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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海外臺商在世界各地擁有豐沛的資金、人脈與商務網絡，向來是我

國深化與各國實質關係及促進臺灣經貿發展的重要推手。由於全球產業

區域競爭加劇及企業轉型升級等挑戰，海外臺商面臨技術升級、品牌建

立及擴大通路等問題，期透過與臺灣企業的密切合作，開拓出無限商機

並突破挑戰；同時臺灣企業前往海外發展所面臨的語言、文化及法律等

問題，也可攜手海外臺商共同解決，共創互惠雙贏局面。 

 

        為增進海外臺商與國內百工百業之鏈結與合作，僑委會與世界臺灣

商會聯合總會特別合作，邀集國內各產業、學術、研究單位及世總會員

企業，舉辦本次「百工百業商機交流會」，以協助海內外優勢產業及資

源互補對接，並由臺商來引路，幫助臺灣走向國際。 

 

        在本次「百工百業商機交流會」中，特別將參展企業及學研機構之

相關資訊整理彙編成冊，提供臺商出席單位聯繫窗口，並彙整各單位業

務簡介及合作需求等資訊，以利有效促進與國內產學研相關單位對接，

達到海內外資源相互交流運用的最大效益。 

 

        今後僑委會持續扮演槓桿支點的角色，積極協助海外臺商與國內百

工百業建立夥伴關係，透由發揮臺灣優勢結合全球臺商，建構促進資訊

與人際關係累積、交流及多方鏈結的平臺，匯聚臺商能量壯大臺灣。 

 

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  
 

   
                                
                  

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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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http://ntuilo.ilo.ntu.edu.tw/ 

TEL： +886-2-33668286   Email： ntuilo2017@gmail.com 

        國立臺灣大學身為人才培育、學術研究與產業創新的重鎮，應可積

極整合校內研發能量，來協助解決我國產業發展的困境。因而，臺大思

考我國未來發展的需求，並考量短期內組織未做大幅度異動的情況下，

參考MIT的產學聯盟模式，以聯邦式的概念規劃設置「國立臺灣大學國

際產學聯盟」，期待匯聚鏈結國內外頂尖企業的資源，聚焦前瞻創新研

究，協助我國產業接軌國際。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全球 

尋求合作之
方式  

email聯絡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人才媒合、技術諮詢 

聯絡方式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產學聯盟 

http://ntuilo.ilo.ntu.edu.tw/


  

Website： https://ocic.nthu.edu.tw 

TEL：+886-3-5162301    Email： t-gloria@my.nth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以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為產學合作運籌平台，逐步打

造清華大學科研創新生態系，進而擴大清華產學合作模式，鏈結國際產

業體系，以協助國內產業升級與產業創新，活化與提升科技研發成果，

媒合校內研發團隊與國內外企業。此外，藉由厚實之產學合作基礎，延

續推動與企業聯合研發模式，為長期推廣與深化 GLORIA 整合服務，對

內定期舉辦清華校內院、系所級單位說明，強化產業聯絡專家提供清華

教授協助鏈結企業高層。深入了解企業痛點與需求、媒合產學合作、協

助專利推廣、輔導新創團隊提供業師諮詢與陪伴式業師、協助募資、協

助申請政府計畫等專屬服務。 

簡介 PROFILE 

無侷限 

無侷限 

產學合作、專利技轉、新創育成 

         

聯絡方式 

國立清華大學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GLORIA Operat ion Center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https://ocic.nthu.edu.tw/


  

Website：http://cicii.nccu.edu.tw/ 

TEL：+886-2-29393091       

Email：cicii@nccu.edu.tw / angus.c@nccu.edu.tw  

         政大「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

中心」（以下簡稱「產創總中心」

）於2017年10月成立，並於2018

年2月1日正式升格為一級單位，設

有推動委員會、專家顧問諮詢委員

會。產創總中心為財源自籌之行政

單位。 

        產創總中心負責整合本校「創

新育成中心」、「研創中心」及「

產業聯絡中心」之所有資源，為政

治大學產學合作之指揮中心。 

簡介 PROFILE 

世界各國 

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創新育成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http://cicii.nccu.edu.tw/
http://cicii.nccu.edu.tw/


https://ogiaca.nsysu.edu.tw/p/412-1015-95.php?Lang=zh-tw 

TEL：+886-7-5252000#2690 / +886-75252000#4574     

Email：ianfan@mail.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於大高雄地區扮演教學與研究之領導角色，本校深知

大學具有引領社會進步之功能，並背負著相當之社會責任，因此將「深

化社會關懷」列為本校之重要發展計畫目標；期能以本校之能量為基礎

，結合產官學研與大高雄地區各大專院校之技術研發能量，以擴大產學

合作量能，促進產業技術加值與發展，並緊密結合本校教學資源，推展

實務課程，以期符合善盡地方領導型大學的社會責任。    

        於此願景下，本校於2009年1月正式成立國立中山大學產學營運中

心，遂於2018年8月1日改制為「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綜理本校

產學合作、國際產學及推廣教育相關業務，整合相關資源以發揮綜效。 

簡介 PROFILE 

不限 

不限 

產學合作、創業育成、技術移轉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https://ogiaca.nsysu.edu.tw/p/412-1015-95.php?Lang=zh-tw
https://ogiaca.nsysu.edu.tw/p/412-1015-95.php?Lang=zh-tw
https://ogiaca.nsysu.edu.tw/p/412-1015-95.php?Lang=zh-tw
https://ogiaca.nsysu.edu.tw/p/412-1015-95.php?Lang=zh-tw
https://ogiaca.nsysu.edu.tw/p/412-1015-95.php?Lang=zh-tw
https://ogiaca.nsysu.edu.tw/p/412-1015-95.php?Lang=zh-tw
https://ogiaca.nsysu.edu.tw/p/412-1015-95.php?Lang=zh-tw


  

http://r049.ntou.edu.tw/p/412-1082-9190.php?Lang=zh-tw 

TEL：+886-2-24622192     Email：gloria@email.ntou.edu.tw  

簡介 PROFILE 

東南亞、歐美 

產學合作、技術移轉 

協助教師、廠商量身訂做對應的研發能量、依企業需求盤
點最適研究做對接。核心領域包含無抗養殖及種苗海洋保
健及精品、人工智慧物聯網、永續環境與綠能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產學營運總中心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化服務，並執行科技部GLORIA國際產學聯盟計畫，將校內分散的研究成

果加以組合包裝進行技術媒合、國際行銷，從其中找出高創新潛力之技

術，配合價創、萌芽、法人鏈結計畫等，將其孵化為新創公司，扶植其

成長茁壯，期整合相關資源以發揮綜效，擴大產學服務能量，促進產業

技術加值與發展。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整

合本校海洋工程、智慧農業、智慧交通、

精準健康四大主軸特色前瞻技術，提供一

站式服務，對接產業技術需求。 

       本中心將產學、智財、技轉、萌芽、

衍生新創及產業人才培育等動能，整合成

單一窗口，提供包括產學合作、創業育成、

經營管理、智財管理以及專案規劃等客製 

http://r049.ntou.edu.tw/p/412-1082-9190.php?Lang=zh-tw
http://r049.ntou.edu.tw/p/412-1082-9190.php?Lang=zh-tw
http://r049.ntou.edu.tw/p/412-1082-9190.php?Lang=zh-tw
http://r049.ntou.edu.tw/p/412-1082-9190.php?Lang=zh-tw
http://r049.ntou.edu.tw/p/412-1082-9190.php?Lang=zh-tw
http://r049.ntou.edu.tw/p/412-1082-9190.php?Lang=zh-tw
http://r049.ntou.edu.tw/p/412-1082-9190.php?Lang=zh-tw


  

Website：http://www.nchugloria.com/ 

TEL：+886-4-22840558 (分機32)    Email： 218446@gmail.com 

        國立中興大學是國內歷史

最悠久的研究型綜合大學，位

處大臺中地區，鄰近中、彰、

投縣市及中部科學園區、臺中

工業區及精密機械科技園區，

與產業界十分緊密，長期致力

於推動研究發展與產學合作，

在中部經濟建設與產業發展過

程中，扮演不可或缺之重要角

色。 

簡介 PROFILE 

越南、泰國、美國和歐洲地區 

國際經濟、貿易以及環境永續之法律與政策研究 

企業諮詢、技術移轉、校園徵才育才、企業產學形象
露出宣傳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http://www.nchugloria.com/
http://www.nchugloria.com/


  

Website： https://www.nuk.edu.tw 

 

TEL： +886-7-5919584           Email： iaic@nuk.edu.tw 

      國立高雄大學（英語：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縮寫：

NUK），簡稱高大，為配合政府產業政

策發展，推動亞太營運中心，協助企業

轉型升級，培育技術和管理人才，於

2000年2月1日成立。 

簡介 PROFILE 

        本校以堅強的學術研究為後盾，

期許成為政府產業發展及政策擬訂的

學術智庫，以及協助企業成長的關鍵

性學術力量。 

聯絡方式 

國立高雄大學 
National  Univers ity of  Kaohsiung  

創新教學，培育棟樑、AI人工智慧、5G材料與設計檢

測、高分子醫材、越語泰語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不限 

1.產學合作 2.技術移轉 3.共同開發4.人才培育 

https://www.nuk.edu.tw/
https://www.nuk.edu.tw/
https://www.nuk.edu.tw/


國立中央大學 

Website：https://www.gloria.ncu.edu.tw/index.php/tw/ 

TEL：+886-3-4227151#27083      Email：lizlee@ncu.edu.tw 

        中央大學國際產業聯盟聚焦前瞻領域，搭建產學合作平台與國際市

場連結，為產業提供專業人才與科研服務。結合科技部 GLORIA 專案、

中央大學的研究能量、企業夥伴、校友、公協會與法人資源，有效加速

國內外企業和學校接軌，以市場產業需求和趨勢為導向，共同推動新技

術產業化、跨領域創新應用與先端智慧服務，協助產業快速升級，邁向

數位轉型智慧新時代。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臺灣為主 

尋求合作之
方式  

產學媒合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產學媒合、技術移轉、新創育成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聯絡方式 

https://www.gloria.ncu.edu.tw/index.php/tw/
https://www.gloria.ncu.edu.tw/index.php/tw/


國立中正大學 

Website：https://www.ccu.edu.tw/ 

TEL：+886-5-2720411 ext.25007      Email：lawccc@ccu.edu.tw 

        本校歷經30年發展與成長，已成為中南部地區研究與教學並進、科

技與人文兼容之綜合型大學。2021年中程發展計畫持續以校訓「積極創

新，修德澤人」為理念，以發展「區域創新、跨領域整合、國際合作及

多元特色，並爭取國家型計畫，成為我國具特色之重點大學」為近程目

標，階段性實現「亞太地區具影響力大學」（中程）、「國際一流大學

」（長程）之目標。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東南亞 

尋求合作之
方式  

產學合作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研發創新、技術移轉、國際合作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 ity  

聯絡方式 

https://www.ccu.edu.tw/
https://www.ccu.edu.tw/


Website：https://www.ntnu.edu.tw/ 

TEL：+886955927752   Email：troy.chen@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近百年前以培育國內優良師資為宗旨而設立，如

今在師生共同努力下，已發展為多元大學，並且成就了三大特色領域：

智慧教育、華文科技與健康樂活，具體整合國內外在此三大領域的相關

資源，串聯領域內的上中下游業者，配合各項扶植新創技術與促進產學

合作。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臺灣、東南亞、美加 

尋求合作之
方式  

產學合作，技術轉移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三大特色領域：智慧教育、華文科技與健康樂活 

聯絡方式 

https://www.ntnu.edu.tw/
https://www.ntnu.edu.tw/


  

Website：https://www.niu.edu.tw/bin/home.php/ 

TEL：+886-3-9333889    Email：iiic@niu.edu.tw 

        國立宜蘭大學立足蘭陽地區八十餘年，具有豐富的研發資源與優良的

實驗環境。北宜高速公路的開通與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的逐步設立，給

宜蘭地區的產業帶來了新契機。因應地方發展的嶄新局面與產業升級的需

求，國立宜蘭大學特於2006年設立創新育成中心，期望藉由學校提供完整

的開發環境與研究團隊，協助進駐廠商完成發展目標，並創造就業機會、

繁榮地方。 

         國立宜蘭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成立以培育輔導地方產業的創新發展為宗

旨，積極結合學校在科技與經營管理領域的豐富資源，並引進外部服務資

源，俾使進駐企業能在學校的培育環境中成長與茁壯。 

簡介 PROFILE 

亞洲、美洲、歐洲 

提供企業提出需求與營運內容，引介合適專家進行專

業諮詢輔導。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皆可 

國立宜蘭大學 
National  I lan Univers ity  

https://www.niu.edu.tw/bin/home.php/
https://www.niu.edu.tw/bin/home.php/


國立屏東大學 

Website：https://www.nptu.edu.tw/bin/home.php 

TEL：+886-8-7663800#14000     Email：hshsu@mail.nptu.edu.tw 

        2014年8月1日本校國立屏東大

學由原屏東教育大學與屏東商業技

術學院2校合併新設，承繼高教、技

職與師培三大體系，以多元合流為

特色，定位為「教學與科研融合型

大學」。在學術組織上，學校設立 

簡介 PROFIL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管理學院、資訊學院、教育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理學院、國際暨創新

學院及大武山學院等七大學院，下設38個學系，專任教師約350名，學

生人數約9,200人，教學及研究能量涵蓋各項專業領域。屏東大學向外鏈

結中央與地方政府、社會及各級學校、企業與全球等，結合產官學研等

各界資源，以學術帶動專業、服務產業，實作厚實產學。學校發展目標

為將屏大塑造成為「大學4.0」的未來大學—即大學在教學、研究、產學

合作與實踐社會責任方面，能善用教研產學合作能量，提供產業與民眾

所需服務協助，具體實踐｢屏東大學善盡大學責任｣的理念。 

聯絡方式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
之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智慧製造、AI人工智慧、AR/VR科技應用 

亞洲地區、東南亞國家等僑臺商 

產學合作、成果技術移轉、產業人才培育、教育訓練 

https://www.nptu.edu.tw/bin/home.php
https://www.nptu.edu.tw/bin/home.php


  

Website：https://bd.tmu.edu.tw/ 

TEL：+886-2736-1661 #2005     Email：katiechou@tmu.edu.tw  

        北醫國際產學聯盟以生技研發、轉譯醫學為核心，聚焦前瞻領

域，發展癌症轉譯、神經醫學、胸腔醫學、人工智慧醫療、細胞/免

疫治療、醫療器材研發等特色領域，以一校六院的核心設施、研發

團隊與臨床諮詢團隊等校內研發能量，銜接產業研發動能。 

簡介 PROFILE 

全球企業 

產學合作 

任務主要有三:一為鏈結校內學研醫研發能量，二為完善產
學合作平臺以一站式服務產業需求，三為鏈結國際，提升
聯盟國際競爭力。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https://bd.tmu.edu.tw/
https://bd.tmu.edu.tw/


  

Website： https://cmu-abba.com/ 

 

TEL：+886-4-22967979         Email：kant@mail.cmu.edu.tw 

       「打造具國際競爭力的尖端生技

醫療、微創精密醫材、智慧醫療輔具

及新健康區塊鍵產業聚落，並鍵結國

際創新創業能量，協助創造臺灣生技

醫療獨角獸」為計畫願景。 

簡介 PROFILE 

皆可 

皆可 

企業服務類、認證服務類、產學合作類、商業行銷類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中國醫藥大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ttps://cmu-abba.com/
https://cmu-abba.com/
https://cmu-abba.com/


Website：https://www.cgu.edu.tw/index.php?Lang=zh-tw 

TEL：+886-3-2118800        Email：jamesmblock@gmail.com 

        以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為藍本，規劃推動重點發展目標：以

創新教學模式培養學生基礎能力、專業及跨領域就業能力，作育醫療

服務、生技、高科技產業及知識管理之國際高階人才，協助學校培育

的研發人才建立研發服務公司（Research Service Corporation，RSC

），推動研究發展與產學鏈結，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目標為成為具國際特色的一流大學，持續以醫藥生技專長領域為

核心，整合工學、管理學之高端專業，並借重長庚醫療體系及台塑企

業豐沛之產業實務能量與研究人力，落實回饋社會之大學責任。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東南亞 

尋求合作之
方式  

產學合作及專利技術移轉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生技醫學領域、導入高科技「跨平台精準醫療策略」與「全

人智慧健康照護」及「智慧健康照護iHealthCare」系統 

Chang Gung University  

聯絡方式 

長庚大學 

https://www.cgu.edu.tw/index.php?Lang=zh-tw
https://www.cgu.edu.tw/index.php?Lang=zh-tw
https://www.cgu.edu.tw/index.php?Lang=zh-tw
https://www.cgu.edu.tw/index.php?Lang=zh-tw


義守大學 

Website：https://www.isu.edu.tw/ 

TEL：+886-7-6577711#2191       Email：hchsu@isu.edu.tw 

        義守大學，是臺灣的一所綜合大學

，前身是高雄工學院，由燁隆鋼鐵集團

（現更名為義联集團）創辦人林義守於

1986年創建於高雄觀音山東麓，並以

「務實創新」作為校訓。 

   目前本校設有智慧科技學院、理工

學院、管理學院、傳播與設計學院、國

際學院、觀光餐旅學院、語文學院、醫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全球 

尋求合作之
方式  

產學合作／技術移轉(健康醫學、綠色能源)等領域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1.提供研發成果管理及智慧財產權相關諮詢與服務 

2.建置貴重儀器資源分享平台，並推動生物科技 

3.提供育成空間，鼓勵新創團隊進駐 

I-Shou University  

聯絡方式 

學院及原住民族學院等9個學院。義守大學將以『跨域創新競逐全球』為

辦學特色發展主軸，強調全校將跨域整合『健康醫學x智慧科技』為核心

，並以聯合國所公布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指導方針，引導學生跨領域、跨域學習，培育有能力適應

未來產業變化、解決未來社會問題的人才，發揮豐富跨學科領域優勢，成

為最具跨域創新、產學服務能力之國際化綜合型大學。 

 

https://www.isu.edu.tw/
https://www.isu.edu.tw/


  

Website： http://ord.pccu.edu.tw/ocac  

 

TEL：+886- 2-2861-0511 Email： mjyen@sce.pccu.edu.tw 

       本校參酌科技部、教育部與國發會

之相關政策，於 2019 年成立國際產學

聯盟，以中華文化與歐洲文化交流薈

萃為核心，產業創新與領導發展行動

教育為實踐，國際城市為基礎，和 義

大利馬泰拉市及羅馬市 、瑞士盧加諾

市、浙江寧波市、內蒙古阿拉善盟 (市)

政府和當地產業皆有具體產官學研合

作項目及國際活動。  

簡介 PROFILE 

無侷限 

無侷限 

產學合作及研發技術移轉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 ity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本校為亞洲地區聯盟之主辦學校，歐洲地區聯盟之主辦則為義大利  

University of Basilicata。每年定期在歐亞地區舉辦國際研討會、國際

文化藝術博覽會、城市人文生態環境研究發展、國 際志願服務行動教育

與領袖培育活動等。同時也經常和僑臺商企業協會產學合作辦理各項產 

業實務論壇，串連產官學國際交流與產學發展。在創新創業實踐以及 

USR 社會創新方面亦 設立有全校級特色發展計畫。  

 

http://ord.pccu.edu.tw/ocac


淡江大學 

Website：https://www.tku.edu.tw/ 

TEL：+886-2-26215656 ext 3616  Email：iry@mail.tku.edu.tw 

        1950年，張鳴（驚聲）

、張建邦父子創辦淡江英語專

科學校，是臺灣第一所私立高

等學府。1958年改制為文理

學院，1980年正名為淡江大

學。淡江迄今已發展成擁有淡

水、臺北、蘭陽、網路等4 個

校園的綜合型大學，共有9個

學院、約24,000名學生、

2,000位專兼任教職員工及逾

27萬名校友，是國內具規模

且功能完備的高等教育學府之

一。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不限 

尋求合作之
方式  

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媒合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產學合作計畫媒合, 技術移轉媒合, 新創企業輔導 

TAMKANG Univers ity  

聯絡方式 

https://www.tku.edu.tw/
https://www.tku.edu.tw/


  

Website：http://cttri.obd.fju.edu.tw/ 

TEL：+886-2-29053191    

Email：144533@mail.fju.edu.tw / 056089@mail.fju.edu.tw  

天主教輔仁大學 

     為追求真、善、美、聖，全人

教育之師生共同體，致力於中華文

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以基督博愛

精神，獻身於學術研究與弘揚真理

，促進社會永續均衡發展，增進人

類社會福祉，以達到知人、知物、

知天之合一理想。 

簡介 PROFILE 

不限 

不限 

產學、專利、技轉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輔仁大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http://cttri.obd.fju.edu.tw/
http://cttri.obd.fju.edu.tw/


  

Website：https://www.gloria.ntust.edu.tw/ 

TEL：+886-2-2730-3689      

Email：gloria@mail.ntust.edu.tw/judyctlin@mail.ntust.edu.tw 

         本校聚焦人工智慧物聯網、5G通訊、醫療生技、綠能科技與智慧製

造研發領域，經由產業聯絡專家之媒合，開發潛在合作企業，鏈結國際產

學合作資源，並透過多元智財推廣管道，主動且積極媒合與開發潛在企業

；槓桿政府計畫補助資源，提高企業投入長期合作意願；深化與新南向合

作，培育產業中高階國際人才；推動校內新創之機制建置，並完善校內研

發成果商品化輔導平臺，加速對接新創團隊所需資源等，期望建立國際化

前瞻研發與新創育成環境，與企業攜手合作，帶動國內產業競爭力與價值

提升。 

簡介 PROFILE 

不受限 

不受限可討論 

產學業務媒合及推廣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Nat iona l  Ta iwan Univer s i ty  of   

Sc ience  and Techno logy  

https://www.gloria.ntust.edu.tw/
https://www.gloria.ntust.edu.tw/


  

Website：https://criep.ntut.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Gloria-Taipei-Tech-IAIA-133862937458141/ 

TEL：+886-2-27712171       Email： wwwcriep@gmail.com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實務研

究型大學」為特色，研究發展與產

學合作雙軌進行、推動多項學術研

究獎補助措施，鼓勵教師積極與產

業界進行產學合作研發，研發成果

「產業化」、「技術化」乃至「商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不限 

尋求合作之
方式  

產學合作 

主要業務項
目 .專長及

優勢  

推動技專校院與產業界之橋接、延攬傑出校友之力量結合企業

需求、強化本校與產業互補及具有產能的合作關係。 

品化」，突顯實務研究的特色。目前校內已有超過650位來自50幾個不同

國家的外籍學生，同時陸續邀請150多位國際講座教授來校講學、研究，

提供本校學生全方位的國際視野。在臺灣上市上櫃企業負責人中，有10%

以上為本校校友，工業推手及企業家搖籃之美名，實至名歸。在未來展望

，我們以技術扎根、接軌深耕，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及創新創業，建立一個

優質研發環境，鼓勵教師拓展產學合作，取得各項發明專利，培育各個世

代的專業人才，繼續推動臺灣工業發展，共同迎接下一個百年。 

聯絡方式 

簡介 PROFILE 

https://criep.ntut.edu.tw/
https://criep.ntut.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Gloria-Taipei-Tech-IAIA-133862937458141/
https://www.facebook.com/Gloria-Taipei-Tech-IAIA-133862937458141/
https://www.facebook.com/Gloria-Taipei-Tech-IAIA-133862937458141/
https://www.facebook.com/Gloria-Taipei-Tech-IAIA-133862937458141/
https://www.facebook.com/Gloria-Taipei-Tech-IAIA-133862937458141/
https://www.facebook.com/Gloria-Taipei-Tech-IAIA-133862937458141/
https://www.facebook.com/Gloria-Taipei-Tech-IAIA-133862937458141/
https://www.facebook.com/Gloria-Taipei-Tech-IAIA-133862937458141/
https://www.facebook.com/Gloria-Taipei-Tech-IAIA-133862937458141/


  

Website： https://www.yuntech.edu.tw/ 

 

TEL：+886-5-5342601#2756    Email：yuyuan@yuntech.edu.tw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YunTech)成立

於1991年，為技職教育之高等學府，

從創校、紮根、起飛、領航、品牌、

典範階段，經過30年的努力，秉承「

誠敬恆新」校訓，以YunTech為品牌，

期能發展以「產學一體、創新設計」

為主軸之國際名校。近年已成功推動

「互惠型的產學教育合作」，營造「

中 臺 灣 產 業 人 才 培 育 園 區 校 園 」 。 

簡介 PROFILE 

不限 

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技術移轉 

 

        近十年，蒙教育部「發展典

範科技大學計畫」及「獎勵科技

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補助，YunTech 把品牌理念轉化

至教學上，運用產學合作、創新

教學優勢，打造「產學一體、創

新設計」務實致用的科技大學。 

聯絡方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N at i on a l  Yu n l i n  U n i ve r s i t y  o f  S c i e n c e  &  Te c h n o l ogy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https://www.yuntech.edu.tw/


  

Website：https://www.nkust.edu.tw/ 

TEL：+886-7-3814526#12717    Email：chkuo@nkust.edu.tw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簡稱高科大)係由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

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於2018年2月1日合併

成立之新大學，為全國規模最大之科技大學。 

簡介 PROFILE 

有意與學校進行合作之國家/地區 

產學合作、技術移轉(開發)、人才培育、學研交流 

高科大是一所融合「親產優質」、「創新創業」及 「海洋
科技」三大特色為發展主軸的科技大學，新大學將深化原
有特色，並發揮資源整合與功能互補之綜效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Nat iona l  Kaohs iung Univer s i ty  
of  Sc ience  and Techno logy  

https://www.nkust.edu.tw/
https://www.nkust.edu.tw/


  

Website： https://www.cute.edu.tw/ 

 

TEL： +886-2-29313416          Email：iac@cute.edu.tw  

        本校創立於1965年，前身為「中

國市政專校」、於2005年正式改名為

「中國科技大學」。本校辦學成效卓

著，2019年天下雜誌社會大學公民

USR評選，獲全國私立科技大學評比

第一名，並從2020年起連續2年獲

1111人力銀行「企業最愛大學」，在

全國私立科技大學中名列第八。 

簡介 PROFILE 

不限 

產學合作  

「文化空間保存再利用與產業經營技術研發中心」及「

結構物安全與防災中心」，是專業領域中之翹楚。 

 

 

       從2006年起連續12年獲教育部補助獎勵教學卓越計畫及2018年起

連續5年再獲高教深耕計畫高額補助，在全國私立科技大學中名列前茅

，2020年更獲教育部「生命教育特色學校」及「大專校院完善就學協

助機制績優學校」等殊榮。國際競賽表現，獲「2020德國紅點品牌暨

傳達設計大獎」16座獎項，排名全國大專校院第一，以及獲教育部

2020年設計戰國策國際競賽獎項，在全國私立科技大學中名列第二。 

聯絡方式 

中國科技大學 
China Univers ity of  Technology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https://www.cute.edu.tw/


  

Website： https://www.ksu.edu.tw 

 

TEL：+886-6-2727175 #257    Email：cwchiang@mail.ksu.edu.tw  

        崑山科技大學為一所「教學與應用研究型」的科技大學，以「永續

經營」為校務目標。我們自許為 「臺灣技職教育的領航者」，戮力以

「創意」、「創新」、「創業」之「三創教育原則」為發展標竿；從產

業研發基點出發，帶動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提高智慧財產加值效益，並

以「務實致用」為本，全面發揮人才培育、研發技術移轉與產業緊密結

合等技職教育特色。 

簡介 PROFILE 

不限 

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技術移轉、人才培育 

 

         

聯絡方式 

崑山科技大學 
Kun Shun Univers ity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https://www.ksu.edu.tw/


  

Website：https://iucc.mcut.edu.tw/?lang=zh-tw 

TEL：+886-2-2908-9899#3071  Email：chingmei@mail.mcut.edu.tw 

        明志科技大學是一所「以實務研發深化產業」為主的產學研發型科

技大學，近年來因科技的快速發展，本校也積極投入人工智慧科技(AI)

應用，並也因應生物科技、環保綠能、醫療照顧等產業研發需求，設立

有9個校級研究中心聚焦重點領域發展。 

 

越南、泰國 

產學合作 

1.人工智慧科技(AI)應用、智慧醫療  2.有機電子OLED

、電漿應用 3.電池開發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明志科技大學 
M i n g  Ch i  U n i ve r s i t y  o f  Te ch n o l ogy  

https://iucc.mcut.edu.tw/?lang=zh-tw
https://iucc.mcut.edu.tw/?lang=zh-tw
https://iucc.mcut.edu.tw/?lang=zh-tw
https://iucc.mcut.edu.tw/?lang=zh-tw
https://iucc.mcut.edu.tw/?lang=zh-tw
https://iucc.mcut.edu.tw/?lang=zh-tw
https://iucc.mcut.edu.tw/?lang=zh-tw


  

https://www.feu.edu.tw/center/gloria/secretary/index.asp 

TEL：+886-6-5979566      Email：hckuan@mail.feu.edu.tw 

         遠東科技大學長期投入在先進複材開發應用及農業生技的技術研

發，不論在產學合作或技術創新方面，皆有優異的表現，團隊經過多年

的努力，在材料永續利用之創新技術發展下，從研發到量產的設備齊全

且擁有專業精良的檢測分析設備，藉由發展「檢測→研發→試量產→量

產→駐校育成→整廠輸出」之一條龍服務模式，可以降低廠商開發風險

，增加產學互動。 

簡介 PROFILE 

中國大陸、越南、馬來西亞 

材料代工、研究開發、整廠輸出、技術媒合。 

「功能性材料複配設計」、「精密混練與加工製程整合」
、「模具設計模擬及成型技術」、「檢測驗證分析暨應用
評估」與「量產製程加值與專利佈局」等關鍵重點。 

遠東科技大學 
Far East University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https://www.feu.edu.tw/center/gloria/secretary/index.asp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Africa 

Oceania 

Europe 

Asia 



Website：https://corp.104.com.tw/ 

TEL：+886-2-27523104       Email：ann.lin@104.com.tw 

104的三大使命： 

1.【職涯使命，壯有所用】。104期待對求職者「不只找工作，幫你找

方向」，對企業「不只找人才，為你管理人才」。 

2.【銀髮使命，老有所終】。104期待發揮健康長者的價值，照顧失能

長者的尊嚴。 

3.【孩子使命，幼有所長】。104期待幫每一個孩子找到天份。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皆可 

尋求合作
之方式  

滿足招募臺灣人才之需求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求才刊登、中高階及關鍵人才招募、人事管理系統 

聯絡方式 

一零四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https://corp.104.com.tw/
https://corp.104.com.tw/


  

https://www.cht.com.tw/home/campaign/gxc/c1/service/index.html 

 

TEL：+886-2-23445511    Email：gxc_cloud@cht.com.tw  

        中華電信為跨國企業提供資安

、雲端、物聯網、大數據、AI等前

瞻科技，更協助政府及各行業提供

最佳系統整合服務，如智慧城市、

FinTech、智慧醫療、智慧農業等

。在國際上我們與各國主要電信業

者合作，提供該國政府先進的資通

訊服務，並讓跨國企業在全球享受

全年無休且最迅速的中英文營運客

戶服務。中華電信是跨國企業客戶

提升競爭力之最佳選擇，亦是國際

間知名業者重要合作夥伴。 

簡介 PROFILE 

越泰印等東南亞國家 

廣結盟的模式 

智慧解決方案，專長於提供一站式雲網融合服務、 

擁有完善的資通訊（ICT）環境 

 

         

中華電信 
Chunghwa Telecom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https://www.cht.com.tw/home/campaign/gxc/c1/service/index.html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ebsite：https://www.tham.com.tw 

TEL：+886-2-26588511   Email：peterchen@tham.com.tw 

        1960年代初期，養豬是屏東農村主要副業，當時的屏東縣長張豐

緒為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生活，繁榮農村經濟, 外銷肉類加工品，

積極奔走赴日洽商。終於在1967年7月與日本高崎火腿合作，創辦了中

日合資的現代化肉品製造加工廠，於1968年7月生產冷凍肉外銷日本，

首創國內開拓日本市場的現代冷凍肉專營加工廠。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日本 / 新加坡 / 港澳 / 越南 / 菲律賓 / 澳洲紐西蘭 

尋求合作
之方式  經銷商 / 代理商 / 終端客戶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生鮮冷藏冷凍豬肉 / 肉類加工品 / 冷凍調理品 

聯絡方式 

Taiwan Farm Industry Co. ,  Ltd.  

        1968年9月起，台畜陸續生產西

式火腿、西式香腸、煙肉等產品, 由於

品質優良，口味符合國人需求，受到

消費者的喜愛, 超過半世紀的努力經營

，從屠宰、生鮮肉、肉品加工製造，

到對歐日進口貿易及餐廳經營，再配

合便捷的行銷服務系統，贏得社會大

眾的信賴與肯定。 

https://www.tham.com.tw/
https://www.tham.com.tw/


  

Website：http://www.lincentury.com/ 

TEL：+886-2-77378899    Email：service1@brandon.com.tw 

瓷林－臺灣陶瓷禮品首選 

       瓷林擁有規模龐大的自有陶瓷工廠，四十餘年來創辦人林光清的願

景是把陶瓷做到最好。與全球知名連鎖咖啡店合作逾30年，其大部分陶

瓷產品皆出自他手。2013年自創品牌「瓷林」，期以精美陶瓷商品，重

新詮釋臺灣在地文化，循著豐富人文軌跡，完成陶瓷工藝傳承使命。 

       市面上很多陶瓷的獨到技術皆是他一手原創，包括穩定的水珠狀釉

藥配方，同一平面上齊整精準的雙色釉技巧，同一平面上兼有骨董金和

亮金的描繪功夫，近日正在實驗階段的化妝土新技法等等，無一不是林

光清日以繼夜記錄研發，追求極致的工藝精神的具體呈現。 

簡介 PROFILE 

國際 

專案開發 

日用瓷、設計 

         

協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http://www.lincentury.com/
http://www.lincentury.com/


林三益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Website：https://www.lsy031.com/ 

TEL：+886-2-25566433       Email：avery@lamsamyick.com 

1. 林三益筆墨專家以百年文房四寶老

店品牌深植人心，對於新創「LSY 

      林三益」之彩妝商品及知名度推廣     

      ，有相當助益。 

2. LSY林三益以百年製筆經驗和專業

，切入彩妝刷具市場得以事半功倍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不限 

尋求合作
之方式  經銷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彩妝刷具 / 毛筆禮盒 

聯絡方式 

     不論對自身刷具毛料品質的堅持與要求，研究適合各種化妝品劑型的 

     刷具，或是深入了解競爭者商品材質，都有多年經驗師傅及顧問的經 

     驗傳承。 

3.  LSY林三益以獨特可愛造型的心型與花型腮紅蜜粉刷，造成臺灣美妝 

     市場轟動話題，成功塑造LSY林三益品牌高度辨識度。 

4.  LSY林三益自品牌創立以網際網路為主要銷售通路，在固定成本如店 

    面租金、人事成本等各方面，都得以承擔較低風險。同時也因為網路  

    的無國界與便利性，成功吸引各國消費者，特別是輕熟女族群。 

https://www.lsy031.com/
https://www.lsy031.com/


嘜德有限公司 

Website： http://www.mikehung.com.tw/ 

TEL：+886-2-27582256       Email：mhpc2288@yahoo.com.tw 

        嘜德有限公司創立於1982年，採多

角化經營模式，主要商品涵蓋服飾、運動

產品; 太陽能、粉(蠟)筆、大宗原物料等並

從事上述產品進出口貿易。歷年來本集團

致力奉獻國、內外工商業界，並協助國內

中小企業至國外拓展商機，成果豐碩並獲

肯定。“品質保證、顧客至上”是本集團

奉行圭臬，我們將繼續提供-卓越品質、

穩定性耐久性高產品，並輔以獨特技術、

豐富國際經驗與國內外工商業界合作，開

拓商機創造雙贏。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非洲及中南美洲 

尋求合作
之方式  

投資或代理銷售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帽子, 成衣, 粉筆 等製造 

MIKE HUNG Products Co. ,  Ltd.  

聯絡方式 

http://www.mikehung.com.tw/


  

Website： www.jmled.tw 

TEL： +886921269817    Email： evmostar@ms64.hinet.net 

       結合LED上、中、下游領導廠商，整合

光、機、電、熱各關鍵領域技術，研發推出

一系列高光效集成式熱超導光引擎模組與各

種高光效、高品質LED產品，用節能打造永

續環境，分享照明美學，從臺灣出發，向「

點亮世界 綠能地球」目標邁進。 

簡介 PROFILE 

美國 

OEM 

LED燈具、臺灣生產、品質佳 

         

福裕科技有限公司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為因應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秉持節能環保、珍愛地球、永續發展

理念下，於2017年成立太陽能事業部；我們以家為發展初心，以多年

海外經驗，提供建置太陽能光電系統設置「一站式」服務，提供客戶從

規劃設計、送件申請、工程施工及日後電廠維護等等全面性的服務，以

確保 客戶都能得到最高品質、最高效率的太陽能光電發電廠，共同為推

動台灣綠能發展盡一份心力。 

http://www.jmled.tw/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Africa 

Oceania 

Europe 

Asia 



Website：https://www.itri.org.tw/ 

TEL：+886-3-59113611   Email：KuangHwaHuang@itri.org.tw 

        工業技術研究院是國際級的應用研究機

構，擁有六千位研發尖兵，以科技研發，帶

動產業發展，創造經濟價值，增進社會福祉

為任務。自1973年成立以來，率先投入積體

電路的研發，並孕育新興科技產業；累積近

三萬件專利，並新創及育成，包括台積電、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全球 

尋求合作
之方式  

前瞻技術研究、產業升級轉型、新創生態建構

與媒合輔導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厚植AI人工智慧、半導體晶片、通訊、資安雲端四大智慧

化智能技術，聚焦「智慧生活」、「健康樂活」、「永續

環境」三大應用領域的研發方向 

聯絡方式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服務中心 

聯電、台灣光罩、晶元光電、盟立自動化、台生材等上市櫃公司，帶動

一波波產業發展。         

        面對機會與挑戰，工研院聚焦客戶新價值，找出新需求，擘畫「

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為解決方案，厚植AI人工智慧、半導體晶片、通

訊、資安雲端四大智慧化智能技術，聚焦「智慧生活」、「健康樂活」

、「永續環境」三大應用領域的研發方向，用科技創新翻轉生活，以市

場需求為導向、發展解決方案、創建嶄新市場，以謀求人類社會福祉，

引領產業社會邁向美好未來。 

https://www.itri.org.tw/
https://www.itri.org.tw/


  

Website：http://www.pida.org.tw/ 

TEL：+886-2-23967780     Email：hjl@pida.org.tw 

PIDA 的宗旨與任務 

1993年由 李國鼎資政委由當時的國科會（科技部）所成立的財團法人；

成立基金裡政府占四成，民間企業占六成。 

定位與任務 

-產官學研的橋梁 

-推廣光學、光電、電光、材料與設備等整合技術 

-相關產業人員培訓及資訊傳播 

-政府計劃的推動及行銷 

其他工作專案與任務 

-瞭解技術發展、洞悉市場趨勢、掌握產業脈動 

-提供資訊服務，給予政府與企業做策略參考 

-搭建展會平臺，提供行銷服務 

-舉辦人才培訓、研討會 

-國際網路與合作的建立 

-藉此倡議與推動光學、光電、電光產業的成長 

簡介 PROFILE 

美國 歐洲 

技術合作 

-瞭解技術發展、洞悉市場趨勢、掌握產業脈動 

-提供資訊服務，給予政府與企業做策略參考 

-搭建展會平臺，提供行銷服務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 

工業協進會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http://www.pida.org.tw/
http://www.pida.org.tw/


  

Website：https://www.firdi.org.tw 

TEL：+886-35223191  Email：bby@firdi.org.tw/prs@firdi.org.tw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成立於1965年，目前設有產品及製

程研發中心、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南台灣服務中心三大核心技術

研發中心及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驗證服務中心、技術服務及推廣

中心、食品產業學院等，擁有400餘名專家，每年從事技術研發計畫，

擁有豐富的專業技術研發與輔導經驗，為 臺 灣食品領域最完整、最具規

模的研發與專業訓練機構。 

 

 

簡介 PROFILE 

全球僑臺商 

推廣可轉技術或提供服務技術 

低剪切多纖素肉連續成形及植物肉產品、潔淨產品生產製
程，特殊風味機能性酵母菌其微生物蛋白質、食品殺菌設
備與效能驗證整合技術及複合能源復熱等產品與技術開發
。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https://www.firdi.org.tw/
https://www.firdi.org.tw/


  

Website：https://www.ttri.org.tw/tc/index.aspx/ 

TEL：+886-2-22670321      Email：service@ttri.org.tw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溯始於1959

年12月的「台灣紡織品試驗中心」,1971

年6月更名為 「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

，2004年9月起為開創研發及服務業務營

運的多元化及擴大國際化的腳步，更名為 

簡介 PROFILE 

不限 

本所可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 

紡織相關技術研發/檢測驗證/產業資諮及人才培訓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另為強化服務中南部紡織業者, 2008年6月於雲

林斗六成立分部（斗六場區）。 

       展望未來，將以「篩選重點技術研發」來建構對內核心技術能量，以

「加強創新前瞻研發」來持續提昇國內紡織產業競爭力，以「強化智慧資

產佈局」來建立領導性創新產業，以「推動國際科技合作」來運籌全球創

新資源，以「協助產業技術整合」來開創產業聯盟新價值鏈,秉持「合作

、誠信、務實、創新」的組織文化。向「科技尖峰」挑戰與淬礪成長，並

與所有的產研夥伴攜手共創臺灣紡織的良好未來！ 

https://www.ttri.org.tw/tc/index.aspx/
https://www.ttri.org.tw/tc/index.aspx/


Website：https://www.pidc.org.tw/ 

TEL：+886-4-23595900   Email：pidc@pidc.org.tw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塑膠中心)以輔導塑

膠工業提昇產品品質與價值，開發綠色節能的生產技術，增強研發能力

以加速塑膠產業升級。 

        塑膠中心為專業的塑膠科技研發機構，本中心以協助高值塑膠材料

加工及應用技術為核心，提供廠商進行研發/設計/加工及國際驗證分析

能量，能由產業的終端應用逆向整合至原材料的開發，進而逐步發展成

為完整的解決方案，以增強產業競爭能力為目標，推動輔導塑膠產業及

用塑產業朝永續與創新轉型經營。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全球僑臺商對塑膠產業技術有需求者皆可洽談。 

尋求合作
之方式  

客製化服務提供，歡迎洽詢。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塑膠產品的技術研發、分析驗證及永續輔導與

人才培育。 

聯絡方式 

Plast 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https://www.pidc.org.tw/
https://www.pidc.org.tw/


  

Website： https://www.facebook.com/atri.org.tw 

 

TEL： +886-3-518-5093      Email：rpchang@mail.atri.org.tw  

        農科院致力於建構農業科技產業化及新創事業化的發展平台，提供

農業企業機構、農民團體及農民的農業技術及商品化、產業化服務及政

府農業政策決策支援等服務，加速農業新創事業及國際化之發展。 

全球 

商業或非商業合作 

農業養殖與技術服務、農業產業推廣服務、農業政策規劃諮

詢服務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Agr icu l tura l  Techno logy Research Inst i tut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簡介 PROFILE 

https://www.facebook.com/atri.org.tw


Website： http://www.pitdc.org.tw/ 

TEL： +886-2-66251166    Email： patty@pitdc.org.tw 

        政府於1991年第四次全國科

技會議中決議成立「財團法人製

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主要目

的在於協助業界從事藥品研發，

強化國內醫藥產業短、中、長程

技術發展，提升國內整體產業水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全球 

尋求合作
之方式  

皆可洽談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1)開發新劑型,高分子醫材與細胞治療,小分子與植物新藥 

(2)產業輔導(3)國際合作 

聯絡方式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 

技術發展中心 

準，達醫藥產業升級與國際化目標，隨著產業環境變遷、人類生活品質

需求及醫療保健器材技術之快速發展，本中心業務亦漸擴及醫療保健器

材產業的技術研發與輔導，為因應實務需求，遂於2004年正式更名為「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為稟承成立之初衷，持續為醫藥產

業之需求效力，並擴大其專業服務範疇。同時也致力於產、官、學、研

溝通平台建置，有效提升整體醫藥產業技術水準，以利技術生根，產業

升級與國際化宗旨之達成。 

http://www.pitdc.org.tw/


  

Website： http://www.ocgfund.org.tw/ 

TEL：+886-2-2375-2961     Email： service@ocgfund.org.tw 

        本基金主要係對具發展潛力而欠缺擔保品之僑民，僑營事業及海外

臺商事業提供信用保證，協助其順利自金融機構取得所需資金，發展其

事業。 

全球 

保證業務，金融專業， 業務涵蓋全世界 

提供僑臺商融資保證 

簡介 PROFILE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http://www.ocgfund.org.tw/


  

Website：http://occef.org.tw/home.html 

TEL：+886-223145080     Email：occeftw@gmail.com  

        本基金會係由僑務委員會代表政府捐助設立之非營利組織，宗旨為

推展華僑文化教育事業，在海外傳揚中華文化；獎勵及培育僑界優秀人

才，鼓勵僑政學術研究，提昇華僑在世界各地之地位。多年來配合政府

推動僑務工作，補助大學社團辦理學術研討會及國際學術論壇，輔助海

外中文學校校際活動，辦理僑生獎助學金及急難救助，輔助海外及國際

學生交流活動等。 

簡介 PROFILE 

不限 

不限 

協助強化僑生教育、連結僑青與臺灣感情、協助推廣華

語文教育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http://occef.org.tw/home.html
http://occef.org.tw/home.html


  

Website：https://www.sansanfe.org.tw 

TEL：+886-2-33277777#6631    

Email：chihsiang.chang@ctbcholding.com 

         三三青年會秉持「傳承、交流、創新」理念成立「三三會青年企

業家委員會」 THE  THIRD WEDNESDAY CLUB-YOUNG  ENTREPRENEUR  

GROUP （簡稱三三青年會；英文名稱: TWC-YEG），經由企業優秀文

化之傳承與交流，提倡創新思維及腦力激盪，創造新商業模式，進而強

化企業國際競爭力，並培養新生代年輕企業家，為企業永續經營及本會

未來發展注入活力。 

簡介 PROFILE 

全球 

交流合作 

傳承、交流、創新 

         

尋求合作之
國家 /地區  

尋求合作之
方式  

主要業務
項目 .專長
及優勢  

聯絡方式 

三三會青年企業家委員會 

https://www.sansanfe.org.tw/
https://www.sansanfe.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