續營運之目標。

2. 產業聯絡專家服務
臺科大透過駐點產業聯絡專家之人際網絡，於日本（亞太地區）、印尼
（東協地區）以及以色列建立國際產學合作駐點服務平臺，蒐集與彙整當地
企業需求，提供相對應之研發成果，引薦國際企業與本校合作，搭建國際企
業與臺科大合作橋梁，並藉由此次科研產業化平臺，結合各校國際資源與駐
點產業聯絡專家進行產學策略佈局，深化與當地之連結，推動長期國際產業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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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聯絡專家

經歷

魏煒圻博士
產學處副產學長/
國際產學聯盟推動辦公室執
行長










江依錦協理
國際產學聯盟推動辦公室










重點領域
中山科學院
新竹科學園區正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總經理
津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德商實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美商 RVSI(Nasdaq：ROBV)臺灣區分公司，大中華經濟
圈分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美國 Midas Vision Systems Inc..有限公司:副總裁暨亞洲
區總經理
美國 Amkor Technology(Nasdaq：AMKR):業務,行銷暨事
業單位副總經理
美國 Tessera (Nasdaq：TSRA)公司: 副總裁暨臺灣區分公
司，大中華經濟圈分公司總經理
以色列 ViaGaN 公司 : 副總裁暨亞洲區總經理
邁斯科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微創醫材，行銷業務經理
陽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太陽能，國際營業經理
沛亨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IC 設計，國際處業務經理、研
發中心專案管理、品保處課長
達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FT-LCD，品保資深工程師
合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半導體晶圓片，品保資深專員
科德瑞股份有限公司-配電變壓器，董事長特助
伸昌電機股份有限公司-配電變壓器，總經理室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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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與領導相關
領域推廣。
專長於電子工工
程及光學領域。

產學合作業務推
動與行銷推廣

程文光
臺科大印尼校友總會會長
(駐印尼代表)







擔任母校印尼校友會總會長，長期投入印尼校友會會
務，協助母校至印尼招生及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長期參與校友總會會務，為校友企業至印尼發展提供經
驗及諮詢
至印尼銷售國產 CNC 工具機及傳統機器，促使臺灣機器
在印尼佔有一席之地
創建砂石建材廠，引進臺灣機器及生產方式，促進印尼
營建工程的品質提升
長期擔任政府與印尼僑界、商界及產業界等聯繫橋樑，
協助政府新南向政策之推動，促進臺印雙方經驗交流

負責印尼產官學
研之聯繫窗口，
推動人才培育與
國際合作交流

Dr. Moti Margalit
(駐以色列代表)










岸本喜久雄
Kikuo KISHIMOTO
(駐日本代表)

Dr. Kikuo Kishimoto, was a Professor of Transdisciplinary
推動日本學術合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cademic Background: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raduate 作，人才培育與
School, Divis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ster course 國際交流
Completed (1977).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aculty of
Engineering, Graduated (1975).

Inventor and Country Manager, Xinova, LLC (現任)
CEO and Founder, ViaGan (現任)
VP and R&D, Tessera
Research Scientist, MIT
Inventor and Community Builder, Intellectual Ventures
CEO and Founder, Carbon Valley Technologies
CTO and Founder, Lambda Crossing
General Manager, Synergy Fund Management

Research Theme:
Study on Mechanics and Strength of
Dissimilar Materials, Study on Fractuter Behavior of Polymers,
Study on Inverse Analysis in Strength of Materials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 Mechanics and Strength of Materials / Fracture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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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以色列新創
資源鏈結，以及
擔任歐洲地區產
官學研聯絡窗口

(五) 產學合作亮點案例
1. 國際性產學合作亮點



產學合作亮點案例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校電力電子研究中心透過聯盟之輔導，與台達
電子合作申請科技部產學研發計畫，並順利獲得
科技部補助，台達電子以三年三千萬元之合作規
模與本校合作。透過聯盟提供之相關服務，包含
計畫申請等相關提案諮詢輔導與行政支援等。台
達電子也加入國際產學聯盟，成為國際會員。未
來聯盟將持續服務企業與研發團隊，辦理企業合
約議定、技轉協議、人才媒合以及計畫推廣等工
作。

電力電子研發領域，包括高功率密度高效率電能轉
換技術、太陽能換流器、寬帶隙功率元件驅動與應
用技術、電池充電技術、高效能照明技術、功率因
數修正技術、電磁干擾防制及數位信號處理器於電
力電子應用等進行研究。在電力電子領域中總共發
表了百餘篇國內外期刊論文及學術研究。

透過聯盟串聯 Intel 與本校資工系花凱龍教授研發

團隊合作，初期合作將以雲端運算系統之應用及
推廣為主，規劃初期、中、長期三階段合作。初
期合作項目為辦理電腦視覺應用培訓課程，培育
本校電資人才 AI 邊緣運算開發的相關技能，邀
請 Intel 研發經理擔任業師，規劃一系列相關培訓
課程，並搭配專題實作競賽，讓學生從實作中培
養 AI 軟硬體整合能力。此外，聯盟亦協助串接
企業會員，協助鏈結 Intel 與企業會員合作，開發
潛在合作之機會。

本案透過人工智慧研究中心主任花凱龍教授主持，
主要將開發深度學習於電腦視覺之應用，隨著深度
學習之進步顯著提高了電腦視覺的性能，未來人工
智慧邊緣運算透過雲端 AI 已不足夠，在追求即時
性的系統中，加上人工智慧邊緣運算的加持，未來
AI 在更多產業之應用更有無限可能。本案透過與
Intel 合作，進行 AI 影像辨識相關應用。

本案主要為開發有關駕駛輔助相關領域研究，故
福 O 科技透過聯盟成功媒合研究團隊。本案主要
開發全天候自動駕駛系統等相關技術開發。透過
聯盟協助鏈結與資工系花凱龍教授、陳永耀教授
合作，開發相關研發技術，福 O 科技亦成為國際
級會員。聯盟亦提供行銷推廣以及提供產業趨勢
資訊等相關服務。

近年來各大車廠積極發展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為了
將來可以達到自駕智慧技術進階過程，ADAS 系統
中視覺自動化的目的，不僅是發現到前方有障礙
物，還必須能夠對物件進行辨識及分類，以及開發
感測器在各種天候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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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商荏原製作所（EBARA）連續三年為聯盟國際 本校 CMP 研發團隊與 EBARA 合作，優化晶圓拋
會員，這三年期間透過盟協助， EBARA 與本校 光智成等相關技術。
陳炤彰教授主持之化學機械拋光技術 CMP 研究團
持續合作，並擴大在精密製造的前瞻研究範疇。
但 2020 年 EBARA 營運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甚鉅，企業原本將暫停與聯盟合作，但透過聯盟
努力之下，串聯企業與本校繼續合作，並順利促
成國際產學合作案一件。
MEDICA 為全球醫療器材指標性國際展覽，也是
全球規模最大的國際醫療器材展，更是接觸全球
醫材產業廠商的最佳國際平臺。聯盟以臺科大形
象攤位的方式，收斂本校醫材領域亮點團隊於國
際平臺上曝光，協助製作平面及動態技術文宣，
更於參展期間積極開發潛在合作機會，除了透過
大會一對一媒合平臺接洽廠商之外，亦拜訪各個
參展商攤位進行商談，主動宣傳本校亮點團隊技
術，以及推廣國際產學聯盟服務。

2019 MEDICA 參展團隊為校內醫材領域之亮點研
發團隊，包括朱瑾教授研發之金屬玻璃鍍膜應用於
醫療器械、王復民教授「超靈感度卵巢癌癌細胞偵
測器」、陳建光教授利用具光學檢測功能之奈米生
物晶片材料用於快速篩檢循環腫瘤細胞、鄭正元教
授之高速 3D 列印於醫材應用、花凱龍教授人工智
能醫學影像處理、何明樺教授之三維列印之生物相
容光固化樹脂研發，以及醫工所團隊的許昕教授
「戒指型穿戴式量測裝置與配合機構」、廖愛禾教
授「多功能外用微氣泡於超音波促經皮穿透之發展
與應用」等重要研發成果。

本案主要由電子系陳伯奇教授主持之「自我供電
感測 IC 研究團隊」與群 O 半導體合作開發為控
制器所需之超低功耗類比矽智財，透過 IC 團隊過
去數年於電路研發所累積的經驗，搭配合作企業
盛群豐厚的研發實力與市場穿透力，期望在未來
低功耗控制器的藍海中掌握先機，增加合作企業
之市場佔有率。本案亦攜手合作企業培養國際晶
片設計人才，吸引更多新興國家的頂級人才來臺
留學，並於畢業後投入臺灣的半導體產業，創造
產業、學生與學校多贏的局面。研究團隊亦透過
聯盟協助，爭取科技部專題計畫補助，聯盟亦協
助推廣校內研發技術，並輔導團隊評估未來將研
發成果商品化之機會，以及國外行銷推廣機會，
雖 2020 年國際展會皆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關係無
法展開，但未來聯盟將持續協助團隊串聯相關產
業。

「自我供電感測 IC 研究團隊」由應用科技學院院
長、電子系陳伯奇教授主持，主要為開發微控制器
所需的超低功耗類比矽智財，鎖定標的為無石英晶
體振盪器、參考電壓源、參考電流源、溫度感測器
等，超低功耗的技術主軸將圍繞在漏電流的操作模
式，並且進行國際級晶片設計人才，期望推廣臺灣
IC 布局設計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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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內產學合作亮點
產學合作亮點案例

對應之研發能量

聯盟協助本校姚智原教授團隊與會員鈊象電子爭 本案整合本校遊戲設計開發、人工智慧衍伸應用，
取科技部產學研發中心計畫，並成功獲得科技部 包含電腦視覺、深度學習，以及人機互動、大數據
補助，合作企業將以三年三千萬規模與本校合作 分析等研發能量。
開發相關技術與培育高階研究人才。
聯盟協助利 O 企業透過產學合作案與產碩專班與 本案為跨領域研究案，包含人工智慧、深度學習與
本校之合作，未來將共同開發前瞻技術研究與高 影像辨識等相關領域，結合巨量資料分析、資料探
階人才培育，該企業也在聯盟的協助之下，串聯 勘等大數據分析，以及邊緣運算技術。
本校重要夥伴企業，共同開發未來合作之機會，
拓展國際市場。
新 O 合纖主動提出與本校合作之需求，透過聯盟
接洽並安排合作相關事宜。依據企業需求，媒合
潛在研究團隊，包含辦理技術交流媒合會，推廣
本校化工與材料相關領域之研發成果，以及盤點
相關技術，協助促成臺科大與企業合作，該企業
亦加入聯盟成為會員。雙方未來將開發創新前瞻
材料，並且共同培育高階研發人才，拓展國際產
學合作布局。

本案整合校內應科所、材料工程及化工領域之研發
團隊，以「創新分子科學與工程」為主軸，向下發
展光電及能源材料、高分子材料、生化與醫學工程
三大主軸，開發包含但不局限於高分子奈米複合材
料、奈米構築與奈米科技研究、分子生物技術、生
物奈米纖維、可拉伸與自修復半導體材料以及高分
子半導體等研發及相關應用。

邑 O 股份有限公司是國內知名的流體控制技術研
發公司，為業界流體控制技術最早引進者，該企
業主要開發各種點膠技術。近幾年也與本校已共
同合作研發出了新一代高階智能點膠機，逐漸成
為引領國內點膠工業的領頭羊。此外，企業並透
過產學合作模式，培育多位實習生，並促成外籍
碩士班畢業生進入企業就職。

本案將物聯網、點膠暨光學檢測作業一體化，透過
人工智慧演算法升級合作企業之產品，並開發新一
代技術，進一步減少客製化的門檻、提升產品效
能，同時降低整個工業製程的生產成本。

連 O 科技於透過聯盟協助，成功媒合一位博士級 該企業與本校合作為跨領域性質，包含電機、工業
高階人才，並於今年開始在該公司任職，負責產 設計與醫材等，本校將協助企業開發未來產品以及
品開發。該企業連續三年加入聯盟，未來也將持 培育相關專業研發人才。
續協助企業媒合高階研發人才，以及潛在產學合
作案。
致 O 電子透過聯盟協助，擴大與本校產學合作範
疇，包含產碩班及產學合作案。聯盟亦協助企業
進行協助媒合研發團隊，以及產業趨勢分析與人
才招募等服務。

致 O 電子與臺科大之合作領域包含電子、電機、機
械工程以及材料，並整合工管系能量，協助公司開
發潛在前瞻研發技術，並針對企業需求，提供研發
技術之相關顧問諮詢服務。

24

(六) LINE 諮詢單一窗口
如欲進一步瞭解或與本校合作，歡迎洽詢以下人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4 段 43 號
電話：+886-2-27303689
電子郵件：gloria@mail.ntust.edu.tw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僑臺商服務專區 LINE 諮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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