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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據科技部2020年統計，臺灣全國研發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為3.63，

是全世界第三大投資研發國家，並與德國、美國、瑞士，並列全球 4 大創

新國，臺灣技術研發能量充沛，若要走向國際，能與「引路人」與「合作

夥伴」的海外僑臺商共同合作，將是事半功倍的最佳選項。 

  海外僑臺商約有 4 萬家企業遍布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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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除整合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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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僑委會也將持續以調查需求、資訊彙整、直播介

紹、交流會、參訪及媒合等面向，藉由整合產業、官方及學界三股力量，

針對不同的區域產業特性，激發出創新的動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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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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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2014 年 8 月 1 日本校國立屏東大學由原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與國立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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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大學秉持 UGSI 

（University, Government, School/Society, Industry/Inter-nations）精神為校務

發展指導原則，以學校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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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發展目標為將屏東大學塑造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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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大學教授不能再待在學術象牙塔裡，而是應走出大學校園，積極主

動參與」，期能透過本校專業學研團隊能量注入，緊密連結政府、學研夥伴、

民間資源與國內、外臺商企業，全力推動產業活化、經濟再生。 

「教育是最務實的外交」，二○一六年政府推出新南向政策，屏大即致

力將台灣高教經驗輸出到東南亞，如屏大在越南、泰國都與當地臺商及大

學三方合作，如台商提供獎學金給當地大學，大學遴選當地學生到屏大就

讀學位，學成返回母國後即到臺商公司服務，這是大學國際人才培育值得

投注的新方向，誠摯呼籲各國臺商總會能遴選外生來台灣接受高等教育，

厚植產業人才。 

本校將持續秉持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與海外僑臺商進行各式技術、人

才培育等議題的交流合作，並藉由僑務委員會搭建之產官學研資源共享平

臺，得以讓各方發揮強項、資源整合，在此國際產業受到武漢肺炎嚴峻挑

戰時刻，共同協助僑臺商提升企業競爭力、產業轉型升級與共創多贏。 

 

臺灣師範大學 校長古源光   

 

 

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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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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介紹 

(一) 學校特色 

國立屏東大學是一所擁有高教、技職與師培三大體系的「教學與科研

融合型大學」，自合校以來積極整合資源，鏈結在地，推動產、官、學、研

合作，亦鼓勵 7 大學院、350 餘位校內教師透過「跨領域技術合作」爭取各

項政府補助計畫，期能發揮以學術帶動專業，厚植學校研發能量。學校設

立「創新育成中心」，提供企業經營診斷及技術合作研發，成為屏東地區創

業人才培育基地，輔導重點為教育事業、文創產業、資訊科技、商管行銷

與功能材料等領域。 

屏東大學推動與在地企業、產業公協會及非營利組織等單位進行人才

培育合作，例如邀請業師參與授課、專班開辦、共同辦理座談會、校園徵

才、企業參訪等。亦與鄰近大專校院、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等

單位簽訂策略聯盟，共同締結合作夥伴關係，落實教學、研究及行政資源

共享，增加師生實務知能及經驗，以快速縮短學用落差，為國家社會培育

專業研發與技術人才。 

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於 109 年 8 月 25 日邀請屏東大學參與亞洲臺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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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臺灣學研機構鏈結，期盼僑臺商將技術輸出海外。屏

東大學已成立研究發展處「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專區(學校研發能量&海外僑

台商服務專區 (nptu.edu.tw))」，並責成單一窗口，為僑臺商解決問題。 

 

  

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與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等來賓共同合影 

https://ord.nptu.edu.tw/p/412-1015-11233.php?Lang=zh-tw
https://ord.nptu.edu.tw/p/412-1015-1123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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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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屏東大學 
電話：+886-8-7663800 
地址：900391 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信箱 

許華書 研發長 14000 hshsu@mail.nptu.edu.tw 

鄭照翰 技合組組長 14100 chcheng@mail.nptu.edu.tw 

張喬博 產學經理 14106 cpchang@mail.nptu.edu.tw 

鄭詩昭 行政專員 14104 shih@mail.nptu.edu.tw 

★海外僑臺商單一服務窗口：張喬博產學經理 

★國立屏東大學僑臺商服務專區 LINE 諮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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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學案例 

    屏東大學針對僑臺商較相關的產業類別，特別挑選出相關的亮點產學

案例，供僑臺商參考。如近期大家關注的智慧製造、人工智慧、生醫材料

等，僑臺商可以利用相關技術來改善工廠的製程並提升良率。另外，生化

合成高經濟價值保養產品及農業作物附加價值開發等也是屏東大學教師產

學能量的重點。僑臺商們可以針對這些案例，延伸於自身的產業運用，若

有需要可以隨時與屏東大學聯繫。 

    此外，有感於 AR/VR 的科技應用日益重要，屏東大學並設有目前學界

最大的「VAR 體感中心」，VR 應用也正改變健康照護、農業、製造業、商

業等產業的遊戲規則。如：醫生使用 VR 設備強化傳統醫療；建築師利用

VR 技術打造更堅固的建築；而旅遊業者亦可使用 VR 技術簡化假期規劃…

等。由此可見，未來 VR 和 AR (Augmented Reality，增擴實境)的商機十分

龐大。也歡迎僑臺商與屏東大學共同推展相關的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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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VAR 體感技術中心 

負責學院 資訊學院 

成立目的 

VR 和 AR 融入生活中已經是一種趨勢，未來在全球更將成為生活方式
的新常態。有鑑於 VR 和 AR 的龐大商機與多元應用性，屏東大學建
置跨領域的「VAR 體感技術中心」，並以「屏大 VR 智造未來」為使
命，培育數位產業所需要的人才。培養學生全方位將資訊技術結合 AR

和 VR 並落實應用。 

設備 

資源 

(1) AR 水族箱(2) VR 賽車(3) VR 跑步機(4) 9D 動感雙人蛋型座椅 

(5) 5D 動感騎馬(6)5D 動感滑雪(7)5D 動感摩托車(8)VR 腳踏車   

(9) MR 醫療復健系統 (10)地面投影系統 

研究成果 

多款 VAR 技術作品 

屏東大學師生團隊自行開發多款 VR 和 AR 體感互動作品： 

◆ 屏大 VR 校園環景系統  

◆ 屏東太平洋百貨 VR 購物系統（Vive 版） 

◆ 屏東太平洋百貨購物系統（手勢版）   

◆AR 智慧眼鏡旅遊導覽系統 

◆ 互動式 3D 寵物全息投影系統  

◆裸視 3D 攝影棚系統 

◆ AR 紅外線射擊遊戲     

◆ 多款 3D 互動遊戲與 3D 動畫 

◆ 多款 5D 互動系統與遊戲 

360 環景導覽技術 (資訊科學系林彥廷副教授) 

本技術適用於室內外場景導覽，由於 Google 街景並未針對非道路空間

及室內場景之導覽提供服務，可採用本技術將欲進行室內導覽之 360

環景照片拍攝，以適當之移動距離拍攝展館之環景照片，並將所拍攝

之展館環景照片加以後製，進而能夠於開發本系統時使用，透過參訪

路線環景照片之拍攝，能夠將其建置至本系統中，讓民眾於使用本系

統時，能夠彷如實際置身於展館中參訪之體驗，以虛擬實境參訪提升

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 UX)。 

林彥廷教授曾利用此技術為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建置漁業文化館環景導

覽系統以及屏東大學校園環景導覽系統。目前為防疫期間，如房屋交

易需參訪之屋內導覽、觀光工廠導覽等，皆適用本技術。 

 

智慧型復健平台暨體感運動健身之應用 (資訊工程系王隆仁教授等) 

  ◆目的 

本校整合屏東在地醫院復健中心醫療復健團隊的臨床需求，將
計畫合作企業群在 VR/AR/AI/IoT 科技技術專業導入醫療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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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 

提供患者在「健身(預防醫療)」、「治療(醫療復健)」、「療後觀察」
一整套的智慧型復健、物理治療平台，作為醫院內醫療照護解
決方案規劃及各項技術串接。 

◆結合 VAR+ AIoT 核心技術 

體感科技(VAR=VR/AR)  

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AI+IoT) 

開發輔導智慧型復健及體感運動健身之 VAR+ AIoT 輔具 

透過 VAR+ AIoT 設計，開發自主運動訓練遊戲 

記錄復健及運動資訊收集及上傳雲端 

透過 App 得知復健及運動強度，達到運動強身目標 

◆結合在地廠商建立產業供應鏈 

整合軟硬體廠商，建立智慧復健與運動健身產業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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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功能性材料中心 

負責學院 理學院 

成立目的 

結合本校應用物理系及應用化學系磁、光、電及材料相關專長之師資，
並配合理學院亮點計畫執行方向，特建立「功能性材料研發中心」，以加
速推廣研究成果及進行產業之結合，提升本校生競爭力及建立研發特色 

設備 

資源 

(1)振動式樣品磁性量測儀(2)雷射粒徑分析儀(3)基礎電子量測儀器 

(4)磁性複合材料製程設備(5)材料粉體量測分析系統 

(6)紫外光-可見光-近紅外光分光光譜儀(7)電子束蒸鍍機 

研究成果 

長效抑菌與超靈敏快速分子檢測技術 (應用化學系廖美儀副教授) 

本校應用化學系廖美儀老師研究團隊則提出新的觀點，開發了一種新型
的磁光敏劑奈米粒子（亞甲基藍固定的 CuFe NPs），以通過光動力療法
將大量的活性氧傳遞到細胞中。 CuFe NPs 基於形狀輔助的內在化和內
源性 Fenton 樣反應，從而使 80％以上的癌細胞死亡；奈米粒子也可在細
胞內環境降解代謝，並在細胞體內被清除。 

 開發新穎拉曼技術可以快速檢測微生物、抗生素、與其他有機汙染物
質。 

 開發出高效能殺菌奈米複合材料，5ppm 以下即能達到完全殺菌效果，
可避免病原菌的傳播。 

湛藍奇蹟保濕凝膠&全效修護黃金凍膜 

 (應用化學系黃鐘慶副教授、應用化學系陳皇州副教授) 

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提供一個有效降低生產高成本 GHK 藍銅胜肽的方
法，對於 GHK 藍銅胜肽能有效中和銅離子重金屬心臟毒性的生物活性提
供直接有力的支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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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基因重組技術，將自然存在於人體的短胜肽『肝細胞生長因子
Glycyl-Histidyl-Lysine（GHK）』生產純化，並與銅金屬結合，結合後
的複合物稱為藍銅胜肽（GHK-Cu），製作美容化妝品以保護皮膚減緩
老化。 

精緻化米糠可預防和改善代謝症候群 

 本研究米糠經過破壁技術，在低溫下研磨成更微細粉沫，可使其營養
成分更快速被吸收，精緻化米糠的溶解度為其他米糠樣品的兩倍以
上，吸附率更是在一小時後即達 55%以上，具有迅速吸收的功效。抗
氧化力測試，精緻化米糠更是較常用的植物藥物具有更佳的抗氧化能
力。 

 受試者服用八周精緻化米糠後，在腰圍、收縮壓、舒張壓、空腹血糖
值、糖化血色素及三酸甘油脂都達顯著的改善效果，顯示服用精緻化
米糠後，能有效減低腰圍，並能控制血壓及血糖，也能抑制脂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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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智慧機械手臂實驗室 

負責學院 資訊學院 

成立目的 

學校成立智慧機械手臂實驗室，將致力於培訓自動化機械手臂之中、
高階技術人才，藉由產學合作之推動，將人工智慧、影像辨識、物聯
網及大數據等技術與實務進行整合，建構完善的自動化機械手臂綜合
加工之人才培育中心。 

設備 

資源 

(1)搬運機械手臂(2)2D 視覺 CCD 機械手臂(3)3D 編程機械手臂 

(4)機械手臂組裝生產線(5)智慧機台監控管理系統 

研究成果 

產學合作計畫(智慧機器人學系鄭淵明教授) 
1.合金壓鑄機全閉迴路射出系統。 

2.多角位刀具精密定位開發計畫。 

3.螺絲成型機之鍛造力檢測開發。 

4.享檸檬鮮榨果汁提升生產技術與開發製程品質監控系統。 

開發產品 

1.路面平坦度量測儀開發系統(已商品化產品)。 

2.三軸並聯式之五軸加工機 OPEN CNC 系統開發。 

3.可重組式精密混合五軸加工機線上即時量測系統。 

4.三軸並聯式機構之海浪模擬器(氣壓式及電動缸兩種)。 

5.螺絲成型機智慧製造整合自動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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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經濟部「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說明 

案例一 

計畫主持人 郭子弘教授 

服務單位 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執行年度 2018 年 

計畫名稱 農村再生 2.0 跨域整合加值計畫 

計畫摘要 

1.以創新和合作為基調，從農村發展的生產面、生活面、生態

面及夥伴關係之公私合作及創新理念，展現台灣農村豐厚底

蘊及全民參與的成果，以跨域、跨界視野來活化農村，重新

塑造農村的生命力。 

2.五項具體作法：擴大多元參與、文化創意加值、農產加工加

值、跨域城鄉合作、推動友善農業等五大主軸進行。 

計畫成果 

1.協助企業進行文創包裝與商標設計。 

2.新開品開發（山葵以超臨界萃取出異硫氟酸鹽、咖啡以超臨

界萃取出綠原酸）。 

3.協助計畫合作農場轉型為社會企業及指導開發紅藜飯團。 

4.優化合作企業開發的太陽能腳踏餐車以提升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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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計畫主持人 陳亮都教授 

服務單位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 

執行年度 2018 年 

計畫名稱 綠色農業六級化發展與培力平台 

計畫摘要 

盤點參與計畫夥伴企業資源(包含可提供之產品與服務)，同時

導入綠色市集雲端管理平台，提供綠色業者訂單管理作業流

程、產品管理作業、銷貨管理作業、存貨控管機制、購物網站

管理作業、金流整合服務、FB 與 Line@社群網絡開發以及推

廣文章與活動、教育訓練等工作，協助夥伴企業運用社群驅動

商機與增加與品牌知名度，透過雲端有效的資訊串接，改善傳

統人工作業方式，提升在地企業營運成效，同時利用雲端市集

形成綠色農業網絡體系，塑造成優質綠色無毒產品通路服務的

提供者。 

計畫成果 

1.協助合作企業取得當年度屏東縣政府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

計畫經費補助。 

2.建置綠色農業電商平台，提供劣勢小農、製造商與零售商的

綠色產品上平台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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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計畫主持人 王隆仁教授 

服務單位 資訊工程學系 

執行年度 2019 年 

計畫名稱 智慧型醫療輔具與復健器材之應用 

計畫摘要 

1.透過整合虛擬擴增實境 (VR/AR)、復健醫療、人工智慧 (AI)

與大數據 (Big Data)、物聯網 (IOT)與穿戴式裝置感測

(Wearable)等建構智慧型復健物治平台。 

2.將 VR/AR/AI/IOT 科技技術專業導入醫療驗證場域，提供患

者從「就醫」、「治療」到「療後觀察」一整套的智慧型復健、

物治(物理治療)平台，作為醫院內醫療照護解決方案前期規

劃及各項技術串接。 

計畫成果 

1.協助合作企業取得當年度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高雄市體感

科技園區計畫補助。 

2.協助合作企業通過當年度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及經濟部工業

局金屬產業智機化提升計畫等補助。 

 

VR騎馬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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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計畫主持人 鄭淵明 

服務單位 智慧機器人學系 

執行年度 2020 年 

計畫名稱 智能製造加工產業技術與生產效能提升計畫 

計畫摘要 

推動本校與機電製造產業鏈之產學合作，提升屏東地區機電製

造、食品加工機械、金屬製品及光電廠商於製程自動化及加工

組件研發設計、系統測試與驗證、智能化等核心技術之能量與

競爭力。 

計畫成果 

1.協助合作企業通過當年度屏東縣政府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

計畫補助 2 案。 

2.協助合作企業通過 110 年中小企業數位應用輔導提案計畫補

助。 

3.建立智慧化生產與診斷預測技術開發。 

4.建立機電製造設備自動化與性能優化驗證。 

5.建立智慧生產流程整合最佳化。 

 
測試無線監控品質技術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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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計畫主持人 王隆仁 

服務單位 資訊工程學系 

執行年度 2020 年 

計畫名稱 智慧型復健平台暨體感運動健身之應用 

計畫摘要 

規劃「智慧型復健平台暨體感運動健身之應用」整體架構，完

成「VAR+AIoT 技術整合」及「復健治療與運動健身場域」執

行，說明如下： 

1.體感復健治療：透過 VAR+AIoT 遊戲設計，開發自主運動訓

練，過程中所有的生理訊號都能上傳到雲端平台，進行遠距

復健訓練。 

2.運動健身訓練：使用智慧型 VAR+AIoT 輔具，透過平板電腦

或智慧型手機，將運動健身訓練透過 AI 及大數據傳送至平

台進行分析，進行正確、有效、安全的運動健身。 

計畫成果 

1.協助合作企業通過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高雄市體感科技園

區計畫補助。 

2.協助合作企業通過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及 109 年度經濟部工

業局金屬產業智機化提升計畫與 AI 智慧應用人才培訓課程

計畫等補助。 

3.開發智慧型復健平台暨體感運動健身之設備、訓練、數位內

容與教材。 

 
健身穿戴裝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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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 

  

計畫主持人 王信智教授 

服務單位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 

執行年度 2021 年 

計畫名稱 食品製造之供應鏈協同最佳化智慧應用規劃 

計畫摘要 

1. 聚焦在地食品製造產業的輔導為主，其他製造產業為輔，結

合參與的產業鏈廠商，建立產學交流平台及技術研發。 

2. 盤點參與廠商所面臨的技術問題及營運瓶頸，針對未來發展

性、問題的難易程度及投入研發需求等，協助廠商建立技術

發展及提升。 

計畫成果 

1. 與合作企業共同申請 3 件科技部產學計畫，1 件屏東縣地方

型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與 1 件農委會農村社區企業輔導

經營計畫等。 

2. 整合自動化、資通訊跨領域之產業單位、人才與技術能量，

並建立食品、與物聯網技術、智慧化及食品產業之決策情

境最佳化應用之交流平台等。 

3. 垂直整合食品製造產業廠商建立供應鏈生產進度追蹤平台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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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校補助校內教師執行「產學合作教師培育計畫」 

領域別 計畫名稱 年份 

管理領域 

跨境電商優化網路平台 2019 

建構稅式支出報告主要稅捐評估模型 2019 

閱讀文創營運模式規畫 2019 

印加果生技加值及廢棄物再利用研究計畫 2019 

專案利害關係人管理應用程式開發 計畫 2019 

利用大數據進行績效指標設計 2020 

循環經濟產品與商業模式之研究計畫 2020 

機動車案例式系統之模擬推理技術研究計畫 2020 

電商平台優化及開發客戶 2020 

建構咖啡渣再生之自動鉛筆環保筆芯良率預測模式 2020 

電商平台之跨境整合 2021 

應用資料分群法於存貨及揀貨倉儲作業優化之研究 2021 

農電共構產業模式之研究 2021 

資訊領域 

智慧型手機視障人員計算機之開發與設計 2019 

物聯網的導入與推動分析 2019 

聊天機器人商業服務開發與應用 2019 

數位量秤物品櫃 2020 

情感運算商業服務開發與應用 2020 

應用於行動裝置的第五代行動通訊 12Í12MIMO 天線 2020 

盲人計算機 APP 軟體實作 2020 

應用於穿戴裝置之第五代行動通訊天線 2021 

情感運算聊天機器人服務開發與應用 2021 

物聯網應用於生活的系統開發 2021 

結合文件特徵擷取與語義向量改善專門領域文件相似

度之計算 
2021 

基於多存取邊緣計算的託外加工庫存管理系統 2021 

人文社會 

領域 

地方創生暨鐵道文化推廣產學合作計畫 2019 

地方創生產業升級行銷包裝設計實務 2019 

日語溝通實務增能計畫 2019 

屏東觀光發展與在地小旅行地方創生推動計畫 2020 

地方創生之文創圖文故事行銷計畫 2020 

地方文化資源調查計畫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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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別 計畫名稱 年份 

國際 MICE 產業英語接待人員培訓計畫 2021 

理學領域 

寶石礦物染色之研究 2019 

原子層沉積氧化釩儲能薄膜技術開發 2019 

可可果莢資源再開發計畫 2019 

建構網球線功能性測試模組 2019 

模擬太陽光源之開發與應用 2019 

螢光材料開發與檢測 2019 

大眾科普產品開發計畫 II 2019 

複合式曲面反射鏡設計 2019 

國際運算思維桌上遊戲分析與產品設計 2019 

屏東在地作物護膚成分開發 2019 

LED 關鍵材料矽酸鋇螢光粉技術開發 2019 

大眾科普產品開發計畫 III 2020 

提升麴酸美白功效之複合物開發 2020 

石墨烯複合電極材料開發與應用 2020 

行動顯微生活科學教案設計開發 2020 

原子層沉積技術應用於薄膜磊晶成長製程開發 2020 

科普敘事影音產製暨出版品開發計畫 I 2020 

雷射聚焦光斑量測 2020 

綠金產業生態材料加值開發計畫 2020 

結合企業社會責任之太陽能板循環再利用 2020 

鉿元素提煉技術 2021 

科學媒體素養動畫推廣與開發計畫 2021 

發展場效應電晶體表面修飾技術 2021 

快速組裝航模無人機-量子二號教學模組研發計畫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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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歐陽彥晶教授 

服務單位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系 

執行年度 2021 年 

計畫名稱 應用資料分群法於存貨及揀貨倉儲作業優化之研究 

計畫摘要 

本研究探討揀貨區域規劃與貨品分佈之問題，由於在傳統倉儲中

心內的揀貨作業與物流營運成本最有關係，而貨品存放擺設的規

劃又與揀貨作業的效率有很大關聯性，因此如何發展有效的揀貨

區域規劃與貨品分佈方法，將是提昇企業競爭能力的成敗關鍵。 

從 ERP 數據提出合理的倉儲配置規劃、明確的產品流向追溯方

法、降低出貨錯誤次數、系統的儲位/批號管理系，以及電子的文

件流程作業，以提升倉儲作業效能的方案。本研究計畫達成以下

幾 2 點目標： 

(1)合理的倉儲配置規劃、明確的產品流向追溯(生產履歷)方法、

降低出貨錯誤次數、系統的儲位/批號管理系，以及電子的文件流

程作業，以提升倉儲作業效能的方案。 

(2)研發系統，帶領學生投入產學專案，進而企業延攬學生畢業後

繼續於組織服務，以延續專案發展進行。 
 

計畫主持人 郭子弘助理教授 

服務單位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執行年度 2021 年 

計畫名稱 農電共構產業模式之研究 

計畫摘要     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於 2009 年公布施行，藉由獎勵再生

能源之設置，促進國內再生能源之廣泛使用，提高我國自產能源比

例與促進能源多元化，並鼓勵民眾參與投資再生能源發電事業，擴

大再生能源內需市場，同時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創造就業機會。由

於台灣的土地資源有限，為避免影響到農業用地的原始利用和糧食

安全的維護，如何透過科技研發新型態的農業綠電模式是值得深入

研究的課題。 

    由於目前太陽能發電廠商不熟悉農業生產方式，造成各地太陽

板下雜草叢生，不但無法達到政府農地農用的政策，也造成土地的

閒置。因此本研究計畫希望訪問各生產領域的生產合作社、神農獎

得主、百大青農，了解如何在太陽板下進行農、漁、牧的應用，其

研究成果將提供給目前執行的太陽能發電公司參考。 

    本研究將透過資料搜整與分析結果，將「農電能共構產業模式」

之上、中、下游充分定義後，導出四種「農電能共構」的產業合作

模式：廠商承租、地主合作、契作代耕、農民投資，並對研究中發

現產業間社會、政策、經濟、環保等構面之共通性問題提出解決方

案，進而以循環經濟概念為核心，對太陽能廠商提出未來可行商業

模式之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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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林彥廷副教授 

服務單位 資訊管理學系 

執行年度 2021 年 

計畫名稱 情感運算聊天機器人服務開發與應用 

計畫摘要 本計畫將情感運算技術與聊天機器人技術進行結合，使聊天機器人

具備情緒感知能力，讓聊天機器人能夠提供更具人性化的服務，此

發展能夠應用於商業、行銷、教育等產業領域。基於上述，本計畫

以 LINE 機器人為主軸結合網頁應用程式，透過 Webcam 結合臉

部表情偵測軟體運作，並串接情緒辨識 API 進行情緒分析，將偵測

到的情緒上傳至雲端資料庫，LINE 機器人會主動抓取資料庫上面的

情緒數值，進而依據使用者不同的情緒與使用者進行腳本互動。 

 

 
計畫主持人 李文仁副教授 

服務單位 應用物理系 

執行年度 2020 年 

計畫名稱 原子層沉積技術應用於薄膜磊晶成長製程開發 

計畫摘要 原子層沉積(Atomic Layer Deposition, ALD) 是ㄧ種以氣相方法成長高品

質薄膜的先進鍍膜技術。ALD 技術因其特有的表面反應自限制

(self-limited surface reaction)之薄膜成長機制，使其具有高鍍膜均勻性、奈

米級精密膜厚控制、可達幾近 100％的階梯覆蓋率、低製程溫度與高度膜

品質等優勢，具有應用於各種先進光電、半導體、微電子、能源…等領

域的潛力(如圖 1)，近年來 ALD 技術受到極大的重視已成為極為重要的

研究課題，本研究自行建立 ALD 鍍膜系統並開發 ALD 薄膜磊晶成長製

程技術，目前已獲得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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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計畫主持人 葉晉嘉 

服務單位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執行年度 2020 年 

計畫名稱 屏東觀光發展與在地小旅行地方創生推動計畫 

計畫摘要 

    為改善恆春地區營業困境，並提升服務品質，本計畫以下列面向調

查執行，並和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簽約，共同進行恆春地區觀光旅遊

資源盤點： 

一、調查恆春地區觀光資源及盤點發展問題，針對恆春當地旅遊環境概

況進行蒐集，發掘問題和進行課題研究分析，透過相關政府統計資訊以

作為墾丁旅遊未來政策擬定之參考依據。 

二、商圈需求分析，至屏東縣政府所指定之商圈，實際進行訪評，訪評

內容預計含括商家商業模式、經營模式、顧客管理、店家輔導需求、市

場面向調查等，了解商家意見和問題所在，以完成收集商圈問題需求分

析。 

三、籌組專業顧問團隊，完成商圈及店家訪視診斷報告，在完成收集商

圈問題分析和課題研究後，進一步籌組商圈顧問團隊，團隊成員組成將

包含屏東縣政府代表、相關領域業界專家、國立屏東大學教授等，藉由

安排定期的訪視工作，由當地店家的自我需求分析項目中，製作診斷報

告，內容將包含：商圈服務品質、經營內容診斷(包含軟體與硬體設備)、

商圈對屏東縣政府後續推動品質保證機制與輔導獎勵機制之意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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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李佳穎 

服務單位 應用化學系 

執行年度 2020 年 

計畫名稱 提升麴酸美白功效之複合物開發 

計畫摘要 

本研究以台灣南部盛產的經濟作物，且會因加工製程而產生大量

廢棄物的綠金-檸檬為研究對象，開發系統化的製程整合，新鮮檸檬

榨取原汁之後，進行檸檬精油的萃取工作，再將剩餘的果渣進行膳

食纖維提取，最後再利用特殊製程進行生理活性成分的提取，藉由

生物材料的再加值與循環應用，連結前端農業種植與後端加工製

造，藉由特色作物全利用之資源流動，推動產業六級化之跨域串連。 

計畫分為四部分進行：1.檸檬皮渣之精油萃取、2.檸檬渣之膳食纖維

提取、3.活性成分富集技術開發、4.活性分析、抗菌能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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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許慈方 

服務單位 應用物理系 

執行年度 2019 年 

計畫名稱 複合式曲面反射鏡設計 

計畫摘要 

   行的安全是每個人生活不可或缺的要求，尤其是在都市中的道路中

各個彎角處，如何讓用路人可以精確的觀測到其他方向的來車或行

人，以避免不必要危險。為了能更精確地觀測，視角的增加是必要的。

傳統的曲面反射鏡為單一曲率的設計，在視角上已達極限值，本計畫

擬利用多片組裝的技術，組裝廣角交通反射鏡。在鏡片的設計上，藉

由組合 A式與 B式兩種不同曲率半徑的曲面反射鏡，以 ABA、ABBA或

ABBBA等等方式組合，達到增加視場的效果。主要特色是提出兩種曲率

半徑的曲面反射鏡的組合，已經加觀測的視角。相信這項產品若能研

發成功，未來應具有很高的市場價值。 

 

  

圖、模擬之道路寬度，光源發散角度 0.5 度，入射角度 45 度，反射後

光束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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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校補助前瞻性研發成果計畫 

自 2020 年起，本校以更為前瞻的視角，鼓勵教師投入與國家政策及社

會局勢相關之研究；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開始之初，本校即以「新

冠肺炎議題先導型研究計畫」為題，徵求教師從各個學術領域角度，集

結觀察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程度，研究成果豐碩，有益於各領域聚焦疫

情後的產業發展： 

領域別 計畫名稱 

管理領域 

以灰色決策建立新冠肺炎對我國製造業影響之動態計量模式 

新冠肺炎與 SARS 對台灣股市之影響 

新冠肺炎對消費者零售通路選擇之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下資訊不對稱對非典型市場需求影響因素之探

討 

新冠肺炎對台灣及澳洲房地產市場影響之研究 

Covid-19 對國際金融與空污指標的影響分析 

疫情對經濟活動之衝擊- 以 COVID 19 為例 

新冠肺炎疫情危機與台灣企業社會責任之探討 

資訊領域 

人工智慧應用於肺炎與新冠肺炎之辨識 

以機器學習模型為基礎之 COVID-19 趨勢預測系統 

教育領域 

新冠肺炎疫情下心理諮商服務模式變化暨通訊諮商能力及經

驗探究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大學教師實施分組合作學習模式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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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別 計畫名稱 

人文社會領域 

新冠肺炎影響下之大學生線上學習自律性探究-以 3D 設計為

例 

在新冠肺炎衝擊下的飯店和餐廳創新商業模式 

我 IGYTFB，我 OK：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媒介依賴、社群媒

體、威脅認知與防疫自我效能研究 

新冠肺炎的社會心理影響----對於諮商個案的田野研究 

理學領域 

開發表面增強拉曼光譜超靈敏快速檢測技術 

新型防疫抗菌石墨烯奈米複合材料之製備與應用 

COVID-19 公民科學傳播行為研究 

新冠疫情教師遠距教學行為模式之探討 

群體免疫能力影響新冠病毒傳染的數學研究 

此外，本校也從 2021 年起，以議題導向方式，公開徵求「研發能量

鏈結 USR 學術研究計畫」，鼓勵教師投入「大學社會責任」之研究，歡迎

產業界與本校洽談研究需求，透過產學合作方式共同解決問題： 

領域別 計畫名稱 

管理領域 烘焙坊競爭力提升計畫 

教育領域 

 

琉球心．心輔情：屏東琉球嶼諮商與文化滋養計畫 

以科學實證證據推廣學習輔助犬之研究計畫 

學習輔助犬融入體適能活動對失智症長者的介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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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別 計畫名稱 

應用科學領域 

USSR：科技為核心之 STEAM 教育提升偏鄉多元教育機會 

甲仙化石數位典藏計畫 

數學與醫學的鏈結研究-以屏東東港安泰醫院院務管理和醫學

研究為例 

高齡運動產業：資源、管理與效能 

研發能量鏈結屏東產業污染廢水處理之可行性探討 

 

2022 年屏東科學園區籌備辦公室揭牌，配合政府新政策，公開徵求

「屏東科學園區先導型學術研究計畫」，本校也以屏東科學園區重點發展

的三大領域，包括智慧農醫、先進太空與綠色材料等議題，鼓勵師長以在

地需求出發，發揮其所長投入該議題之先導學術研究計畫。 

 

領域別 計畫名稱 

智慧農醫 

綠色奈米合成新穎複合材料應用於膀胱癌治療 

評估12種重金屬之心臟毒性及GHK三胜肽對斑馬魚胚胎金屬

中毒緩解作用 

智慧果園土壤環境生態品質之遠端監控預警系統開發研究 

綠色材料 

奈米結構金屬化合物包覆碳材料之電化學儲能電極 

鎢酸銫材料的透明隔熱效能與其結晶構造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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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產學及研究領域大武山學者介紹 

本部分向僑臺商們介紹屏東大學近幾年選出的產學類大武山學者，這些學

者在校內外的產學合作耕耘都累積了許多良好的績效，僑臺商們可以從這

些產學類大武山學者的產學事蹟中，更進一步了解屏東大學於產學推動的

成果。若需要與這些大武山學者聯繫，也請隨時與屏東大學聯絡。 

年度 系所 姓名 事蹟 

110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林勤豐教授 

林勤豐教授深具休閒行銷與媒體採用及消

費者認知連結分析之學術研究能量，自2001

年迄今已獲科技部補助19件次研究計畫，其

中包含5件多年期研究計畫，更指導18件大

專生專題研究計畫，協助學生參與專題論文

競賽獲獎累計20餘次。其研究成果不僅獲刊

載在 SSCI 排名第一期刊及 SCI 排名前百分

之十期刊，且近年分別協助屏東縣文化處及

美南建業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商業性評估規

劃，為實務場域提供營運方式與解決方法，

其研究能量及產學資歷備受各界肯定。從事

教職迄今，不僅曾在原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

院擔任多項要職，也曾擔任屏東大學學術副

校長，校外服務方面，更曾擔任國內外二十

餘本 TSSCI 或 SSCI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教

育部聘任委員、科技部計畫審查委員及國內

多所大學之教師升等或評鑑委員。 

110 會計學系 

周國華副教授 

 

周國華副教授是國內少數能兼顧會計及電

腦兩個領域的專業教師，其自編教材及教學

資源更是會計界新進教師最重要之參考。不

僅如此，更長期投入 XBRL 研究發展，為國

內會計界帶來重大貢獻，也是國內政府機關

推動 XBRL 最重要執行者。且曾多次受台灣

證券交易所委託，執行多項產學合作計畫，

並代表證券主管機關至荷蘭 Logius 政府資

料處理中心、英國倫敦國際會計準則委員

會、英國國稅機構 HMRC、美國聯邦證券交

易委員會、美國會計師協會及美國財務會計

準則委員會進行跨國政策探討與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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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系所 姓名 事蹟 

110 教育學系 

徐偉民教授 

 

徐偉民教授致力投入數學教材教法之開

發，在四年期的科技部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

及三年期的教育部原住民族課程發展計畫

期間，實地進入原住民實驗小學進行校內課

程發展，帶領教師開發具文化導向的數學教

材。為強化偏鄉教師之教學能量，前往高屏

及台東地區原住民學校進行近百場師資培

育活動，並將研究成果發表在學術期刊，供

其他實驗學校作為課程發展之參考。不僅在

本校擔任教育學系主任，並在教育部及科技

部擔任計畫審查委員，擔任科技部人文司數

學教育學門複審委員期間，創組數教學門

SIG 數學探究社群，提升我國數學教育領域

研究能量。 

110 教育學系 

湯維玲教授 

 

湯維玲教授以『師者之師』的教育紮根專

業，投入教學及師資培育，不僅三度獲選本

校教學績優教師，並獲本校特優教學績優教

師，對外更曾榮獲教育部師資培育典範獎、

國立編譯館教科書設計工作坊特優及科技

部創作指導獎之殊榮，其指導之多位大專生

及碩博士生從事學術研究，更榮獲多項獎

勵。在研究方面，近五年不僅擔任四件科技

部研究計畫主持人，其豐碩研究成果亦陸續

發表在 SCI 期刊、TSSCI 期刊、雙審期刊及

專書著作。在社會服務方面，得獎人不僅曾

獲本校優良導師殊榮，擔任本校教育類學報

編輯，更獲邀為教育部訪視諮詢輔導委員，

以專家學者角色協助推動我國教育政策。 

109 資訊工程學系 

洪昌鈺特聘教授 

●獲得教育部102年8月至105年7月「教育部

大專院校未獲頂尖大學及教學卓越計畫

院校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計畫」。 

●104 年參與教育部教師產業研習計畫一

年，其研習成果獲得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

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特優。 

●深度學習於相關醫學影像分析的研發成

果並獲得 108 年國家新創獎學之學研新

創獎獎勵並取得「切片或抹片影像處理方

式,計算機裝置及系統」專利。 

●積極參與由成大機械系及中鋼合作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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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系所 姓名 事蹟 

瞻產學合作計畫(產業大聯盟)並完成多項

專利‚其研發成果已實際應用在中鋼產線

上。 

●配合產學合作企業業務推廣至東南亞所

需，並參與該公司多項居家環境及行車智

慧型監控系統相關產學計畫並完成 100

萬技術轉移成果。 

110 

109 

107 

資訊科學系 

蔡進聰特聘教授 

 

蔡進聰教授以曾任法人機構之經歷，長期投

入智慧創新人才培育，訓練學生瞭解實作資

訊科技與人工智慧技術之知識與程式能

力，縮短學生學用落差，並在近五年間擔任

多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2020年間

更是發表高達12篇 SCI 期刊論文，並兩度獲

聘本校特聘教授之殊榮。尤其研發之 Robust 

Optimization 技術，協助台灣產業在智慧製

造技術研發的成功創新績效及技術突破貢

獻 ， 榮 獲 IEEE CIS Industry Liaison 

Committee 極高評價。在社會服務方面，不

僅擔任本校資訊科學系主任、校內各類委

員，對外更擔任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相關專

案計畫之審查委員，協助產業輔導轉型推動

工作，是我國資訊科技應用領域中兼具理論

及實作經歷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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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林思玲教授 

●近三年來的產學合作計畫，多數為協助屏

東縣政府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將專業所

學協助公部門進行文化資產保存實務工

作。 

●在教學方面，辦理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

「文化資產保存與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

程」，協助培育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人

才。 

●三年內亦發表多篇學術著作及書籍出

版，包括水文化遺產保存等研究主題。 

●三年內還前往在印度New Delhi舉辦的第

19 屆 ICOMOS 年會發表文化資產經營主

題的論文。 

●三年內指導碩士班學生以敬字亭、原住民

文化、屏東菸葉廠文化資產保存為題進行

論文研究並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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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系所 姓名 事蹟 

●指導大學部專題研究完成文化資產保存

主題的繪本與桌遊，並以本校名義出版進

行推廣。 

109 應用數學系 

廖于賢教授 

 

●104 年至 108 年間，共計 27 篇 SCI、EI

及其他指標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為第一

作者或通訊作者。 

●104 年至 108 年間，擔任 12 個 SCI 或 EI

國際學術期刊審稿委員，審查 28 個稿件。 

●104 年至 108 年間，每年均獲得科技部研

究計畫補助，以及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

究獎勵(原名稱為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

勵)。 

●104 年至 108 年間，指導 24 位博碩士生，

協助發表 9 篇國際期刊論文，SCI 或 EI

計有 7 篇。並指導大學部學生申請科技部

大專生研究計畫。 

●104 年至 108 年間，擔任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雲嘉南學術諮詢委員，並跨領域發表

5 篇 SCI 或 EI 期刊論文，用以分析職能

課程開設時數及其效應。 

109 不動產經營學系 

陳永森教授 

 

●專業性及對學校與學系之貢獻：計畫型態

整合本系不動產與規劃相關專業領域，合

作的單位擴及地方政府、國營機構、鄉鎮

公所以及民間公司等，對屏東大學社會服

務與能見度有相當的提升作用。 

●與地方深耕及連結：屏東大學深耕高雄與

屏東地區之在地服務及連結，近年之產學

案深耕於屏東縣國土計畫、農地規劃以及

高雄市商業區土地活化應用，對於地方未

來發展具有高度的推動效果。 

●多元鋪陳與發展：近年產學計畫研究面向

涵蓋：國土計畫、農地規劃、都市商業土

地開發、地方產業培力以及地方創生等，

發展多元學生參與的機制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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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系所 姓名 事蹟 

109 不動產經營學系 

鄭博文副教授 

 

●近五年間成功為學校爭取屏東縣政府景

觀總顧問費超出千萬，總顧問的主要工作

是協助縣政府與鄉鎮公所研擬發展與建

設項目，向上級政府爭取補助款讓縣與鄉

鎮從事地方建設。 

●五年來協助爭取的建設經費高達十億

元，每筆工程經費從數十萬、數百萬、一

兩千萬到三億元不等。 

●五年來共爭取建設 98 條道路、39 處景觀

改善與綠美化工程，這 137 處的工程中目

前有上百項(約 95%)已完工。 

108 特殊教育學系 

侯雅齡特聘教授 

 

侯雅齡老師是十二年國教特教領綱研修小

組成員，協助教育部完備 108 課綱的擬定與

執行；近 5 年來，在教育部推動資優教育中

程計畫中，也扮演重要角色，舉凡協助改善

資優學生鑑定作業、優化資優教育課程教

學、辦理資優學生營隊皆著力很深，累積的

產學合作金額已逾 2,000 萬。此外，在資優

學會理事長任內與 Morgan Stanley 合作，為

弱勢優秀高中生執行惜才育英計畫；在本校

特教系主任任內也成立國內首座學習輔助

犬教室，並開啟動物輔助特教生學習；在兩

岸人才培育方面，則首辦特教教師 7+1 的職

前培育方式，績效卓著。 

108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葉晉嘉教授 
葉晉嘉老師是 2019 臺灣燈會海之女神明信

片設計者，善於運用城鄉規劃設計與文化創

意產業專業，協助塑造地方品牌。多年來深

度耕耘在地文化產業，亦為多項計畫的產業

輔導課程講師。近年來擔任中央部會與地方

政府數個委員，對於執行委託案與補助案的

經驗豐富，類型包括地方創生、文化觀光、

品牌設計、文化資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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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系所 姓名 事蹟 

108 應用物理系 

林春榮教授 
●近五年連續榮獲『行政院科技部獎勵特殊

優秀人才措施案』的得獎人。 

●促進國立屏東大學與俄羅斯知名大學暨

學術單位(俄羅斯科學院)姊妹校的締結

與學術交流；從而提昇學校研發能量及國

際知名度。 

108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

學系 

王信智教授 王信智老師於近年內，於本校獲得科技部大

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計畫補助，且管理

學院皆排名第一。並發表多篇優質學術期

刊。於科技部、教育部與其它政府機關爭取

到各類型計畫。且獲得多項發明型專利，並

將其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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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資訊科學系 

林彥廷副教授 

林彥廷副教授以其資訊教育、網路學習與行

動學習、人工智慧及專家系統等學術專長，

主持科技部、教育部、經濟部及勞動部等機

關補助之多項專案計畫，協助民間企業建立

專家系統，並已發表 20 餘篇與數位學習相

關之期刊與專書論文，致力應用科學教育領

域之研究，其傑出表現榮獲科技部 109 年吳

大猷紀念獎，是當年度唯一應用科學教育學

門得獎學者。除了優異的學術表現之外，亦

曾擔任本校進修推廣處主任及研究發展處

組長與副研發長，同時也是多本 SSCI 期刊

之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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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系所 姓名 事蹟 

108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黃露鋒副教授 

黃露鋒老師本次以產學類申請大武山學者

得到推薦，這三年來的績效包含了 104 與

105 臺南市商圈輔導服務團計畫、105 年度

臺南市北門區虱目魚地方產業發展計畫、

105 年臺南市後壁商圈專案輔導、106 年度

靚靚六堆客庄整體發展策略先期規劃等五

項產學計畫，總金額為 883 萬，以屏東大學

名義協助地方產業發展，並有實質貢獻。此

外，在服務方面，在 105 年擔任研發處技術

合作組組長、107 迄今擔任客家研究中心主

任、105 年~106 年擔任教育部敘事力計畫主

持人、104 年~迄今協助管院 ACCSB & 

AACSB 認證、106 年~107 年協助 USR-讓生

命不同凡響計畫、協助牡丹、來義、甲仙、

美濃、六龜地方創生計畫，在教學方面，105

年~107 年學生教學評量平均在 4.4 以上，獲

得本屆大武山學者獎勵。 

107 資訊管理學系 

張玲星特聘教授 

 

近五年專業領域 SCI、SSCI、TSSCI、EI 等

級之學術論文擔任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計

十篇、2016 年榮獲 Emerald Literati Network 

Awards for Excellence 2016 winner，且曾獲

得教育部教學卓越、科技部等獎勵。此外，

多年來也對人才培育、建立研究團隊等學術

社群服務有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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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資訊工程學系 

王隆仁教授 

 

王隆仁老師擔任本校資訊工程學系教授，曾

任學術副校長兼資訊學院院長。在學術研究

方面，他已經發表超過 80 篇以上在資訊科

學與工程領域的國際期刊論文和研討會議

論文，並且曾經擔任計畫主持人執行完成了

60 多個計畫，包括科技部研究計畫、產學

合作計畫、教育部專案計畫，及偏鄉程式教

學計畫。近五年協助產業發展主要績效：(1)

完成育華興業公司專案管理系統、客訴管理

系統、鋼胚溫度預測系統建置；(2)完成屏東

縣教育處終身學習網絡平台系統、財稅局阿

緱手遊之稅務謎城遊戲建置；(3)完成屏東市

- i 屏東社區 App、歸園納骨塔收費管理系統

及屏東市殯葬設施網站建置；(4)完成藏識科

技公司雲端監控系統之 3D 視訊融合技術研

發、即時手部追蹤及擷取系統於混合實境應

用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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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科普傳播學系 

吳聲毅副教授 

 

吳聲毅老師近年研究領域包含數位學習、合

作學習、運算思維與生理訊號等，擅長研發

創新學習系統以增進學習成效。此外，吳聲

毅老師亦積極發展以設計思考為主軸的創

新教學、具商品化的技術轉移與深耕在地的

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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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研發能量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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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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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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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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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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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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金庫共同推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911171910.png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91117191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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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91117191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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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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story.jsp?id=26324

6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article_story.jsp?id=263246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article_st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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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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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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