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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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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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國立中興大學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頂尖研究型綜合大學，創立於西元

1919 年，2019 年邁入百年歷史；本校的學術研發能量除在農業生技、動物

醫學、生醫健康、智慧製造及食品工業等五大領域上，設有 10 個頂尖研究

中心外，更擁有「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土壤調査試驗中心」、

「農產品驗證中心」、「農產品農藥殘留檢測中心」以及「動物醫學研究中

心」等五個國家級分析檢測暨調査中心，2019 年由農委會補助成立智慧農

業研發中心，是臺灣唯一具有農業生技、食品安全、綠色能源、智慧農業等

領域傑出的專業師資與豐沛創新技術能量的高等教育學府。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成立於 2017 年，並於 2018 年分別於在美國

洛杉磯成立北美辦事處及越南胡志明市設立東南亞海外辦事處，其主要目的

在於推動知識產業化及產業國際化。透過國際產學聯盟與中興大學的研發能

量協助產業界提升產業技術，增進產業的競爭力。透過北美辦事處的設立，

強化中興大學與北美地區產業界及僑臺商的鏈結，同時協助國內企業走入國

際市場。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興大國際產學聯盟積極拓展東南亞及紐澳地

區學術與政商關係，以技術協助臺商並協助在地臺商與大學建立合作關係，

提升臺商技術層級，強化競爭能力，同時，鏈結臺商和政府建立溝通管道，

以政府資訊加速市場拓展。 

我們期待中興大學強大的研發能量為後盾，配合產業界的拓展能力，開

啟興大國際化的里程碑，為大學國際化產學合作帶來新的契機與願景，期許

能將臺灣農業生技研發能量推上國際，再創與大歷史新局! 

 

  國立中興大學校長 薛富盛 

 

 

 

 
   2021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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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 

為鏈結國內學研機構與海外僑臺商進行產學合作交流，由僑委會搭建平臺，

邀集臺灣各大學國際產學合作聯盟共同研商「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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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a.taiwan-world.net/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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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中興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 

(一)學校特色 

中興大學創校己邁入百年，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第三大研究型綜合

國立大學，設有 9 大學院，系所完備，培育學生專業知能、反思創新、

團隊合作、在地關懷、全球思維等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本校以頂尖研究中心為平臺，整合校內外教學研究資源，推動產學

合作、規劃跨領域菁英人才培育、促進國際交流提升國際聲譽，與國際

頂尖大學組成跨國研究團隊建立實質合作關係，帶動全校整體提升。為

逹成本校教育目標及實現學校願景，本校校務發展重點如下：「培育全

人發展青年」、「教學品質精進」、「學術研究提昇」、「進動國際

化」、「校園建設與環境」、「產官學合作」、「強化推廣服務」、

「強化校友經營」、「人文藝術與文化資產」、及「行政革新與組織調

整」，期許未來邁向永續發展。 

本校致力於各領域之均衡發展，在教學、研究、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方面均獲各界肯定，具備下列特色： 

1. 教學研究資源充裕，帶動整體發展能量：本校教學研究資源及圖書館

館藏豐富，另設有生物科技、奈米科技、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先端

產業暨精密製程、國際農業、轉譯醫學等研究中心，支援全校師生進

行教學研究。臺灣中區貴重儀器中心及中區區域網路中心、科技部補

助設立的化學、物理、數學領域等中部圖書期刊中心都設在本校校內，

教學及研究資源設備先進。 

2. 發展具特色之頂尖研究型大學：以科技為基礎整合校內外資源，重點

發展農業生物科技，培植農業綠環境、環境保育與防災科技、人文社

會科學等領域，及發揮本校動物醫學研究專長成立獨具特色的動物醫

學研究中心。本校在農業分子生物科技、動植物基因轉殖、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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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動物醫學等研究，擁有世界頂尖的實力。在環境復育、防災科技、

綠色工程等方面，防災協力機構與節能光源研發領先全國。另以地利

之便支援中部科學園區廠商，引領臺灣綠色工程及精密機械產學發展。 

3. 設立「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科技與人文均衡發展為全國四大

人社中心之一，主導跨學院、跨領域的研究教學資源整合平臺，除執

行教育部補助之多項整合型研究計畫，研究成果陸續發表於國內外重

要期刊或專書，亦有多項國際專書出版合作計畫進行中，成為引導中

部地區人文社會領域學術發展的重鎮，提昇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教學及

研究水平，促進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均衡發展。  

4. 全國第一所通過個資保護認證大學：建置完善校務 E 化系統本校領先

全國啟動個資防護機制，導入個人資訊管理系統，完成 BS10012 認證，

成為國內大學中第一個完成個資防護的大學。於 2015 年成立教育體

系資安驗證中心，協助全國各級學校資訊安全稽核追查及驗證。2016

年 8 月完成新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持續積極對

大專校院推行、導入新版制度及驗證。 

5. 整合產官學研合作，帶動國家新興產業：本校整合中部地區產官學資

源，積極扮演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的推手，促進中部科學園區產業聚

落的發展，推動傑出研發成果的商品化，引領創新產業發展。並與中

臺灣重要研究單位，如國家衛生研究院、臺中榮民總醫院、中部科學

園區、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漢翔航空工業公司，以及農業試驗、

災害防治與環境保育等相關政府機關，均有緊密合作交流，提升雙方

研究質量。 

6. 提供「興創基地」、成立萌芽創投公司，為全臺典範學校：萌芽創投

由本校 EMBA校友號名，於 2017年正式於校內創業基地登記成立，為

國內第一間股東全由校友組成的創投，募集 2千 2百多萬資金，鼓勵

學生創意，創新，創業學用合一；輔導學生創業團隊，講授創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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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挹注資金，讓興大創業人才發揚光大。2017 年首件投資案金額

為 5 百萬元，投資由興大生科系學生創立之農業生技公司，持續輔導

校內萌芽新創個案目前共計 5案。 

7. 積極落實大學的社會責任與實踐：本校針對大學社會責任相關議題如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食品安全」與其他

大學社會責任議題，廣設特色研究中心與技術聯盟單位，如農產品驗

證中心、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中心、臺灣茶製程技術產學聯盟、臨床

細菌基因體學產業發展聯盟、健康照護平臺產學開發聯盟等，協助解

決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食安、長照等社會實踐議題。本

校與企業產學合作，由永豐銀出資打造「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樓」，

將建置農產品驗證中心、新檢測技術研發實驗室、食品重金屬檢測實

驗室等，打造國內第一所功能齊全且技術領先的農產品與食品檢測中

心，發揮農業生技頂尖優勢，為我國食品安全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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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產學聯盟介紹 

國立中興大學於 2017 年 10 月通過科技部重點補助「國際產學聯

盟計畫 (Global Research & Industry Alliance, GLORIA)」,成立至

今三年,本聯盟積極的整合學校產學研發系統與國際產學聯盟接軌，並

持續建立相關產學合作與技轉分潤機制，提升高階人才就業媒合，強

化服務校內技術研發團隊及會員企業，創造產學價值。 

    為推動國際產學聯盟，以學校既有農業生技為利基點，推廣產學

合作、智財技術移轉、人才培育以及新創加速器等能量，於廠商研發

過程中，提供高價值的專業服務，活絡本校實體與智慧資產，至今招

募簽署 21 家會員：1 家國際會員(JH BIOTECH, INC.)和 20 家國內會

員。 

    為了達到臺灣新農業能立足臺灣，鏈結國際市場，本校國際產學

聯盟也藉由學校畢業校友在國際農業影響力，成立北美辦公室，與配

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於越南設立東南亞辦公室，全力推動臺灣新農業生

技技術，促成多項國際鏈結合作。 

以下為國際產學聯盟成員介紹： 
 

姓

名 

服務機構/ 

系所 

職

稱 

在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項目

及範圍 

徐

新

宏 

國立中興大學/ 

產學研鏈結中心 

執

行

長 

1. 負責國際產學聯盟計畫規劃執行、

推動本校研發成果與國內外產業成

立聯盟、國際產學聯盟未來發展策

略及組織運作，逹成聯盟自主營

運。 

2. 鏈結校內研發能力與校外廠商，發

展國際產學聯盟。 

黃

澤

富 

國立中興大學/ 

產學研鏈結中心 

營

運

長 

1. 國際產學聯盟業務窗口。 

2. 募集國際產學聯盟會員，開發國內

外聯盟成員、洽談國內外產學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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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務機構/ 

系所 

職

稱 

在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項目

及範圍 

3. 整合學研相關能量，推動及促進本

校與業界產學合作案。 

4. 協助市場調查與評估、業務開發，

提供聯盟成員服務。 

5. 國際產學聯盟研討會、技術媒合

會、展覽與聯盟活動推廣執行。 

陳

原

禾 

國立中興大學/ 

產學研鏈結中心 

經

理 

1. 募集新農業、生物科技等領域之國

際產學聯盟會員，開發國內外聯盟

成員、洽談國內外產學合作。 

2. 促進本校研發成果商品化，整合學

研相關能量，提供聯盟成員服務。 

3. 產、官、學、研相關營運業務之推

展。 

呂

曼

麗 

國立中興大學/ 

產學研鏈結中心 

行

政

組

員 

1. 協助推動聯盟會員招募及計畫執

行。 

2. 協助聯盟校內行政作業與協調，活

動舉辦與推廣。 

楊

婷

惠 

國立中興大學/ 

產學研鏈結中心 

專

任

助

理 

1. 協助推動及促進本校與業界產學

合作案。 

2. 專案進度管控、簡報與相關文件

彙整。 

3. 協助國際產學聯盟會員服務。 

4. 協助國際產學聯盟研討會、技術

媒合會、展覽與聯盟活動推廣執

行。 

5. 協助國際產學聯盟相關文書及行

政業務。 

6. 國際產學聯盟活動貴賓連絡及服

務窗口。 

黃

惠

珍 

國立中興大學/

產學研鏈結中心 

專

任

助

理 

1. 國際產學聯盟網站資訊更新與管

理維護。 

2. 國際產學聯盟相關文書及行政業

務。 

3. 國際產學聯盟例會召開與紀錄。 

4. 國際產學聯盟物品採購及財產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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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務機構/ 

系所 

職

稱 

在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項目

及範圍 

5. 國際產學聯盟人員出缺勤、差旅

資料彙整。 

6. 協助國際產學聯盟人員招募、聘

用、離職等相關文書處理作業。 

7. 協助國際產學聯盟研討會、技術

媒合會、展覽與聯盟活動推廣執

行、資料彙整與相關行政業務。 

8. 協助國際產學聯盟校內會員服

務。 

9. 國際產學聯盟活動時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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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學亮點技術 

國際產學聯盟成立 3 年，積極主動整合及盤點校內豐沛的研發成果，

並製作成教師亮點技術手冊。為了提升教師和校內研發團隊技術能見度，

聯盟更著手於本網站上建置技術公告平臺，於國內外大型展會、校內外研

討會等大型活動上，推展和活絡教師和校內研發團隊技術之價值和競爭力。 

相關亮點技術可至國際產學聯盟官網查詢: 

http://www.nchugloria.com/iacp_list.php 或掃描以下 QR Code 參閱相

關檔案。 

 

http://www.nchugloria.com/iacp_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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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亮點產學服務案例 

1. 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國際成果亮點表： 

年度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2019/9-2020/7） 
成果效益 

2019

年 

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 

1. 本校鄰近中部科學園區、

臺中工業區及機械精密科

技創新園區，在中部智慧

機械極製造產業發展過程

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

角色。透過中臺灣智慧機

械大聯盟，本校完成設立

「智慧機械技術研發中

心」，進以整合中央與在

地資源，鏈結地區智慧機

械產業，成為中臺灣智慧

機械領航者。 

2. 本校「智慧自動化暨精密

機械研究中心」因應高科

技產業之快速發展，配合

中部區域產業環境之在地

優勢產業，推動技術創新

和前瞻學術研究，培育優

秀工程應用與研究人才，

提升本校在智慧自動化、

精密機械與農業自動化領

域之卓越競爭力。 

3. 本校持續推動及精進與美

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CSD)共同建置智慧物聯

網與行動通訊等合作交

流，與日本東京大學進行

智慧機械與人工智慧等領

域合作，取得世界知名之

學術聲望。 

2019 年 9 月參與 2019 德國漢諾威工具

機展(EMO)，配合此次展會主題：「智慧

科技驅動未來生產製造」，推廣三位校

內傑出教授的亮點技術(1)電機工程學系

黃穎聰教授–適用於人群環繞場所之智

慧型自走式載具發展及其應用、(2)電機

工程學系蔡清池特聘教授–應用智慧機

器人與智慧機械的深度與寬度學習、(3)

電機工程學系溫志煜教授–遠端即時心

肺復健訓練與自動監控回覆裝置及方

法，提升與國際大廠產學合作之機會。 

透過此次聯合展出，本聯盟藉由本校的

人才庫及研發能量，成功吸引年營收近

百億元的臺灣工具機大廠程泰集團，攜

旗下子公司「程泰機械」與「亞崴機

電」加入興大國際產學聯盟。 

透過展會交流中，程

泰機電發覺以往臺灣

的工具機產業在全球

屬前段班，如今歐美

在智慧機械的技術領

先很多，要保有工具

機產業的榮景，需要

產學研共同合作。為

協助產業發展，同時

解決智慧機械領域人

才缺口，本校與程泰

機械共同舉辦「精密

工具機與智慧化技

術」專題競賽，聚焦

於工具機系統及智慧

化相關軟硬體技術應

用，如智慧自動化技

術、產業機器人技

術、運動控制、機

構、結構、溫升熱變

形改善、量測技術、

機電整合與加工應用

等，最高獎金 50 萬

元，總獎金則達 140

萬元，激發創新研發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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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2019/9-2020/7） 
成果效益 

2019
年 

永續農業與循環經濟： 

1. 本校於 2018 年成立「永

續農業創新發展中心」，

目標實現農業永續發展之

理念，創造農業永續發展

之新未來，研究領域包括

循環農業、新穎材料農

業、設施農業、生態農業

等四大項目。 

2. 應用優良微生物減少化學

肥料施用、增加土壤養分

有效性、作物抗逆境、產

量及品質；開發全世界最

快速自動化處理農業有機

廢棄物的技術；以高端生

化技術將農業廢棄物轉化

成高價值化合物。 

3. 透過新穎材料技術解決全

球迫切之三大議題：食品

安全、環境變遷及環境永

續發展，規劃友善環境農

業新穎材料研發、農業新

穎材料在植物保健開發與

應用、農業新穎材料在農

產品保鮮開發與應用及農

業新穎材料在農作物生理

機理及安全評估等研究子

題。 

2019 年 9 月本聯盟徐新宏執行長率團偕

同農資學院院長等專家學者及會員廠

商，進行澳洲布里斯本及雪梨雙城循環

農業參訪活動。在駐澳大利亞代表處彭

雙俊組長及王凱石秘書積極協助下，安

排與布里斯本從事林業廢棄物、肉類廢

棄物及藻類和水產養殖廢物等循環農業

領域之學研機構進行交流。活動期間參

訪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未來環境研究

所、南昆士蘭大學農業工程中心，亦於

澳大利亞昆士蘭州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Trade and Investment Queensland, 

TIQ) 與 The Fight Food Waste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CRC) 

和 Centre for Recycling of Organic 

Waste and Nutrients (CROWN)等計畫研

究中心代表進行會議，瞭解其研究方向

以及該計畫中心於州政府、地方政府、

有機廢棄物循環產業、學研界以及農業

生產者間所扮演的角色。 

 

本次參訪交流活動為

本 校 農 資 院 與

Queensland Univer-

sity of Technology 

搭起合作橋梁，雙方

規劃針對研究人員異

地教學、研究與交換

學生和雙聯學位等項

目簽署合作備忘錄；

聯盟則以產學合作角

度規劃推展企業-大

學短期海外進修研習

課程，協助農業生技

領域企業會員培育專

業技術人才。另本校

農資院專家學者及聯

盟產業聯絡專家積極

拜 訪 第 一 產 業 部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

tries, DPI)、 Aus-

tralian Native 

Landscapes (ANL)等

產學研單位，推廣本

校循環農業研究成

果，並與澳洲當地農

業從業人員及經營者

之經驗交流，有效幫

助聯盟招募國際會

員，目前潛在會員名

單包含雪梨 Zadco 

For Quality Gro 

PTY. LTD.。 

2019
年 

永續農業與循環經濟： 

1. 本校於 2018 年成立「永

續農業創新發展中心」，

目標實現農業永續發展之

理念，創造農業永續發展

之新未來，研究領域包括

循環農業、新穎材料農

業、設施農業、生態農業

2019 年 10 月參與馬來西亞第十屆國際

綠能科技與產品展暨研討會，推廣森林

系吳耿東教授「農業廢棄物氣化發電結

合微電網系統」及「連續式進料量產生

物炭多膛爐」技術，並約訪當地關鍵廠

商，推動本校在東南亞地區的「循環農

業」領域之產學合作；2019 年 11 月赴

緬甸拜會當地臺商，偕同校森林系吳耿

本校在越南、泰國、

馬來西亞的農業領域

發展深耕多年，校友

遍布各東南亞國家，

響應政府南向政策，

本校成立全臺大學第

一 所 「 南 向 辦 公

室」，結合大中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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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2019/9-2020/7） 
成果效益 

等四大項目。 

2. 應用優良微生物減少化學

肥料施用、增加土壤養分

有效性、作物抗逆境、產

量及品質；開發全世界最

快速自動化處理農業有機

廢棄物的技術；以高端生

化技術將農業廢棄物轉化

成高價值化合物。 

3. 透過新穎材料技術解決全

球迫切之三大議題：食品

安全、環境變遷及環境永

續發展，規劃友善環境農

業新穎材料研發、農業新

穎材料在植物保健開發與

應用、農業新穎材料在農

產品保鮮開發與應用及農

業新穎材料在農作物生理

機理及安全評估等研究子

題。 

東副教授、農藝系陳建德助理教授、法

律系蘇義淵助理教授等人赴臺商農場預

定地進行場勘，協助臺商進行農場規

劃，包括果樹選種與種植、農廢能源利

用、休閒農場、經濟效益及營運模式

等，並與緬甸當地土地閞發商洽談農場

規劃事宜。在聯盟的媒合下，成功吸引

馬來西亞全宇生技及緬甸萬安國際集團

等大型企業洽談百萬級國際產學合作與

技術移轉案。 

 

區 24 所大學校院，

共同推動南向政策，

與東協、南亞及紐澳

等大學進行多元交

流，創造互利共贏的

新合作模式。目前聯

盟任務以對外推動新

南向政策中的「創新

產業合作」及「區域

農業發展」為目標，

將本校成熟之研發技

術推廣至東南亞市

場，擴大本校影響

力，強化國際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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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2019/9-2020/7） 
成果效益 

2019
年 

農產品加工與食品科技： 

1. 本校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

學系溯其前身農業化學系

農產製造組，至今已有

50多年歷史，為本校歷

史最悠久的學系之一，其

研究領域分為食品加工工

程、保健營養與食品化

學、食品微生物與生物技

術等三大類。 

2. 為有效解決食品安全、農

產品之供需問題，本校農

藥殘留檢測中心、食品及

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食

品暨生技實習工廠落實食

品安全研究，培植眾多專

業人才，落實從農場到餐

桌， 

2019年 11月與越南同塔省簽訂合作備

忘錄，以提升當地農產品加工、萃取相

關產業發展為主要合作目標。 

2019年 11月越南同塔省長帶領當地廠

商來訪，聯盟協助接待進行聯盟業務推

廣，辦理農業科技座談會，邀請森林系

吳耿東教授、食科系謝昌衛教授一同與

會，進行技術分享，推動本校在東南亞

地區的「食品加工」與「循環農業」領

域之產學合作，促成雙方良好交流，並

受邀於 2020年帶領本校教師及會員企業

回訪，尋找國際產學合作機會與市場商

機。 

本校國際產學聯盟與

越南同塔省簽訂合作

備忘錄，以提升當地

農產品加工、萃取相

關產業發展為主要合

作目標；越南同塔省

將規劃該國農業領域

國際生前來中興大學

就讀，進行人才培

育。 

2019
年 

智慧農業、生物農藥及肥

料： 

1. 本校於 2019 年成立「智

慧農業研發中心」，以精

準農業、設施農業、生態

農業及林漁牧業等四項主

題為基礎，配合人工智慧

的方式，協助產業升級。 

2. 以研發省時省力之機械設

備，解決人力資源短缺之

問題，並以建構大數據資

料庫及分析平臺彙整重要

資訊，建置符合農業生產

和食品產業之需求與發展

的共通資訊平臺，提高資

訊傳遞的速率。 

3. 以植物保護為基礎之多元

在駐泰代表處牽線下，中興大學國際產

學聯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成員以及駐泰代表童振源於 2019年 5月

拜訪天賜農場(Faprathan farm)，希望

繼 10 多年前的合作後，再度為臺灣和天

賜農場搭起合作橋梁。泰國天賜農場由

臺灣的國合之友會的會員 Luckana 

Naviroj (Chairman, Gourmet 

Enterprise Co., Ltd)擁有與經營，農

場約有一千萊土地，種植花卉、水果、

有機蔬菜、畜牧等，本聯盟於 2019 年

11 月正式與泰國天賜農場簽訂產學合作

協議書，共同推動「臺灣農業示範農

場」，合作的項目如下： 

1. 促進農業南向外交，成為臺灣在泰

國的示範農場，包括農業品種、資

材、設施、自動化、溫室、智慧農

本聯盟整合產業界、

學界及研發單位共同

建立農業示範場域，

提供品種育苗技術、

土壤、栽培介質、肥

料與改良諮詢、引進

資材與設施，並開設

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課

程，培育智慧農業相

關人才，目標使本校

成為臺灣與國際連結

之智慧農業窗口，作

為農業技術輸出之主

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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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2019/9-2020/7） 
成果效益 

病蟲害防治技術；開發對

環境友善之精準農業栽培

管理技術與生物農藥及肥

料，以減少農業生產對生

態環境之破壞。 

業、人才培育等等。 

2. 進口臺灣的時令水果，於曼谷大型

購物中心通路展售。 

3. 協助引進番茄種子。 

 

2020
年 

生物科技、動物健康與智慧

醫療： 

1. 本校設置「前瞻植物生技

中心」、「永續農業創新

發展中心」及「鳥禽遺傳

資源暨動物生技中心」、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聚

焦於植物、動物及農業生

技等三大領域，針對相關

生技產業投入研究，帶動

農業生技、動物醫療、及

醫藥等生技產業的之發

展。 

2. 研發領域包括動植物有用

基因之開發與應用、轉基

因動植物之研發、動物疫

苗、生物檢測晶片、醫藥

關鍵性材料、生物能源生

技、微生物生化工程、食

品生技以及環保復育等重

點項目。 

本聯盟於 2019年 6月參與美國費城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推廣本校

生物科技、動物健康與智慧醫療等領域

之研發成果，包括(1) 獸醫系陳文英副

教授–「利用人類疾病實驗動物模式開

發保健食品之研究」、(2)獸醫系張力天

教授–「非抗生物質咸豐草抗球蟲症飼

料添加物」、(3)醫工所程德勝教授–

「早期胰臟癌篩檢系統」、(4)電機學院

溫志煜教授–「遠端即時心肺復健訓練

與自動監控回覆裝置及方法」與「平衡

調控背負式點滴架的使用方法及其裝

在本次展會中，聯盟

與「Elanco Animal 

Health 」、

「Sunshine Lake 

Pharma Co., 

Ltd.」、

「Laboratoires 

Servier」等多家國

際大廠對接，持續媒

合預估創造約千萬產

學合作商機；2020

年 4月更成功促成美

國保健食品原料大廠

Novotech 

Nutraceuticals, 

Inc.加入聯盟會員，

未來將以產學合作之

方式，協助該公司開

發新原料與製程方法

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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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2019/9-2020/7） 
成果效益 

置」以及 (5) 園藝學系鄧資新副教授  

「藥草栽培及有效成分提升之方法」，

並與 Novotech Nutraceuticals, Inc.

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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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國內成果亮點表: 

年度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2019/9-2020/7） 

成果效益 

2019

年 

1. 動科系林怡君教授–

「雞隻體內外寄生

蟲、細菌性傳染疾

病」 

2. 動科系李滋泰教授–

「 動物營養、動物飼

養管理、飼料營養」 

成功媒合本聯盟國際會員 JH Biotech, 
Inc.，進行兩項產學合作： 
1. 與動科系林怡君教授合作執行「以 JH 

Biotech 產品防治雞舍寄生蟲」。雞隻     
飼養過程中，化學除蟲藥劑使用頻 
繁，易導致寄生蟲產生抗藥性，其  中
部分化學藥劑亦會殘留於雞蛋，對食品
安全衛生有很大影響。佳和以天然精油
為主，開發寄生蟲防治用產品，以期作
為相關化學藥劑替代用品。內部已透過
預試驗得知產品對於寄生蟲有防治效
果，而後與林怡君教授合作動物試驗，
確認產品應用於雞場之可行性。 

2. 與動科系李滋泰教授合作「飼料中添 
加中草藥複合物於夏季高溫飼養階段對
雞隻抗熱緊迫之影響」。雞隻隨著育種
改良與營養改進及管理之進步，其生長
與生產性狀日益增高，對外在緊迫之影
響亦愈為敏感，尤其臺灣夏季高溫多
濕，通風不良容易造成雞舍內熱量之累
積，雞隻受緊迫影響甚鉅。因此公司擬
以中草 藥複合物為主，開發舒緩雞隻
緊迫之產品，除提高生長性能外，同時
還能增強動物體之抗病能力。佳和內部
已透過預試驗得知產品對於雞隻緊迫有
舒緩之現象，而後與李滋泰教授合作動
物試驗，確認產品應用於現場之可行
性。 

 

JH Biotech, Inc.已連
續 2 年為中興大學國際
產學聯盟會員，並進駐
校內育成場域，從事研
發工作。佳和從事農業
生技與動物科技上的產
品研發及銷售，在聯盟
的媒合下，與校內許多
系所老師皆有建立良好
的合作基礎，並持續與
中興大學有產學合作
案。未來佳和仍有許多
產品研發和驗證上的需
求，聯盟也會協助促成
更多的產學合作。 

2019

年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蔡慶修

教授 

本校依不同產業及技術需求，以教授研究

主題及專長為核心，成立多個小聯盟，在

本聯盟積極整合臺灣自釀啤酒推廣協會、

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及相關企業廠商下，

聯盟協助辦理「臺灣自

釀啤酒推廣協會第八屆

臺灣自釀啤酒大賽分享

會暨頒獎典禮」並安排

蔡慶修老師於 2019BIO 

ASIA 以「打造臺灣的精

釀世界—鏈結產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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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2019/9-2020/7） 

成果效益 

輔導本校生物科技學研究所蔡慶修教授成

立「臺灣精釀啤酒產學聯盟」。 

為主題分享其經驗，透

過以學術基底，由學界

提供業界技術支援、儀

器分析，例如以質譜儀

分析氣味分子、鑑定酵

母菌種等服務，共同執

行產學研究，並結合產

業創意與應用，產官學

界切磋交流，共同行

銷，一起打響臺灣精釀

啤酒名號。 

2019

年 

1. 動科系陳彥伯教授–

「茶風味優格之技

術」 

2. 農藝系王强生教授–

「興大 2號、9號、11

號」 

3.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

盛中德教授–「牛番

茄熱逆境生產管理及

病蟲害預警與防治」 

4.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 

謝禮丞教授–「葉菜

一貫化播種、作畦機

械」 

5. 食生系謝昌衛教授–

「透過科學炮製手段

提升食品機能價值」 

6. 森林系吳耿東教授–

「新型農業廢棄物氣

化發電結合微電網系

統」 

7. 分生所劉宏仁教授–

「耐高溫脂肪酶」 

8. 食生系江伯源教授–

「多層粉圓製備技

術」、「改良式香蕉

乾製備技術」、「高

纖(低渣)鳳梨汁製備

技術」 

9. 植病系詹富智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邀請校內 14組
研究團隊與聯 4 家聯盟會員廠商共同於
「2019 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暨會議」聯合
展出，此展覽會議為亞洲農業指標性博覽
會，規劃多項周邊活動與主題特區，如商
務媒合會、新產品與技術發表會、來自荷
蘭、丹麥、法國農業專家演講循環農業創
新跨域鏈結之國際論壇暨研討會、農業生
技館等，提供專業Ｂ２Ｂ農業技術交流平
臺，並鏈結來自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農業界
專業人士，呈現最完整農業生產產業鏈。 
分別為 
聯盟會員參展廠商與展出項目如下： 
1. JH Biotech, Inc. –「環保、天然與
有機的植物營養、植物保護及動物保健
食品」 

2. 良農現代化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質保護資材，如病蟲害防除之苦
楝油」、「有機液肥」 

3. 全國農業金庫–「全方位金融服務，於
展場主推農業貸款」 

4. 大自然生技素材有限公司，則展出「助
眠、精神維持、調節消化道機能、養顏

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暨
會議匯聚產業上、中、
下游廠商共襄盛舉，興
大國際產學聯盟透過此
展覽平臺，使教授團隊
與會員廠商之亮點技
術、研發產品曝光，增
進與產業界交流、產學
合作機會，促使農業技
術創新，提升產業價
值，同現今「永續農
業、綠能科技、循環經
濟」之目標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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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2019/9-2020/7） 

成果效益 

「蘭花病毒檢測用多

元抗體及單元抗體」 

10. 土環系林耀東教授–

「環境友善蔬果保鮮

及植物抗病微奈米材

料」 

11. 生機系謝廣文教授、

農業自動化中心 陳

宏茂教授–「鏟土式

穴盤作物收穫機」 

12. 農業推廣中心顏志恒

老師–「土壤及栽培

介質線蟲相之分離、

診斷與鑑定技術」、

「建立微生物製劑對

於植物寄生性線蟲病

害之防治效果評估技

術」、「遊樂園區綠

地、道路及停車場樹

木健康管理、維護及

病蟲害診斷與鑑定服

務」 

13. 食生系蔡碩文教授–

「國產農產品霜淇

淋」 

美容、促進新陳代謝等各種功效之食品
原料」、「保健品原料，如生物催化酵
素」 

2019

年 

1. 黃振文副校長–「保

護農作物健康的益生

菌產品與其應用技

術」 

2. 工學院王國禎院長–

「茄科類病毒與蘭花

病毒」 

3. 農資學院詹富智院

長–「可攜式場邊檢

測技術之開發與應

用」 

4. 生命科學院陳全木院

長–「商化經驗分享

10 年歷程從實驗室研

究走向國際市場行

銷」 

國立中興大學百年的校慶月，在中研院吳

金洌客座講座與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大力

合作之下，舉辦「大學鏈結產業商機∞系

列 -2019 農業生技卓越創新論壇及媒合

會」。本次活動由農業生技分析與促進辦

公室主辦，國立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及

產學研鏈結中心協辦，針對中興大學在新

農業、食品及生物科技、與生醫保健領域

的產學合作成果典範進行發表。包含楊秋

忠院士主講「大學衍生企業的誕生及展

望」、黃振文副校長主講「保護農作物健

康的益生菌產品與其應用技術」，及包括

農學院院長詹富智、工學院院長王國禎、

及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長王升陽等其他

多位中興大學教授分享的研發技術發展出

商機成果的典範分享。此外，活動也邀請

1. 活動當日舉行產學媒

合活動，共計有超過

30 組的配對媒合洽

談，為產學開啟第一

線合作機會，並於其

中挖掘潛在會員目

標，如：輝藥農業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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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2019/9-2020/7） 

成果效益 

5. 土環系楊秋忠院士–

「大學衍生企業的誕

生及展望」 

6. 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

所簡茂盛教授–「臺

灣動物用疫苗之發展

契機與挑戰」 

7. 獸醫系毛嘉洪教授–

「乳製品加值策略：

以糖尿病及代謝疾病

之預防控制為例」 

8. 土環系林耀東教授–

「點廢成金：傳統產

業銳變 -環境抗菌案

例」 

9. 生物化學研究所高振

益教授–「基因調

控、突變及疾病」 

10. 森林系王升陽教授–

「臺灣森林紅寶石 –

牛樟芝的代謝物研究

及其活性開發」 

多家與中興大學教授產學合作的業者，發

表頂尖的成果案例，包含中興大學國際產

學聯盟會員廠商大江生醫及加特福生技

等，展現與中興大學產學合作的價值，也

盼能引領出更多產學合作的成果。 

 

2. 活動現場邀集中興大

學國際產學聯盟會員

廠 商 JH BIOTECH, 

INC.、良農現代化農

業科技、臺茂奈米生

化、大自然生技素材

及福壽實業等公司，

展示在農業生技方面

的產品及研發成果，

盼在國際產學聯盟的

推動下，能獲得更多

的商機。 

 

2020

年 

黃姿碧副教授主持微生物

生物膜及微生物製劑開發

與其於植物病害管理應用

相關研究多年，並著有國

內外學術研究發表，其團

隊所開發之微生物製劑於

植物病害防治應用成果，

從國內學研界相關研發成

果盤點中經農委會邀集產

官學研界專家評定優先進

入第一期農委會「雄才大

略計畫」以加速其成果產

業化。 

藉由本聯盟媒合成功將植病系黃振文教授

及黃姿碧副教授共同研發的有益微生物

Streptomyces parvulus 技術轉移予聯盟會員

臺茂奈米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本株 S. 

parvulus 屬鏈黴菌屬，為黃姿碧副教授團

隊經由長期分離篩選所發現的本土優勢菌

株，經 16s rRNA 序列分析及 ISP（The 

International Streptomyces Project）系列培

養基鑑定與具產生抗癌用藥物放線菌素

（antinomycin D）等抗生物質之 S. parvulus 

NBRC 13191 及 S. parvulus BCRC 12460s 具

高相同度，並具拮抗多種人體伺機性病原

的能力。於農業的應用上，具拮抗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黑腐病菌）、Xanthomonas citri subsp. 

臺茂奈米自聯盟成立至

今皆為聯盟會員，在聯

盟的牽線下，持續與學

校教授在微生物的應用

有多項合作研發，臺茂

奈米林冬霧董事長表示

技轉所得的微生物會結

合企業本身的醱酵技術

和配方，投入微生物製

劑產品的認證及生產，

用於改善土壤環境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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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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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效益 

Citri （柑桔潰瘍病菌）、Xanthomonas 

oryzae （水稻白葉枯病菌）、Phytophthora 

capsici （辣椒疫病菌）、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炭疽病菌）與 Fusarium 

oxysporum （鐮孢菌）等多種植物病原細

菌、卵菌及真菌功用，並經接種試驗顯示

不具植物毒性，同時並開發出最適產生抗

生物質之培養配方，適合用於植物保護用

製劑。 

物生長。除了此次的技

轉，針對其他有益微生

物於作物生長及病蟲害

防治的應用，以及添加

於飼料改善水產品生長

方面的開發，臺茂奈米

持續投入研究資源，可

持續有產學合作上的成

效。 

 

2020
年 

動物科學系黃三元教授–

家畜育種、生物統計、蛋

白質體學、分子遺傳學 

聯盟會員京冠生物科技，與動科系黃三元
教授簽訂產學合作合約，針對京冠科技進
行的產業高值計畫：強化呼吸道之機能性
飼料添加劑開發，由黃教授協助進行家禽
生長暨毒性動物試驗。京冠生技有特有的
發酵技術，在生物保健及人體康健相關產
品的開發，投入大量的研究，同時推動農
業循環經濟，創立無廢及再生生技事業；
也根植預防醫學新革命，建立健康與環境
共生的工業 4.0。京冠生技與中興大學將持
續在動物科學及健康食品領域有更多的合
作機會。 

聯盟協助京冠生物科技

媒合產學合作的老師，

並邀請京冠參加聯盟及

校內活動，成功促成該

企業加入本聯盟擔任會

員。 

 

2020
年 

1. 光電工程研究所裴靜

偉教授–「新式半導

體量子點發光二極

體」 

2. 機械工程學系施錫富

教授–「光機電系統

整合-光固化 3D 列印

與光學編碼器」 

3. 精密工程研究所韓斌

教授–「光學設計與

應用」 

4.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林佳鋒教授–「光學

鍍膜技術應用於微顯

示器之共振腔型發光

元件」 

臺灣光學相關領域眾多廠商集中於臺灣中
部地區，在該領域，本校工學院與電資學
院同時具備強大且發展迅速的研發能量，
2020 年 7 月 3 日本聯盟整合校內 4 大光學
亮點技術，與光學元件技術發展諮詢委員
會共同舉辦交流會，透過會議雙方互動，
聯盟藉以推廣校內優秀師生的研發技術與
校外廠商對接，鼓勵業界對學校出題，促
成產學合作。 

此交流會吸引了合盈光

電、聯一光學等 17 家大

型光學元件企業參加，

更與光諮會李晉昭會長

達成以技術交流、資源

共享、人才共通培育等

方式齊手推動產學合作

之共識，提升本校工程

領域研發成果價值與促

進產業發展，創造雙

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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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2019/9-2020/7） 

成果效益 

2020
年 

基因體暨生物資訊所侯明

宏教授–「對抗冠狀病毒

和癌症之藥物開發」 

本校基因體暨生物資訊所侯明宏教授帶領
的研究團隊，與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合作，
提出以突變機率相對低的病毒核殼蛋白功
能為目標的新穎藥物開發策略。本研究團
隊透過結構生物資訊學等尖端核心技術，
結合細胞和動物驗證試驗進行抗病毒與抗
腫瘤的藥物設計和開發工作，其中包含 (1)
利用大數據資料庫成功開發出抗冠狀病毒
前導藥物(PSX-01)。此藥物能作用於病毒核
殼蛋白非典型交介面並引起嚴重聚集，對
冠狀病毒具廣效性的抑制效果；減緩受病
毒感染的動物臨床症狀。(2)成功開發出一
種新型態的核酸藥物複方(NucleiChem)可應
用在癌症治療上，並透過動物模式證實其
抗腫瘤功效。本聯盟安排此技術參與 2020 
BIO ASIA 與報名 2020 未來科技展，創造產
學合作與技轉機會。 

1. 2020 年適逢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此研究成

果在 2020 年 3 月發

表於醫藥化學領域重

要國際期刊《藥物化

學》(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並獲選為

該期期刊封面，至今

下載數已達 7 千餘

次，獲全世界高度重

視。 

2. 目前本校已與國內生

技新藥公司華安醫學

簽署合作開發備忘

錄，進行抗病毒藥物

的動物實驗和藥物最

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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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對應之研發能量 
本期成功服務案例 
（2019/9-2020/7） 

成果效益 

2020
年 

帶領生科院教授陳全木院

長共計 16 名教授參訪聯

盟會員正瀚生技，洽談雙

邊人才培訓及產學合作。 

正瀚生技為興大國際產學聯盟會員之一，
致力於發展臺灣精準農業，從研發期邁入
打樣期，進而量產銷售，讓農友獲利倍
增。為促使臺灣農業生技豐厚的研發能量
與國際市場接軌，提高臺灣在全球農業生
技產業的影響力，高階研發人才的培訓與
訓練十分重要，2020年 10月 14日本聯盟
偕同本校生命學院，從大學、碩博士生的
企業實習、專題研究報告，院內教授的產
學合作案、國際技術研討會等，進行雙邊
實質性的合作細節討論。 
 

1.促成興大產業碩博士

專班預計 3 人，進行人

才企業實習。 

2.成功引介生命科學院 7

個系所共 16 位教授與正

瀚公司進行進階產學合

作個案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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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會員服務亮點成果： 

會員名稱 
實際提供之服務

項目 
成功案例 

JH BIOTECH, INC. 

1. 媒合產學合作

案件 

2. 產品檢測 

3. 人才培育及招

募 

4. 國際商機鏈結 

5. 研討會、論

壇、會員交流

會 

6. 市場分析資料

庫檢索 

輔導成立國際種子行銷公司 SaferGro，預估每年創造 3,000

萬營業額 

JH BIOTECH, INC 自 2018 年加入本校國際產學聯盟以來，透

過聯盟協助成功與本校共同執行 3 件產學合作案件，分別

為與動科系李滋泰教授之「飼糧中添加胺基酸螯合銅及螯

合鋅對白肉雞生長表現、銅鋅排泄量、血漿中總膽固醇及

脛骨鋅含量之影響」、「飼料中添加中草藥複合物於夏季

高溫飼養階段對雞隻抗熱緊迫之影響」以及與動科系林怡

君教授共同執行「以 JHBiotech 產品防治雞舍寄生蟲」，

金額達 45 萬元，其眾多公司產品更透過本聯盟於本校土

壤調查試驗中心及農藥殘留檢測中心送件檢測，有效補足

企業於研發端所缺少之資源，促進產業研發。此外，本聯

盟於 2019 年起，積極規劃設置國際農業資材推廣中心，

同時透過整合臺灣本土 7 間種子公司，成功輔導 JH 

BIOTECH, INC 成立國際種子行銷公司-SaferGro，目標將臺

灣蔬果種子推展至東南亞、澳洲、中東及美國等地區，預

估讓臺灣整體種子產業全球市佔率提升 5%以上，有效幫助

JH BIOTECH, INC 鏈結國際商機。 

 

臺茂奈米生化

股份有限公司 

1. 媒合技術移轉 

2. 產品檢測 

3. 國際商機鏈結 

4. 儀器資源 

5. 研討會、論

壇、會員交流

會  

成功媒合 100 萬元技術移轉案–植病系黃姿碧副教授「具

多種真菌細菌病原拮抗活性之本土分離鏈黴菌菌株

(Streptomyces parvulus 2A11)及培養技術」 

臺茂奈米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0 年成立了「農業科技

事業部」，將 30 多年來於化工所累積下來的奈米技術應

用於農業資材上，成功開發出一系列的液態肥料產品，未

能使其產品在植物病理、病蟲害防治、配方等技術上更加

精進，該企業自 2018 年度加入本校國際產學聯盟，積極

參與聯盟所辦理之各大研討會、會員交流會以及展會，尋

找校內及產業界中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共同合作研發，亦藉

由聯盟引介之使用本校產品檢測資源、儀器資源，有效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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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稱 
實際提供之服務

項目 
成功案例 

補企業不足之處。2020 年本聯盟成功媒合臺茂奈米生化股

份有限公司與本校植病系黃姿碧副教授之技術移轉案「具

多種真菌細菌病原拮抗活性之本土分離鏈黴菌菌株

(Streptomyces parvulus 2A11)及培養技術」，金額達 100 萬

元，該研究成果為本校經由長期分離篩選所發現的本土優

勢菌株，成功結合企業本身醱酵技術和配方，投入微生物

製劑產品認證及生產，導入企業應用後，雙方建立成其穩

健合作關係，企業亦投入更多研究資源開發其農業事業群

多元且具競爭力產品，開拓東南亞市場。 

 

福壽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1. 媒合產學合作

案件 

2. 產品檢測 

3. 人才培育及招

募 

4. 國際商機鏈結 

5. 研討會、論

壇、會員交流

會 

6. 市場分析資料

庫檢索 

促成簽署產學技術合作意向書，投入 5 千萬元合作經費 

福壽集團過去 10 年與本校累積 10 多件產學合作案件，如

與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陳德 教授之「以氣冷式製程提

升國產雞肉品質及衛生安全計畫」、與動科系李滋泰教授

之「以小鼠模式探討保健配方及產品對腸道功能改善之評

估」，累計金額達 400 多萬元，在土壤調查試驗中心和興

大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委託合作案件亦累積了超過 400 件，

於生物科技、保健食品、肉品製程等領域有多項亮眼研發

成果；其自 2019 年加入國際產學聯盟，雙方交流更加頻

繁，合作領域由共同研究、產品檢驗等擴充至人才培育及

國際商機鏈結，合作範圍的擴大，促使雙方建立長期夥伴

關係，簽署 5,000 萬元產學技術合作意向書，找尋土環、

植病、動科、獸醫、生醫、化學等跨領域研發夥伴，目標

有效優化企業內部穀類食品、油脂食品及寵物食品、肥料

資材、禽畜飼料、水產飼料等產品，更透過參與聯盟舉辦

之國際參訪團及市場分析資料庫，瞭解全球生物肥料、益

生菌、益生素等市場動態，尋找國際商業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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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稱 
實際提供之服務

項目 
成功案例 

 

正瀚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1. 媒合產學合作

案件 

2. 人才培育及招

募 

3. 國際商機鏈結 

4. 研討會、論

壇、會員交流

會 

5. 市場分析資料

庫檢索 

舉辦 Superday 體驗營與高階教育訓練課程，培育百位農業

生技研發人才 

正瀚生技在南投中興新村斥資 20 億元打造的全球研發中心

暨營運總部於 2018 年正式成立，同年該企業加入本校國

際產學聯盟擔任國際會員，由於全球研發中心之設立以及

發展植物新藥當務之急，該企業面臨研發人才短缺問題，

透過聯盟協調整合後可與興大進行專業人才培育工作外，

教授也可以走出實驗室積極投入產業研發工作。在產學合

作方面，聯盟成功媒合 2 見產學合作案，分別為與生物化

學研究所楊俊逸教授之「植物自噬作用之監控方法開發與

植物生長調節劑於自噬作用之影響評估」、與農藝系王慶

裕教授之「臺灣除草劑抗性生物型雜草材料之收集鑑定、

及抗性雜草資料庫之建立」，累計金額達 240 萬元；在人

才培育面，本聯盟協助正瀚生技辦理 2 屆 Superday 體驗

營，使本校約 80 位農資學院及生科院相關系所之學生獲

得企業研發工作之體驗，瞭解生技產業實驗及研發工作之

模式與氛圍，有效幫助正瀚生技吸引本校優秀人才前往就

業；此外，本聯盟藉由科技部 RAISE 計畫，成功媒合 3 位

博士生至正瀚生技就業，執行計畫期間，更開設高階教育

訓練課程「高等實驗設計法在優化製程與產品開發的應

用」，精進該企業研發團隊之實驗能力，累積培育人才數

達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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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稱 
實際提供之服務

項目 
成功案例 

佳美食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1.媒合技術移轉 

2.產品檢測 

3.國際商機鏈結 

4.儀器資源 

聯盟會員佳美規劃利用黑水虻處理果渣形成肥料及飼料，

聯盟協助其完成肥料證及飼料證之申請流程。 

全國農業金庫 

1.媒合產學合作

案件 

2.國際商機鏈結 

2020 年 9 月 25 日配合聯盟會員全國農業金庫發展東南亞

國家投資招商，於臺北僑務委員會辦理「農業投資和創業

商機交流座談會Ⅱ」。臺灣是農業技術先進國家，具有強

大技術能量協助僑臺商，不只有傳統農漁畜牧相關技術可

以協助僑臺商升級，還有農業環境治理、生態維護、農產

品加工、智慧科技等先進技術可協助僑臺商邁向新階段，

臺灣觀光農業更是聞名世界，有許多模式、案例可提供僑

臺商借鏡。座談會主題包括有機肥料、蘭花等 6 項，也討

論臺灣印尼農漁產業互補合作的可能模式，將在最短時間

內落實「先驅示範營運模式」，未來希望在國內外複製成

功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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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稱 
實際提供之服務

項目 
成功案例 

智耕創新股份

有限公司 

1. 天使加速器 

2. 國際型展覽、

研討會、論

壇、會員交流

會 

3. 市場分析資料

庫檢索 
 

聯盟協助輔導智耕商品化產品，並於 2020 年 6 月獲得行

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及萌芽創投共挹注

1000 萬元，擴大其溫室耕種面積。 

 
透過聯盟，媒合智耕低鉀蔬菜產品進駐臺中楓康超市外，

更帶領其參與國際型展覽、研討論壇和會員交流會，提升

曝光率和拓展商機，回饋社會，造福腎臟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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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產學聯盟-專屬的產學發展加速器 

國立中興大學是臺灣中部唯一的頂尖研究型綜合大學，2019邁入創校百年歷史；

學校在農業、生物科技、獸醫、人工智慧、精密機械、綠能材料、循環經濟、文化創

意產業等領域擁有傑出專業的師資群與創新的技術研發能量，是中臺灣產業創新的推

動引擎與領航者。 

本校在農業生技及工程科學領域上累積豐沛的成果，獲得政府及業界高度的肯定，

並且於 2017年 10 月通過科技部重點補助「國際產學聯盟計畫 (Global Research & 

Industry Alliance, GlORIA)」。本聯盟宗旨為整合本校研發動能與設施，透過聯盟群

聚效應，鏈結中部的產業及法人學研機構，推廣臺灣的農業生技、智慧機械及生醫材

料等成果，扮演產學發展的加速器。 

1.亮點技術手冊製作 

盤點校內研發成果，製作教師亮點技

術手冊，並於聯盟網站建置技術公告平臺，

主動於國內外大型展會、研討會，推展校

內豐厚之技術能量，提升研發成果曝光機

會。 

 

 

2. 產學合作、技術移轉媒合 

以創新構思透過「企業出題，學界解 

題」的模式，由聯盟媒介協商促成產學合作 

，引導學界研發能量投入產業界，進而強化 

關鍵技術及專利布局，發展技術移轉，緊密 

鏈結本校研究人員與產業界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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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創事業輔導 

鼓勵校內師生將研發成果商品化，

將與全國農業金庫、行政院國家發展基

金委員會等共同成立新創加速器，對校

內研發成果進行探勘、挖掘及培育，尋

找專業投資人挹注資金，提供專業業師

輔導及豐富人脈網絡資源，協助新創團

隊迅速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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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創公司輔導之作法及成果表： 

編號 
成立 

年度 
新創公司 輔導做法 相關成果 

1 2018 年 
漢鼎智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 本校機械系陳政雄老師

執行 2017 年度科技部價

創計畫「新材料應用與

智慧製造帶動的智慧複

合加工技術」所衍生的

新創公司。 

2. 本案透過本校國際產學

聯盟從中媒合協助團隊

商業模式規劃及產品導

入市場價值、天使資金

的募資、專利技轉及相

關議價程序及公司設立

登記，以及價創計畫出

場的校內利益迴避會

議、衍生企業會議與專

利技轉合約及後續權利

金免上繳科技部的發文

等校內行政流程等。 

1. 發展方向： 

團隊主要技術在於發展高效率與高

品質的硬韌與輕量化先進材料的智

慧多軸超音波複合加工技術與裝備,

可應用於半導體、光電、航太、醫

療器材、能源、智慧電動車、3C 電

子、精密機械與精密模具等各種產

業。目標為攜手大臺中精密機械產

業聚落，促成臺灣成為亞洲/全球的

新材料加工技術與智慧製造裝備的

研發與供應基地，也期許團隊的新

創公司在 10 年內成為新材料加工智

慧製造裝備的全球隱形冠軍。 

2. 成果效益： 

公司已於 2018 年 5 月 9 日設立登

記，公司資本額 2000 萬並募資；公

司技術股分配 6%於學校，權利金為

42 萬股，估值約 840 萬。 

3. 市值估算： 

陳政雄教授研究團隊在科技部價創

計畫輔導下，成功商轉成立「漢鼎

智慧科技」，專攻「新材料應用與

智慧複合加工技術」，將高 CP 值

CNC 超音波加工設備導入臺灣機械

產業，提供臺灣業者更輕量化、硬

韌化和耐高溫的先進材料加工技

術，讓臺灣機械產業能與國外業者

相互競爭。在航太市場，波音公司

預測未來 20 年全球將需要 3.4 萬架

以上的新客機 ,總產值達 4.5 兆美

元。智慧型手機製造廠已經開始採

用強化玻璃、先進陶瓷與金屬材

料。預期這些先進材料的高階製造

裝備配的未來市場將高達千億臺幣

以上。 

2 2018 年 
地天泰農業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 

1. 本校土環系楊秋忠院士

執行 2017 年度價科技部

價創計畫「新農業 4.0 廚

1. 發展方向： 

楊秋忠院士「創新快速有機廢棄物

處理技術」創業團隊，研發出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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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成立 

年度 
新創公司 輔導做法 相關成果 

餘煉金術」所衍生的新

創公司。 

2. 本案透過本校國際產學

聯盟從中媒合協助助媒

合業師提供商業規劃與

募資媒合、專利技轉與

衍生企業，智財法務與

新創公司設立時的困難

解決，已成功取得鑽石

生技投資 5 億元至衍生

新創公司，後序並協助

團隊價創計畫出場的校

內利益迴避會議、衍生

企業會議與專利技轉合

約及後續權利金免上繳

科技部的發文等校內行

政流程等。 

酵素分解技術，將有機廢棄物處理

時間自 3 個月大幅縮短至 3 小時，

透過價創計畫補助結合產學研人才

建立創業團隊，成功募資為價創計

畫第 1 個出場案例，首輪募資並創

最高紀錄。 

2. 成果效益： 

公司已於 2018 年 6 月 25 日設立登

記； 

公司技術股分配 6%於學校，約 60

萬股，約 1200 萬的估值；價創團隊

的成員至新公司上班，創造 10 個就

業機會。 

3. 市值估算： 

自臺灣最嚴重的廚餘處理問題著

手，初期將以大都會為首要標的，

中期將進軍中國，最後將進軍全球

市場之全方位廢棄物處理。綜合我

國近年廚餘、禽畜糞等有機廢棄

物，推估我國可轉做堆肥的最大供

應潛力每年可達 668 萬公噸，據此

估算本公司設備總市場潛力規模達

50 億元，酵素年銷售潛力達 48 億

元。本團隊考量未來拓展中國市場

需建立地緣熟悉度及營銷管道，預

計營運第 3 年將產品成功打入中國

市場，每年公司設備之規模至少有

148 億元，酵素年銷量則有 171 億

元之市場潛力。 

3 2018 年 
雷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 本校機械系劉建宏老師

執行 2017 年度價科技部

價創計畫「智慧機械之

線上量測儀器與資訊智

慧整合開發」所衍生的

新創公司。 

2. 本案透過本校國際產學

聯盟從中媒合，安排新

創媒合的諮詢輔導，規

劃日後公司設立的股權

規劃等財務相關細節，

1. 發展方向： 

由劉建宏教授創辦雷應科技公司，

為臺灣工具機精密線上量測新星，

因應智慧生產趨勢，提供 5G 通訊

產業所需關鍵製造零組件的供應鏈

與智慧工廠所需的人工智能化感測

裝置為主的技術研發團隊，更以開

發 5G 通訊手機的陶瓷背蓋所需關

鍵製造技術，協助金屬加工手機廠

商快速投入手機陶瓷背蓋生產，是

產業升級的最佳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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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成立 

年度 
新創公司 輔導做法 相關成果 

並在本校 EMBA 校友王

國雄董事長、德勤國際

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柯淑

女執行長負責輔導公司

財務預測與籌資規劃，

整體初步規劃完成後，

並於 2018 年 6 月安排團

隊募資媒合會議，順利

募得第一筆天使基金，

以及價創計畫出場的校

內利益迴避會議、衍生

企業會議與專利技轉合

約等校內行政流程等。 

2. 成果效益： 

公司已於 2018 年 8 月 21 日設立登

記；校內天使資金募資金額達 500

萬，後續募資仍繼續進行中；創造

約 15 位學生就業人數。 

3. 市值估算： 

劉建宏教授所開發超音波智能測量

與智能驅動控制系統，在市場上具

有高度的關注度。研究團隊與產品

製程業者合作，在陶瓷手機背蓋等

精密產品加工上，能有效降低加工

時間並減少 80%因傳統加工技術造

成的刀具磨損。技術團隊在科技部

扶植下已推廣產品至全球市場，產

品年產值可望達 45 億元。 

4 2018 年 
智耕創新股份有

限公司 

1. 本校植病系黃姿碧老師

執行 2018 年度科技部研

發成果萌芽計畫「腎食

堂-低鉀蔬菜之開發與應

用」所衍生的新創公

司。 

2. 本案透過本校國際產學

聯盟從中媒合協助新創

團隊安排陪伴式業師-臺

灣天使投資人協會蘇拾

忠秘書長，每月定期與

團隊討論並修正產品市

場驗證、商業模式及財

務模型，亦安排數場在

聯盟活動中的技術媒合

與曝光，以及成果發表

與募資，此外團隊的技

轉及後續公司設立登記

等。 

3. 2020 年 1 月成功媒合獲

萌芽創業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募資 200 萬元；

2020 年 3 月輔導通過國

發天使基金投資 800 萬

元。 

1. 發展方向： 

該團隊為植物病理學系黃姿碧副教

授指導，成員由醫藥、植醫、食品

及企管等領域人才組成。臺灣腎臟

病患者眾多，高血鉀症為常見併發

症，飲食控制不易且造成生活不

便，智耕生技利用植物益生菌和獨

特營養調控技術成功栽培出低鉀含

量蔬菜，在完善的市場調查分析和

行銷策略規劃下極具競爭優勢及獲

利潛力，此團隊即將進行商品的試

量產，上市後必定可以解決腎臟病

患者的困境。 

2. 成果效益： 

公司已於 2018 年 12 月 5 日設立登

記。 

3. 市值估算： 

2015 年全球 300 萬腎臟病人，其中

約 80%為洗腎病人，每年 8-10% 新

增患者，全球約 486 億臺幣市場價

值。臺灣市場：約有 8 萬名洗腎病

人，每年需求約，約 13 億臺幣市場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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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成立 

年度 
新創公司 輔導做法 相關成果 

5 2018 年 
真克拉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 本校分生所陳建華老師

執行 2017 年度科技部價

創計畫「大腸桿菌速機

能性飼料添加物加值及

試營運」所衍生的新創

公司。 

2. 本案透過本校國際產學

聯盟從中媒合協助團隊

商業模式規劃及產品導

入市場價值、天使資金

的募資、專利技轉及相

關議價程序及公司設立

登記，以及價創計畫出

場的校內利益迴避會

議、衍生企業會議與專

利技轉合約及後續權利

金免上繳科技部的發文

等校內行政流程等。 

公司已於 2018 年 12 月 5 日設立登

記。 

6 2019 年 
連青青股份有限

公司 

1. 本校獸醫系張力天教授

執行 2018 年度科技部價

創計畫「咸豐草植生物

飼料添加物：非抗生物

質抗雞隻求蟲」所衍生

的新創公司。 

2. 本案透過本校國際產學

聯盟從中媒合協助團隊

商業模式規劃及產品導

入市場價值、天使資金

的募資、專利技轉及相

關議價程序及公司設立

登記，以及價創計畫出

場的校內利益迴避會

議、衍生企業會議與專

利技轉合約及後續權利

金免上繳科技部的發文

等校內行政流程等。 

雞隻球蟲造成家禽業巨大的直接與

間接經濟損失，直接經濟損失是使

幼雞死亡、成雞增重下降與浪費飼

料，使用抗球蟲藥與抗生素控管二

次性細菌感染則是造成間接損失主

因；而這些添加抗生藥劑引致的藥

物殘留與產生抗藥性原蟲/病原菌，

引發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和家禽業

生存發展問題與損失加劇，致使政

府啟動禁用機制，故研發多功能飼

料添加物取代或改善抗球蟲藥、抗

生素與相關生長促進劑將是當務之

急。本團隊研發的咸豐草植生物飼

料添加物具備非抗生物質抗雞隻球

蟲相關疾病的優勢，而相關智財專

利也已備齊，可直接進入飼料 (添

加)業市場獲利。同時衍生性優質雞

肉/蛋亦將獲不同消費市場與行銷模

式青睞。 

7 2020 年 
優泥來股份有限

公司 

1. 本校土木系陳豪吉教授

新創團隊之「廢棄物高

公司成立規劃是以前端廢棄物再製

輕質粒料為主體，後端輕質粒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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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成立 

年度 
新創公司 輔導做法 相關成果 

值資源化再製輕質粒

料」所衍生之新創公司 

2. 引入專利智財、法務、

財 務、商業模式與經營

及技術商品化等各領域

業師，以及本校價創出

場的規劃。 

場銷售為輔，前端廢棄物處置以中

興大學研究團隊為技術核心，將廢

棄物完全再利用為輕質粒料，以終

端處置廢棄物零產出為目的，結合

價創計畫補助、創投募資、公司法

人投資及團隊成員出資等方式，成

立輕質粒料製造廠。期初兩年完成

公司設立及建廠，第三年進行營

運，冀盼 5 年內成為臺灣首屈一指

的獨角獸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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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LINE諮詢單一窗口專線 

如欲進一步瞭解或與本校合作，歡迎洽詢以下人員：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產學聯盟   

地 址：402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國農大樓二樓 233室 

電 話：+886-4-22840558 

email：gloria@nchu.edu.tw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電子郵件 

徐新宏 執行長 26 jhb@nchu.edu.tw 

黃澤富 營運長 32 jerry_huang@nchu.edu.tw 

陳原禾 經理 33 chenyuanhe@nchu.edu.tw 

呂曼麗 行政組員 13 mllu@nchu.edu.tw 

楊婷惠 專任助理 35 dorianyang@nchu.edu.tw 

黃惠珍 專任助理 36 takis@nchu.edu.tw 
 

 

海外僑臺商單一服務窗口：陳原禾 經理 
 

國立中興大學僑臺商服務專區 LINE 諮詢專線: 

LINE ID：l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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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關心您 

 
書名：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國立中興大學篇】  

編著者：僑務委員會僑商處 

地址：100 臺北市徐州路五號十五樓  

電話：(+886)2-2327-2670 

官方網站：www.ocac.gov.tw  

短網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僑臺商專區) 

 https://IA.Taiwan-world.Net/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專區) 

 

 

 

http://www.ocac.gov.tw/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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