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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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學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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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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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本校自 1995 年 7 月 1 日首創臺灣餐旅專業學府—國立高雄餐旅管理專科學

校，因應社會需求，於 2000 年 8 月 1 日改制為國立高雄餐旅學院，並於 2010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升格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自創校迄今，虔心專注於「全球

智慧、繁榮地方」之定位，積極整合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的資源，推出以

觀光學院、餐旅學院、廚藝學院、國際學院與共同教育委員會為核心的資源整合

機制，更成立產學營運總中心，協助校內教師將專利研發成果有效應用於產業界，

成為專責之產學橋樑。2019 年 1 月，本校通過「國際觀光餐旅教育卓越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Education ，簡稱

THE-ICE) 」國際認證預認證，同年 11 月通過全面認證。非僅在全球大學酒店

管理和旅遊管理研究影響力排名中，位列世界第 46 位，位列亞洲高校第 6 位，

位列臺灣高校第 1 位。前揭作為係積極打造培育餐旅菁英的搖籃、餐旅企業的關

鍵夥伴及餐旅教育的新典範為職志。 

順應行政院推動六大新興產業之一的「觀光旅遊」，強化國際觀光人才專業素

質，以提升觀光產業國際競爭力及強化臺灣觀光品質形象的政策，本校長年以來

以「追求卓越，成尌典範」為依歸的辦學成效獲得政府高度重視及資源挹注。除

了過去連續 10 年榮獲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計畫，累計金額超過新臺幣 4 億元之

外，2019 、2019 、2020 年帄均分別獲得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新臺幣 8 千多萬元。

以過去 1 年為例，本校尌獲得遠見雜誌「2020 企業最愛大學生」大專校院觀光

休閒類第 1 名、Cheers 「2020 企業最愛碩士生」技職科大第 1 名、觀光餐飲／

旅館休閒類別第 1 名、全國第 6 名、1111 人力銀行「2020 企業最愛大學」雇主

最滿意大學遊憩與運動學群排行榜科技校院第 1 名…等殊榮，符應臺灣餐旅技職

教育第一學府的領航者角色。 

    藉由僑務委員會的帄臺與這本「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國立高雄旅

大學」的付梓，期望能將本校強化產學合作，開創餐旅研發帄臺的務實致用特色、

研發培訓能量與觀光餐旅產業發展趨勢接軌，會同全球僑臺商攜手合作，齊心為

精進餐旅教育與產業發展而努力，促進產業升級，提升產業價值，增益互利共榮。 

海外僑臺商力量及資源龐大，僑委會推動「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提供

僑臺商跨境便利諮詢，深化全球僑民與臺灣在各領域連結及合作，期盼本校完善

特色實作場域及豐富的產學合作經驗，能夠協助海外僑臺商產業升級，同時能共

同推展國際產學合作，創造雙贏。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代理校長楊政樺 

                                            

         202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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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僑委會搭建帄臺，

邀集臺灣各大學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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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發展宗旨、辦學理念及特色與優勢 

(一) 校務發展宗旨 

學校發展宗旨本校自許成為亞洲餐旅教育界的領頭羊，除有效運用各種計畫

的資源，使本校在國際能見度上持續攀升之外，並在學術研究及國際交流事務上

展現亮眼成績。另外，更積極建立與產業界的交流管道，並協助校內資源與業界

需求有效整合，以致力於推動產學合作計畫。此外，在行政作業程序上亦力求快

速有效率，使校園經營企業化。再者，更在「全球智慧、繁榮地方」的思維下，

朝深耕東南亞與營造國際學習園區之方向邁進，並積極整合院、所、系、科及學

位學程的資源，推出以觀光學院、餐旅學院、廚藝學院、國際學院與進修推廣學

院為核心的資源整合機制，以使相關系所成為亞洲觀光餐旅教育的新典範，進一

步提升臺灣觀光餐旅教育在國際高等教育的地位。爰之，本校校務發展共有下列

核心概念。 

(二) 辦學理念 

本校強調「人文化」、「專業化」、「企業化」及「國際化」，以提升學生

的實作力、尌業力與競爭力。其意涵如下：1. 人文化，以「全人關懷」的信

念，強調培養學生健全的思想、情操及知能，使其充分發展個人潛力，實現

自我，並具備慈悲寬厚的人格與敬業樂群的服務精神；2. 專業化，以「專業

知能」的教學，著重提升學生表達、思辨、實作及創新能力，使其具有前瞻

務實、精益求精的終身學習精神，並培養其應用所學、解決問題的專業能力；

3. 企業化，以「企業經營」的觀念，落實校園企業化經營的目標，使學校成

為企業界的關鍵夥伴，有效支援餐旅產業之技術研發與創新，以善盡社會責

任及帶動國家發展；4. 國際化，以「全球在地化」與「在地全球化」的精神，

增進師生迎接多元化生活及全球化社會的能力，使其具備「珍惜本土、擁抱

國際」之胸襟，強化其國際視野與競爭力。 

(三) 特色及優勢 

1. 特色 

 全國唯一餐旅專業大學。 

 專業師資、實用課程、先進設備及人文氣息的環境。 

 經年常綠、四季有花、蘊含藝術情境的柔性校園。 

 實施外語分級教學，提升學生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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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完善綿密網路，可隨時擷取豐富資訊。 

 實施勞作教育，養成學生勤勞健康習慣。 

 新生全部住宿，學習尊重與包容的美德。 

 專科部採實務導向，學院部著重經營管理知能焠鍊。 

 學生畢業前海外參訪實習，拓展國際視野。 

 促進產學合作設立國際學院，校務全面接軌國際化。 

2. 優勢 

 本校招收國內高適性優質學生。近 5 年，從四技聯合登記分發錄取之

學生，為技職餐旅群成績前 3%之學生。 

 擁有高素質及專業教師資源。除了專業技能之資深業師、雙師制度，

以及與時俱進的師資群，目前全校教師（不含專案教師）具博士學位

者已達 74.0%，且助理教授職級以上師資佔全體師資之 97.6％。 

 具有紮實專技導向之教學氛圍。本校教學首重實務操作能力，學生參

與國際性競賽屢創佳績。 

 獲得政府高度重視及資源挹注。本校除過去連續 10 年獲教育部補助教

學卓越計畫，累計金額超過 4 億元外，2018、2019、2020 年高教深耕

計畫均獲教育部補助 8 千多萬元。 

 本校致力於餐旅觀光領域長達 20 餘年的經營，在教育部的推動下，本

校在全球餐旅觀光教育領域已具國際水準。 

 良好服務傳承，打造高素養人才。本校推動服務教育及校內實習，傳

承學生正確的服務態度及熱忱。 

 推動海外實習，並落實國際接軌。本校除了與美國、英國、加拿大、

澳洲聯邦、日本、韓國、越南、泰國等地學校及政府單位簽署合作意

向書外，現於全球更有高達 100 多所國際姐妹校，皆積極發展海外實

習、雙聯學制及海外參訪。 

 落實產學合作及教學成果應用。為推動產學合作，本校成立產學營運

總中心，以搭建產業及學者之互助橋樑。除了協助教師將研發成果轉

化成專利以滿足廠商的需求外，更透過合作機制，幫助教師構思新創

意，研發新教材。 

 成立創新育成中心。餐旅創新育成中心的主要任務在於運用本校餐旅

技術研發能量，並結合產官學資源，輔導新創中小企業，推展創新創

業事務。藉由育成帄台，提供培育空間、人才培育、協尋資金、經營

管理、技術支援、產品開發及商品化等多元服務， 以降低創業與創新

研發的成本與風險，建構友善的培育環境，提高事業成功的機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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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育成工作主要聚焦於觀光休閒、餐旅服務與廚藝創新開發等核心

領域，並依據廠商不同階段的需求，有系統地提供各項育成服務，以

協助創業團隊實踐創意與智慧，提升中小企業的競爭力，並進一步促

進產業的升級與轉型，為國家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三、 產學合作服務項目 

 

類型 項目 案例 

各類研發 

及其應用事項 

產品研發計畫 

教師與產業合作共同研究開發新科學或新知識： 

 佳冬農會透紅佳人蓮霧特色商品開發 

 海木耳調理產品先期研發計畫 

 精彩好牛觀光工廠質感商品開發暨品牌開店輔 

導計畫 

 佳冬鄉農會�透紅佳園食農創客創新發展計畫 

 樂佳光能食用花特色商品先期開發計畫 

 全人照護守護計畫,特殊餐飲提升計畫 

廠商捐贈研究設 

備與教師共同開 

發研究 

廠商捐贈研究設備，與教師共同開發研究： 

 裕賀食品捐贈培育食安人才之訓練課程 

 樂活速食坊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智能餐飲設備控 

制軟體 

 馬修嚴選捐贈均質機，共同研發新產品 

 亞堤仕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贈「穿戴式無 

線腦機介面」，共同研究計畫使用 

 中華航空公司捐贈 B747-400 CST 客艙服務訓練

艙及長榮航空公司捐贈MD90 艙門訓練器(含尾艙

門逃生滑梯)、波音 B747-400 豪華經濟艙座椅 

檢測檢驗 

技術服務 

諮詢顧問 

本校諸多教師具有餐旅評鑑委員身份，校內並設有 

營養分析暨微生物實驗室、健康餐飲暨分子廚藝研 

究室、飲品開發暨品評研究室…等，可協助廠商檢 

測/檢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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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項目 案例 

 HACCP 餐飲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輔導訓練 

 綠色友善餐廳永續經營輔導委託服務案 

 農村酒莊輔導計畫 

 觀光工廠-產業轉型暨觀光工廠評鑑輔導計畫 

 臺灣魚皮及薯類休閒食品開發暨量產測試計畫 

 IYC 萬能蒸烤箱之第 1 期研究計畫 

 2018 屏東縣 SBIR 計畫-海木耳創新產品及量產
研究計畫 

 裕賀精彩好牛觀光工廠營運規劃輔導計畫 

專利申請 

技術移轉 

教師自行或協助產業開發研究新技術後，技術轉 

移、技術指導給廠商及專利申請： 

 葡萄酒強化酒之釀造方法。 

 麵包技術研發及技術移轉。 

 以最適性發酵法生產臺灣蜂蜜水果酒 

 智能餐飲技術研究。 

 六級創生-在地食材研發成果。 

 餐飲研發暨量產製程標準化研究。 

 智能餐廚設備及量產輔助工具研究成果 

 本校獲得「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及「世界 

旅遊代理協會聯盟」(UFTAA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Travel & Tourism Agents) 授證設 

立授權訓練中心，技術移轉後與旅行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合作辦理「國際航空票務從業 

人員認證 (International Air Fares and Ticketing－ 

簡稱 IAFT)」(教育部技職司全國技專校院校務 

基本資料庫登入字號：12635) 

創新育成 

運用本校軟硬體設備與技術研發團隊，並結合產官 

學資源，輔導餐旅相關領域中小企業，推展創新育 

成業務，以降低創業之成本與風險，增進創業成功 

率： 

 臺東地方型 SBIR 計畫-東方藜產品研發及品牌 



 

8 

類型 項目 案例 

輔導計畫 

 高雄原民局-桃源鄉愛玉手作體驗計畫 

 交通部觀光局委託辦理「十萬青年獎百萬」創 

意遊程行銷企劃案 

各類人才培育 

事項 

教育、 

培訓、 

研習、 

研討、 

實習、 

訓練等委託 

計畫 

廠商提出教育訓練需求後，設計課程內容，安排教 

師赴廠商進行教育訓練、辦理輔導證照培訓課程。 

關於實習部份本校會安排學生大三赴校外實習，以 

利畢業後接軌： 

 長崎冠軍麵(國際合作) 

 AIoT 高餐智慧餐旅成果發表論壇 

 餐旅創新研發產學應用研討會 

 清真認證餐旅教清真認證餐旅教育計劃 

 全家-儲備幹部餐飲教育訓練課程 

 AIoT 高餐智慧餐旅成果發表論壇 

 龜甲萬盃國際料理比賽暨綠色廚藝小尖兵研習營 

 牛肉創意料理競賽 

 CAS 肉品廚藝競賽 

 味丹盃泡麵廚藝競賽 

 烈嶼鄉微電影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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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學合作成果亮點 

(一) 產品研發計畫 

 

學院 計畫名稱 

餐旅學院 品牌再造之定位策略 

餐旅學院 不同品種臺灣甘藷燒酎香氣及感官品評之研究 

餐旅學院 以日本黃麴 Aspergillus oryzae 開發臺灣國產純米生原酒之研究 

餐旅學院 行銷策略規劃與分析 

餐旅學院 格蘭菲迪加上臺灣埔桃酒雙重經典合作計畫 

餐旅學院 運用法國黃橡木與美洲白橡木木桶熟成臺灣番薯燒酎之研究 

觀光學院 2018 年度桃園市海岸環境教育推廣暨生態旅遊發展計畫 

觀光學院 2019 年高雄市沿海海洋觀光熱點資源調查及行銷推廣計畫 

觀光學院 2020 年高雄市休閒農業區通盤檢討案 

觀光學院 岡山水塔文化資產保存及社區旅遊休閒發展計畫 

觀光學院  非接觸雷射測厚儀市場調查 

觀光學院 高雄市賽馬活動發展可行性評估案 

觀光學院 發展在地觀光：2020 年臺中市海域休閒觀光規劃 

觀光學院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遊憩活動管理評估與配套措施規劃 

觀光學院 「臺灣郵輪觀光 2020」年刊編撰行銷與產業發展計畫 

觀光學院 2019 年度墾丁賓館（本館）顧客滿意度調查作業案 

觀光學院 2020 觀光服務創新應用競賽活動策略與整合行銷研究諮詢 

觀光學院 2019-2020 菲律賓來臺旅遊市場遊憩特性研究 

觀光學院 小琉球整體觀光發展規劃 

觀光學院 臺北市觀光產業轉型策略白皮書研究 

觀光學院 臺灣觀光產業分析與政策發展研究 

觀光學院  印尼市場遊客動向調查研究 

觀光學院 因應大橋通車後烈嶼鄉觀光產業發展策略及實施計畫 

觀光學院 我國海洋觀光產業與發展之研究 

觀光學院 旅遊目的地市場營銷通路研究 

觀光學院 旅遊服務創新行銷市場開拓模式研究 

觀光學院 旅遊服務創新行銷市場開拓模式研究第 2 期（2020） 

觀光學院 推動高雄郵輪產業發展計畫 

觀光學院 提升旅宿溫泉品牌與行銷先期規劃研究 

觀光學院 菲律賓市場遊客動向調查研究 

觀光學院 銀髮族旅遊調查統計案 

觀光學院 辦理臺灣觀光資訊網建構規劃案 

觀光學院 觀光遊樂業校外教學推廣結合小鎮旅遊教案發展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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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藝學院 臺灣菜之味型研究 

廚藝學院 全人照護守護計畫,特殊餐飲提升計畫 

廚藝學院 冷凍產品食譜研發 

廚藝學院 即食調理水產系列產品開發(第 1 期) 

廚藝學院 即食餐點冷凍系列產品開發(第 2 期) 

廚藝學院 產品美食硏發計畫 

廚藝學院 健康養生餐飲研發 

廚藝學院 液態酵母漿於麵包產品的應用 

廚藝學院 產銷履歷烹調肉品開發 

廚藝學院 產銷履歷農糧產品烹調開發計畫 

廚藝學院 以椰子油應用在烘焙產品及奶油經過捏練對烘焙產品品質差異之 

廚藝學院 手做愛玉創新研發與行銷輔導計畫 

廚藝學院 統一超商 4 度 C 麵食麵體產品開發技術輔導案 

廚藝學院 美食外銷典範案例分析計畫 

廚藝學院  廚藝學院 臺灣原生植物香料餐點採購 

共同教育委員會  2019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環境調查 

產學營運總中心  IYC 萬能蒸烤箱之第 1 期研究計畫 

產學營運總中心  樂佳光能食用花特色商品先期開發計畫 

產學營運總中心  佳冬農會-透紅佳園食農創客創新發展計畫 

產學營運總中心  幸福創生計畫-新菜單開發及展演訓練 

產學營運總中心  智慧型蒸煮機烹調湯底運用及廚藝美食開發先期研究計畫 

產學營運總中心  Bean to bar 巧克力產品開發計畫 

產學營運總中心  創意包子內餡開發計畫 

餐飲創新研發暨

檢驗服務中心 
「臺灣本土酵母菌株於烘焙用麵種之應用性評估」分包計畫 

餐飲創新研發暨

檢驗服務中心 

2020 年度輔導在地農會創新發展農村經濟事業計畫-佳冬鄉農會透紅 

佳人農產品研發創價計畫 

 亮點實例 1：全人照護守護計畫--特殊餐飲提升計畫（ 小港醫院與高餐大開發「介

護食」套餐）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於 2018 年成立全臺首座「咀嚼吞嚥機能重建中心」，本次與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耗時半年研發介護飲食，讓有咀嚼、吞嚥困難的患者用舌頭尌能將菜餚壓碎，

方便吞嚥。介護食依質地可分為泥質餐、幕斯餐、塑形餐，如果咀嚼、吞嚥困難較嚴重者，

則提供泥質餐點，甚至入口即化的慕斯餐。套餐品項則從主菜、配菜、湯品及水果甜點都

面面俱到，並且採用天然食材如山藥、蛋白及米穀粉來增加黏稠度，讓餐點口感兼具滑順

與軟綿的質地，同時確保食品安全。此次合作研發的介護食不僅讓餐點變得更好咀嚼、吞

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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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醫院與高餐大開發「介護食」套餐 

 

 亮點實例 2：佳冬鄉農會透紅佳人 

    『透紅佳人』，讓蓮霧更加精彩！蓮霧為佳冬鄉主要農產品佳冬蓮霧外型豐滿有緻、 

色澤紅潤透亮如美人一般；本會取其透紅顏色及玲瓏有緻之形體，與佳冬之「佳」字結 

合以擬人化，「透紅佳人」為商標品牌， 2001 年獲選農委會蓮霧品牌輔導計畫，2003 年 

    通過認證註冊登記。 

    蓮霧為季節性水果，近年來蓮霧因為極端氣候影響下格外品數量日益增加，本會與 

高雄餐旅大學產學合作，收購格外品研發蓮霧加工產品，以穩定鮮果市場價格、提升蓮霧 

果農經濟收益，增加蓮霧附加價值。 

 

 

 

 

 

 

創新研發蓮霧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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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紅佳人夢想樂園開幕活動現場 

 亮點實例 3：樂佳光能翠活 

    翠活品牌理念：以綠色活力生長、健康感受為主設計概念 我們提供的產品要讓消費

者，以最輕鬆的心情、以最簡便的方式、打造專屬的綠色生活! 

    植物工廠係指栽培環境在人為控制下，讓種植者依照生產計畫量產作物並穩定生長的 

高度設施栽培， 具有環控科學化、管理標準化以及系統模組化的特性。  

植物工廠的蔬菜在不受外界影響的潔淨室中成長，所以不需使用農藥去蟲除菌，更不受土 

壤、 水源和空氣的污染，是為新 3C (Clean、Clear 與 Cool)產業。 

    樂佳光能以科技輔佐農業，生產無毒、安全、健康、高營養價值的生產模式，打造農 

業科技化植物工廠，此次運用植物工廠種植之食用花研發花釀蜜，與香波綠萵苣結合開發 

翠活蔬菜霜淇淋、翠活花漾霜淇淋及花漾巧克力之幸福甜點，巧克力更榮獲今年度『ICA  

亞洲巧克力大賽』銀獎。 

 

 

 

 

 

 

        2018『ICA 世界巧克力大賽』獲獎花漾巧克力、花漾甜釀蜜與花漾霜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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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廠商捐贈研究設備與教師共同開發研究 

 亮點實例：樂活速食坊 

    目標與願景是結合餐飲學界及業界精品，以科學方法及符合衛生安全及保護環境標 

準，建立自主中央廚房，用以研發、創新各類適用於智慧型煮物機之食品，並與各類型連 

鎖銷售通路為帄臺做系統性的異業結盟，分期、分階段，穩健紮實拓展通路，建構以智慧 

型半、全自動煮物機臺之創新消費模式，邁向自助便利、美味安全、物超所值。 

    樂活速食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宗旨即如其名，樂活 LOHAS 是英語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的縮寫，意為以健康及可持續發展的型態過生活。民以食為天是 

生活最基本的需求，隨著人類生活演進，以保護環境的精神，藉由機器人標準化生產食品 

及控管食安，網路下單支付快速服務的要求，正快速且持續發展中，「樂活速食坊」即為 

此善盡綿薄之力。 

 

 

 

 

 

 

 

 

             運用 AI 技術導入智慧型煮物機開發產品及標準化生產流程 

(三) 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 

 

學院 計畫名稱 

餐旅學院  2019 年星級旅館評鑑輔導案 

餐旅學院 臺灣星級旅館評鑑制度與精進作為之研析 

餐旅學院 星級旅館評鑑制度革新之研究 

餐旅學院 健身教練健康餐飲諮詢專業服務訓練 

餐旅學院 2018 年高雄市綠色友善餐廳教育訓練暨餐廳評鑑委託服務案 

餐旅學院 2018 年農村酒莊輔導計畫 

餐旅學院 2019 年度農村酒莊輔導計畫 

餐旅學院 2020 年度農村酒莊輔導計畫 

餐旅學院  Liberte 新餐廳設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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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學院  創新概念餐廳發展計畫 

觀光學院  2020 年特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南區審查及輔導產學合作委託案 

觀光學院  樂活客庄 4G 應用服務計畫:特色資源盤點與輔導 

觀光學院 恆春機場包機招商計畫總顧問案 

觀光學院 屏東觀光圈輔導計畫案 

廚藝學院 2018 年餐飲衛生管理分及評核計畫 

廚藝學院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附屬餐廳輔導改善計畫 

廚藝學院 真空烹調技術輔導諮詢 

廚藝學院 智慧零售商場資訊系統開發顧問服務 

廚藝學院  《裕賀牛�工廠》觀光工廠創新服務及品牌經營輔導計畫 

廚藝學院 《裕賀牛�工廠》觀光工廠-餐飲創新研發暨內場技術輔導 

廚藝學院 原生香料肉製品研發及專業顧問計畫 

國際學院  穆斯林景點巡禮 

產學營運總中心  《裕賀牛�工廠》觀光工廠-產業轉型暨觀光工廠評鑑輔導計畫 

產學營運總中心  2018 年西拉雅觀光溫泉區產品開發及在地業者輔導案 

 亮點實例 1：農村酒莊輔導計畫 

    本校教師自 2005 年開始透過農糧署的浥助與輔導改善設備著手釀造實驗，多年來輔 

導在地農村酒莊結合地方觀光休閒產業及文化特色，發展釀酒產業。並技術轉移多項釀 

酒技術，研發出適合臺灣本土農作物的釀造方式。以臺灣黑后紅葡萄與金香白葡萄釀造 

的兩款「紅、白埔桃酒」更是拿下許多世界級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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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點實例 2：觀光工廠-產業轉型暨觀光工廠評鑑、經營輔導計畫 

    本校跨域團隊輔導裕賀食品公司從空蕩蕩的帄地至 2019 年創立裕賀牛觀光工廠。8 

月通過經濟部觀光工廠評鑑，是一所結合教學、研究、餐旅、文創，從牛的飼養、國際 

供應鏈、到餐飲應用的教育體驗型觀光工廠，更是亞洲首座牛肉專業學校！高餐大亦協 

助裕賀牛𤛭工廠建構自牛肉產銷溯源、肉品科技管理、牛肉專業教育、肉品加工技術、 

全牛料理技術及酒食搭配品味升級，建立『裕賀星級侍肉師』庖丁解牛專業分切，引進 

高餐大畢業優秀校友作牛肉全部位現割立烹，以精準熟成技術搭配最新廚藝烹調技術， 

兼顧牛肉營養、多汁口感及廚藝美學饗宴，讓各級學校師生、產業專業人士及消費者來 

裕賀看牛肉、學牛肉、嚐牛肉，成為牛肉專家。 

 

 

 

 

 

 

 

 

 

 

 

 

 

 

 亮點實例 3：2018 年西拉雅觀光溫泉區產品開發及在地業者輔導案 

    專案目的：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轄內關子嶺溫泉區擁有豐厚的農產、泥漿溫 

泉、土窯雞、咖啡等產品，本身極具觀光優勢，為本案規劃輔導之主要範圍。本案之目 

的期藉由產、官、學的行銷規劃經驗整合運用轄內在地食材、資源，開發代表當地特色 

之產品，並增加在地商品的多樣性，使消費者選擇多元化，並輔導在地業者進行產品銷 

售與推廣，以提升轄內溫泉區之觀光發展及經濟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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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創新育成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產學營運總中心  臺東地方型 SBIR 計畫-東方藜產品研發及品牌輔導計畫 

產學營運總中心  臺灣微笑可可內埔地方創生暨國際品牌實踐計畫 

產學營運總中心  高雄原民局-桃源鄉愛玉手作體驗計畫 

產學營運總中心 
2020 年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創業育成機構活動計畫「餐旅青年創業輔

導」計畫 

產學營運總中心 2020 愛饕客商行-「軒玥食堂餐點研發暨內外場輔導計畫」 

 

 亮點實例 1：名展商業社東方藜 

    傳承的味～思念不絕，名展商業社秉持傳承一甲子的好手藝及經驗，深耕臺東在地 

農特產及其文化行之有年，了解到臺灣原住民食材紅藜的應用及營養價值，為了傳承手 

藝及品牌創新，在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輔導下成立了東方藜，以食在安心、食在地、吃當 

    令的飲食概念推廣臺東在地特色文化，推展臺東特色好物。 

  全利用臺東原住民的優質食材-臺灣紅藜，開發深具特色之廚藝美食及生活文創系 

列產品，成為臺灣特色鄉鎮國際行銷之利器，運用發酵及萃取技術，除利用紅藜米外， 

更將紅藜的外殼、葉、梗等萃取其成分，開發新產品，將東方藜之品牌更融入消費者之 

生活，以達永續環保、健康之目標，透過臺灣紅藜特色觀光休閒、有機農業、文化創意 

等重點產業合作加值鏈結發展，提供美好的旅遊生活體驗及臺灣紅藜特色商品，吸引消 

費者到臺東旅遊，購買臺灣紅藜特色商品，以推動臺東六級化特色產業發展形成在地產 

業正向循環發展的創新模式。 

 

 

 

 

 

 

 

與在地業者輔導討論實況 專業教師深入在地輔導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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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展商業社東方藜於 2016-2018 年度榮獲臺東好物殊榮 

 

 

 

 

 

 

 

 

 

 

 

 

運用發酵熟成技術開發風味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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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紅藜的外殼、葉、梗等萃取其成分開發新產品 

 

 亮點實例 2：高雄原民局-桃源鄉愛玉手作體驗計畫 

高雄桃源區林相原始豐富、氣候適宜，是愛玉與授粉小蜂的天堂樂園，搭配原鄉農 

民以自然農法栽種，並在純淨的水源、空氣中洗滌、曝曬，手作出一粒粒金黃色、帶有 

淡淡穀類香氣的愛玉籽，再浸入水中搓洗、靜置，即為Ｑ彈可口的愛玉凍，天然愛玉凍 

零熱量、富含膳食纖維、促進腸胃蠕動，是原鄉專屬的魔法果凍。 

 

 

 

 

 

 

 

 

 

 

 

 

手作山籟愛玉體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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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作山籟成果發表記者會現場 

 

 亮點實例 3： 2020 年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創業育成機構活動計畫「餐旅青年創業輔導」 

計畫 

專案目的：提供完善的創業輔導資源，新創團隊或創業者可透過本計畫所提供的創 

業諮詢服務，獲得產官學資源引介，包括創業資金、政府創業計畫申請、創業活動、創 

業知識及課程等，以及業師預約諮詢等客制化實體服務。 

此外，本中心針對有意創業或已著手創業之創業家，規劃初階創業課程及進階創業 

課程，每次 20 小時之創業課程期以透過課程的帶領，尚未創業者可於課程中透過分組活 

動找到創業的夥伴，準備創業者經由課程建立創業的策略與規劃，已創業者完成課程後 

能增進專業相關知識。 

 

 

 

 

 

 

 

創新創業初階課程 創新創業進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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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點實例 4： 2020 愛饕客商行-「軒玥食堂餐點研發暨內外場輔導計畫」 

專案目的：輔導既有的餐廳進行企業轉型，除了協助營運模式、工作規範、內外場 

服務流程的建立，亦請專業師資研發 25 道創意料理，使得餐廳成功轉型並持續營運。 

 

 

 

 

 

 

 

 

 

 

 

餐旅創新創業諮詢服務(1) 餐旅創新創業諮詢服務(2) 

 

 

 

 

 

 

 

專業師資團隊實際製餐廳考察發現問題 內場餐點教育訓練(1) 

 

 

 

 

 

 

 

內場餐點教育訓練(2) 外場服務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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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利申請、技術轉移 

 

證書字號 專利名稱 專利區域 專利類型 

M476561 多摺波浪油炸籃 國內 新型 

M476641 多摺圓桶濾油槽 國內 新型 

I456171 多功能紅外線溫度感應計時器 國內 發明 

M499771 法國麵包刀 國內 新型 

I496555 五穀鍋具烹煮方法 國內 發明 

D180624 食品包裝盒組 國內 設計 

M546759 多層次擺設餐盤結構 國內 新型 

M555792 食物切割裝置 國內 新型 

I618012 顧客導向式產品行銷暨廣告託播方法 國內 發明 

D192610 茶葉包裝盒 國內 設計 

M574460 多類調味研磨器 國內 新型 

D196672 造型糕點(3)魚 國內 設計 

D196673 造型糕點(1)雞 國內 設計 

D197016 造型糕點(2)豬 國內 設計 

M585501 香料鹽顆粒結構 國內 新型 

M586539 米食加熱裝置 國內 新型 

D202935 米食加熱器 國內 設計 

M590868 蓮霧食品結構 國內 發明 

I692316 黃豆餅乾之製作方法(2) 國內 發明 

M594586 刀具展示包裝盒 國內 新型 

M596746 食品包裝盒結構 國內 新型 

M596740 蜂蜜包裝盒結構 國內 新型 

D206269 食品展示架 國內 設計 

D207647 蛋盒 國內 設計 

M604125 麵糰造型切割器(1) 國內 新型 

I712364 豆渣布丁餡之製作方法 國內 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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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麵包刀 多摺波浪油炸籃 

 

 

 

 

 

米食加熱器 食物切割裝置 

 亮點實例 1：發明專利五穀鍋具烹煮方法榮獲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牌及羅馬尼亞大使
所頒發之最高榮譽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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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訓練委託計畫 

 

學院 計畫名稱 

餐旅學院 推動企業專案管理暨企業參與國際展會業務執行計畫 

餐旅學院 2019 高雄海味會展活動計畫 

餐旅學院 老新餐飲集團員工教育訓練委託計畫案 

餐旅學院 第一線人員培訓委託計畫案 

餐旅學院 福容大飯店員工教育訓練委託計畫案(第 4 期) 

觀光學院 2019 高雄市旅行公會國際旅展 

觀光學院 芭哥樂妹行銷企畫案 

觀光學院 南區休閒農業產業鏈加值整合行銷第 1 期計畫 

觀光學院 2018 年稀少語別旅遊輔助人員訓練(南區) 

觀光學院 2018 職能提升員工教育訓練案 

觀光學院 2019 年服務職能精進訓練 

觀光學院 觀光服務創新應用競賽活動專家規劃與行銷 

廚藝學院 2019 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晚宴活動 

廚藝學院 美食觀摩研習活動 

廚藝學院 第 1 屆 CAS 肉品廚藝競賽 

廚藝學院 第 1 屆味丹盃泡麵廚藝競賽 

廚藝學院 第 2 屆 CAS 肉品廚藝競賽-微影片徵選活動 

廚藝學院 第 15 屆龜甲萬盃國際料理比賽暨綠色廚藝小尖兵研習營 

廚藝學院 第 16 屆龜甲萬盃國際料理比賽暨綠色廚藝小尖兵研習營 

廚藝學院 
第 14 屆龜甲萬盃國際料理比賽暨綠色廚藝小尖兵研習營+食育計

畫-綠色好幫手從我開始 

廚藝學院 黑橋牌廚藝教學及競賽計畫 

廚藝學院 2020 CAS 肉品加工- Sous Vide 真空低溫烹調創新論壇 

廚藝學院 Technical Consultant for U.S.Cheese Dishes Recipes Development 

廚藝學院 主廚樂食品教學示範 

廚藝學院 全國技能競賽分區培訓 

廚藝學院 全國競賽培訓選手材料費 

廚藝學院 協助辦理 2018 港都料理王初賽/決賽 

廚藝學院 美國乳酪專家認證課程計劃之執行與回饋機制之建立與探討 

廚藝學院 美國乳酪認證課程 

廚藝學院 美國食品教育夏令營 

廚藝學院 第 45 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加強訓練計畫 

廚藝學院 第 45 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賽共同培訓選手 

廚藝學院 第 48 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共同培訓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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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計畫名稱 

廚藝學院 第 49 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共同培訓選手 

廚藝學院 舊振南漢餅推廣與教育訓練教材 

廚藝學院 2018 三能盃 烘焙新秀大賽 

廚藝學院 2018 三能啟動~品味溫馨 

廚藝學院 2019 第 1 屆 Kitchen Aid 夢想盃烘焙大賽計畫 

廚藝學院 
The Intensive Training Project for the 45th WorldSkills Competition 

Kazan 2019 世界技能競賽-麵包製作職類培訓計畫 

廚藝學院 主廚展演暨烘焙產業交流研討會 

廚藝學院 貝果麵包實務與人員培訓 

廚藝學院 高雄餐旅大學烘焙研習營 

廚藝學院 推廣小麥產學合作 

廚藝學院 清境老英格蘭莊園下午茶專題實務競賽 

廚藝學院 頂新和德將才學堂圓夢計畫 

廚藝學院 麵包及中點實務與人員培訓 

廚藝學院 麵包及米香產品實務與人員培訓 

廚藝學院 麵包開發實務與人員培訓 

廚藝學院 麵包實務與人員培訓 

廚藝學院 經濟部服務業創新研發 SIIR 優良成果發表會 

廚藝學院 委託員工代訓計畫 

廚藝學院 委託員工代訓計畫 

廚藝學院 委託員工代訓計畫(基礎肉品製作) 

廚藝學院 林園療癒活動試辦暨推廣書籍出版 

國際學院 2018 年度勞工教育日文訓練班計畫 

國際學院 JRO 日本料理銅勳檢定計畫 

國際學院 日式創作料理短期研習初級課程計畫 

國際學院 日式創作料理短期研習課程計畫 

國際學院 企業文件日文翻譯計畫 

國際學院 勞工教育日文訓練班計畫(第 1 期) 

國際學院 勞工教育日文訓練班計畫(第 2 期) 

國際學院 業務人員應用日語與飲食文化提升計畫 

國際學院 2019 Language and Cultural Study Group for Korean Students 

國際學院 
2019年高雄智慧旅遊好玩咖之APP多語功能擴增與線上多語即時

客服人員培訓之整合計畫 

國際學院 
2020 NKUHT-HYWU Collaboration Winter Camp –Taiwan 

Hospitality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Training with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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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計畫名稱 

Practical Service Program 

國際學院 TMU 2018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Study Camp 

國際學院 出版亞洲咖啡認證教材-實務操作手冊 

國際學院 亞洲咖啡認證 

國際學院 創新服務課程培訓計畫 

國際學院 臺灣咖啡莊園產學合作計畫書 

國際學院 職員英語會話班 

國際學院 牛肉創意料理競賽暨推廣計畫 

共同教育委員會 
國民小學教師合理員額計畫成效之研究：課程教學和人力管理之

觀點 

共同教育委員會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國(私)立高中(職)中心學校計畫Ⅱ 

共同教育委員會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國私立高中職中心學校(III) 

共同教育委員會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國(私)立高中(職)中心學校計畫 

共同教育委員會 教學訪問教師推動和實施成效之研究(IV) 

共同教育委員會 教學訪問教師推動和實施成效之研究 2 

共同教育委員會 教學訪問教師推動和實施成效之研究Ⅲ 

產學營運總中心 「十萬青年獎百萬」創意遊程行銷企劃案 

產學營運總中心 協辦國際巧克力大賽(ICA)-亞洲區 

產學營運總中心 國際巧克力大賽(ICA)-亞洲區賽事 

餐飲創新研發暨檢驗

服務中心 
花果野食 鴞遙遊在地食材創意料理體驗開發競賽計畫 

餐飲創新研發暨檢驗

服務中心 

湖光山色養生趣創意料理暨伴手業者農業體驗點研發競賽暨行銷

活動計畫 

 

 亮點實例 1：經濟部服務業創新研發 SIIR 優良成果發表會 

   【高餐大攜手經濟部商業司-疫後重開機、共創新企機】 

    2020 年因為疫情的衝擊，餐旅產業首當其衝，但也因為疫外的創意發想，令疫

後生活商機無限。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與經濟部商業司「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

在高餐大綠色校園內，以「創新･創生活&餐飲療癒力」為雙主題，共同合辦「產學

應用成果發表、在地永續綠色食育成果發表暨國際餐旅創新研發產學應用研討會」。

現場產官學諸多互動交流體驗，該研討會更有來自全國大專校院 36 所師生共 63 篇

論文發表。今年主題著重於技術類及應用論文的「餐旅組」外，新增「療癒餐飲類論

文」並獲廣大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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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點實例 2：客製化員工訓練 

  

肉豬屠體分切與部位肉認識 肉品加工食物原料處理配料醃製 

 

 

 

 

 

 

 

 

臺灣特色料理開發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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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點實例 3：辦理各項競賽活動 

    本校協助臺灣品牌辦理競賽，一方面以推廣在地食材和臺灣美食文化的發揚，利

用廠商之產品，進行創意料理研發與應用。 

  

龜甲萬盃料理比賽學生組決賽 

  

2019 乾杯牛肉創意料理競賽 

以「牛肉創意料理」為主題，用實力與創

意展現牛肉創意料理 

CAS 肉品廚藝競賽 

增進對 CAS 優良肉品的認識，並塑造產品 

品質優良之印象。協助推動健康安全料理之理 

念，落實企業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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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嶼鄉微電影競賽活動 

2020年 11月 10日金門農工餐飲管理科全體師生參加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觀光學院觀光研

究所、休閒暨遊憩管理系辦理之「烈嶼鄉微電影競賽活動」，結合高雄餐旅大學休閒暨遊

憩管理系規劃出烈嶼鄉一日遊活動，期藉由競賽過程增進學生在地體驗及對烈嶼鄉之認

識。 

本次微電影競賽，是以「烈嶼鄉半日遊及一道在地美食」作為主題，因此，金門 

農工餐飲管理科老師藉由遊程設計的方式，引導學生自行籌劃行程，並以微電影的方式

來介紹烈嶼鄉，希望學生能產出屬於烈嶼鄉的觀光旅遊微電影。 

 

 亮點實例 4：食育教育 港都千人惜食饗宴 攜手暖心扶弱（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系

列） 

2020 年的開春迄今，全球飽受疫情摧殘，在這突如其來的衝擊下，環境、惜食等議

題引發大眾的反思，積極推動「惜食」，高餐大廚藝學院與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

總會攜手合作，舉辦「寒冬聯合送暖、千人議起惜食」活動。 

將賣相不佳之蔬果、即期食材等續食轉換為盛食，並邀請弱勢家庭及參與社團一起享

用，藉此倡議惜食觀念，更使其感受寒冬歲末的溫暖。 

本校近年積極推動惜食及續食的弱勢家庭服務，設資源流通管道，讓食物發揮原有價值

來照顧弱勢，期達成「照顧弱勢家庭」、「社區資源整合」、「食物不浪費」的目標， 也期望

能號召更多企業參與社會公益，公私攜手帶給弱勢家庭更多關懷及支持，也帶動更多企業及

社會大眾一起響應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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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點實例 5："傳"到橋頭自然"職"（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系列） 

"傳"到橋頭自然"職"（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系列） 

    因應高雄市一區一特色政策，積極推動交通建設、景觀營造、土地利用、產業發

展等特色工程，並且土地受後勁溪及典寶溪灌溉而農業發達。然而，橋頭區缺乏高附

加價值產業活動，藉以優化區域經濟。因此，盤點區政規劃及結合本校餐旅觀光特色，

以濃(酪農)、醇(蜂蜜)、香(花卉)為主軸，發展亮點產業，進而提升整體觀光規劃及產

業發展。計畫目的為協助區域經濟發展，發展高附加價值之農業觀光、農產加工、有

機輔導，推 動社區人文關懷活動。 

  

 

 

 

 

 

 

 亮點實例 6：剩〃拾〃盛食 共創您我在地的好鄰(零)食(拾) 

    結合學校現有的資源與師生能量及社區產業，共同推動與實踐對社區極具有意義

與價值的在地弱勢團體(如:弱勢家庭、獨居老人、單親媽媽、更生人、甚至是社會邊

緣人) 的供餐關懷活動並邀請當地企業共同加入，以達到剩食產業鏈結(結合餐飲業、

售業等) 及減少剩食的永續環境等 3 項議題。 

 

 亮點實例 7：臺灣微笑可可內埔地方創生暨國際品牌實踐計畫 

    本校以「臺灣微笑可可內埔地方創生暨國際品牌實踐計畫」獲得教育部大學推動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肯定，核定兩年的經費。透過本計畫除了「成立臺灣微笑可可聯盟， 

串聯生產、設計、行銷等跨領域資源，以國際規格和世界競賽打造可可區域品牌，提升臺

灣可可在國際的競爭力」的計畫精神，也榮獲第 1 屆《遠見雜誌》USR 大學社會責任「產

業共創組」楷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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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點實例 8：臺灣風土在地酒文化復育、教育及推廣發展實踐計畫 

教育部推動第 2 期（2020-2022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獲核定大學特色類萌芽

型「臺灣風土在地酒文化復育、教育及推廣發展實踐計畫」1 案預計 3 年期間透過不同的

臺灣在地食材，復育地酒文化。 

本校與高雄、花蓮農業改良場共同合作，於現有栽培品種中，篩選可能符合部分酒造

好適米特性的品種，帶領師生與農友共同培育及復育，找回消失的臺灣酒造好適米。 

未來 1 年在人才培育方面，持續推廣葡萄酒與烈酒學分學程，使其餐飲服務的專業加

分。同時，栽培適合釀造好酒的葡萄及番薯品種，運用傳統與現代釀造科技，創新釀 酒

研發，彈性的教育實驗場域來投入協助在地產業發展，有效活化運營模式及校園資源， 成

為觀光餐旅創新創業趨勢的最佳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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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LINE 諮詢單一窗口專線 

    倘若海內方家，四方賢達欲更進一步瞭解，抑或與本校洽商合作事宜，歡迎

逕洽以下人員詢問：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地址：812301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ㄧ號 

電話：+886-7-8060505 

email：hsiehbenson@mail.nkuht.edu.tw  

 

海外僑臺商單一服務窗口：謝金龍組長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僑臺商服務專區 LINE 諮詢專線： 

 

職稱 姓名 校內分機 電子郵件 

研發長 陳秀玉 16000 joyce@mail.nkuht.edu.tw 

產學營運總中心主任 廖漢雄 18000 alex@mail.nkuht.edu.tw 

產官學研服務組組長 謝金龍 16100 hsiehbenson@mail.nkuht.edu.tw 

行政助理 黃詩媛 16101 adahuang@mail.nkuht.edu.tw 

行政助理 吳滋瑩 16102 tzuying@mail.nkuht.edu.tw 

mailto:hsiehbenson@mail.nkuh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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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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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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7-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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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a.taiwan-world.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