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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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所大學國際產學聯盟

共同研商「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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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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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所

大學國際產學聯盟產學合作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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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創立於西元 1924 年，為臺灣歷史悠久的農業標竿

大學。近百年來，在厚實的熱帶農業基礎下，朝著生產、生活、生態「三

生」永續發展，至近年以「科技農業」、「生態產業」、「白金社會」、「藍色

經濟」四大主軸為根基，結合 7大學院共同推展跨領域教學與研究，對應

「五加二」創新產業的「新農業」、「綠能科技」、「智慧機械」、「農業生技

醫療」及「循環經濟」等指標，各項成就深獲社會肯定。 

屏科大辦學績效有目共睹，在遠見雜誌「2020 最佳大學」針對全國

161所公私立大學院校評比中名列第 19名、技職類排名第 5名，並在「社

會影響力」項目名列第 4 名，而本校校務基金收入總額排名全國大學第

17 名，各類排名皆展現本校堅強實力。此外，在世界永續方面亦不落人

後，在 2019世界綠色大學 780所大學評比中排名第 37名，已連續 7年蟬

聯全國第 1名，期以環境永續發展的理念打造「綠色大學、永續校園」。 

長久以來，本校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並長期輔導屏東在

地企業，包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大屏東工業區、屏東

加工出口區等，進行產學研發與人才培育。近期亦與東元電機集團、安心

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摩斯漢堡)、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六和機械股

份有限公司等廠商簽訂產學合作，共同創造屏科大成為人才培育基地，建

構畢業即就業、學校與職場「零時差」接軌的橋梁。 

    屏科大為南臺灣國際產學聯盟科研成果產業化平臺團隊一員，相信以

本校多年的產學合作輔導經驗及國際產學聯盟團隊所累積的能量，未來必

能發揮產學合作效益，為僑臺商企業創造更多商機與價值。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校長                謹誌 

                           
2021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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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集臺灣各所大學校院國際產學聯盟共同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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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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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海外僑臺商朋友下載運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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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介紹 

(一)學校特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簡稱屏科大)為南部農業標竿大學，日前本校被

2020世界綠色大學評比為世界排名第 31名，全亞洲第 4名，臺灣上榜 19

所學校中排名第一，本校秉持著環境永續發展的理念打造出「綠色大學、

永續校園」。 

    屏科大持續鏈結在地產業，推動產、官、學、研合作，結合農學院、

工學院、管理學院、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達人學院

等 7 大學院、450 餘位校內教師爭取各項政府補助計畫，持續累積研發能

量，將專業能量導入在地企業。 

    屏科大設立「產學合作中心、創新育成中心」，承接科技部大屏東工

業區及屏加工園區輔導計畫，持續輔導企業產品研發或環境安全等技術、

辦理專班、企業參訪、學生實習、企業座談會等活動。亦與東元電機集團

安心食品服務有限公司(摩斯漢堡)、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六和機械股

份有限公司等廠商，結合業師及校內老師的專業能量，共同在屏科大人才

培育基地，培育出優秀的學生進入職場服務，打造畢業即就業的典範大

學。 

    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於 109 年 8 月 25 日邀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與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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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科大已成立研究發展處「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專區產學合作服務窗

口，並設立 LINE諮詢專線為僑臺商解決問題。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Images/249/74/0/STYLE/WM_2020082610204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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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產學案例 

研究 

名稱 
個人快速軌道運輸系統開發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車輛工程系 陳勇全 教授 

車輛工程系 陳立文 教授 

生物機電工程系 苗志銘 教授 

材料工程研究所 盧威華 教授 

材料工程研究所 曾光宏 教授 

車輛工程系 黃馨慧 副教授 

車輛工程系 張明彥 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為了建立軌道車輛關鍵設計研發之能量，並開發個人快速運輸系統(PRT)，
建立軌道車輛各子系統之研發能量培養軌道車輛專業人才，減少對國外的依
賴，進一步使相關技術落實生根國內。 

本研究主要是配合前瞻基礎建設，建立自主化轉向架設計開發之關建技術。
另外，與影像辨識技術、圖形處理器(GPU)高速運算模組、毫米波雷達及環
景系統(感知器模組)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整合，達到無人駕駛之目的。 

二、研發成果： 

 

個人快速軌道運輸系統各子系統設計，包
括轉向架側框架、動力系統、煞車系統、
懸吊系統。動力系統有馬達、傳動軸、變
速箱、軸承箱、控制器、電池。懸吊系統
有一次懸吊及二次懸吊。 

 

煞車系統組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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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木鱉果假種皮萃取物之功能性研究與產品開發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生物科技系 鄭雪玲 教授；計畫主持人 

生物科技系 施玟玲 教授 

生物科技系 張誌益 教授 

生物科技系 徐志宏 副教授 

生物科技系 陳又嘉 教授 

食品科學系 陳與國 副教授 

生物科技系 徐睿良 教授 

研究總中心 蘇郁涵 講師級研究員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機能性食品產業: 眼睛保護、減緩乾眼症、 

美妝保養品: 皮膚保溼、抗老化 

農業: 促進新的農產品(木鱉果)之附加價值 

農業廢棄物處理，環境永續經營：廢棄物之發酵再利用 

二、研發成果： 

1. 木鱉果油美膚效果分析:乳液、精華液、 

  化妝水開發完成；研究顯示木鱉果油有 

  促進傷口癒合能力。 

2. 木鱉果油抗癌活性:完成動物實驗，證實 

  可降低腫瘤生成。 

3. 木鱉果油改善認知能力:完成動物實 

  驗，證實木鱉果油可改善認知能力。 

4. 木鱉果油調節血脂、保護胃黏膜: 動物 

  實驗及細胞實驗完成。 

5. 可降低脂肪累積，且保護胃黏膜。 

6. 木鱉子蛋白質水解胜肽降血壓 

7. 成效分析: 找到可降血壓之胜肽，發表 1 

  篇 SCI論文，並做成膠囊。 

與芙麗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開發木鱉果保養品，含乳
液、化妝水、精華液 
 

木鱉子胜肽膠囊 

 

木鱉果油降低腫瘤大小之動物實

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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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已開發國家水稻智慧化生產－發芽米之開發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農園生產系 林汶鑫 副教授 

研究總中心 王裕民 特聘教授 

生物科技系 施玟玲 教授 

生物機電工程系 李柏旻 副教授兼系主任 

生物科技系 周映孜 副教授 

農園生產系 林素汝 副教授 

行政院農委會高雄區農業

改良場 
吳志文 研究員兼副場長 

行政院農委會高雄區農業

改良場作物改良課農藝作

物研究室 

胡智傑 助理研究員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本研究以友善土地的益生菌水稻強化系統(System of Probiotic and Rice 

Intensification, SPRI)栽培方式進行水稻栽培，在 SRI 原則下，添加有益微
生物的施用，創造灌溉方法、水稻栽培與生物科技的跨領域合作，調節水
分的利用效率，減少資材的支出，並提高水稻的收穫；進一步以高雄 147

香米之發芽玄米為主軸，開發多元化發芽玄米產品，使玄米能多元開發、
多元加值。 

二、研發成果： 

 本計畫衍生之相關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 

新豐碾米工廠於 2019年度技轉本計畫衍生的技術-高雄 147之 SPRI生產技

術與發芽米製程，並於本年度施行高雄 147 之 SPRI 生產。以此法生產之白

米，獲得 2020 年臺灣稻米達人競賽鄉鎮賽第一名，進一步參加 2020 年臺

灣稻米達人冠軍賽選拔活動，入圍臺灣好米組全國前十名，更顯見產學合

作可成功提升農民之栽培技術與農作物品質。 

1. SPRI農法之乾溼交替給水方式，可促

使水稻根系生長延深，植株強健、減緩

倒伏問題 

 

2. SPRI農法添加益生菌，可降低植株

罹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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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芽玄米為主軸之水稻多元化利用 

 

4.設置高頻率觀測之資訊化環境監測模

組，結合田間伺服與手機端應用程式，以

智慧化科技進行水稻 SPRI節水灌溉及栽

培管理 

 

 專利名稱 申請案號 發明人 

發芽糙米材料、強化糙米發芽

系統及其方法 
109109489 

王裕民、周映孜、林素汝、

林汶鑫 

Yu-Min Wang, Ying-Tzy Jou, 

Su-Ju Lin, Wen-Shin Lin 

利用熱量單位累積估計算水

稻生育基礎溫度之方法及其

管理系統 

109114943 
林汶鑫、林冠慧、林素汝、

王裕民、周映孜 

利用熱量單位累積建立生育

期栽培歷程之高雄 147 號水

稻栽培管理系統及其方法 

109116086 
林汶鑫、林冠慧、林素汝、

王裕民、周映孜 
 

NBIoT 物聯網感測器系統示意圖 

 

開發創新教學實習展示用之發芽米智慧生

產模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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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羊膜幹細胞對熱帶牛隻熱緊迫所導致之繁殖障礙治療策略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彭劭于 助理教授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沈朋志 教授 

森林系 吳羽婷 助理教授 

科技管理研究所 林聖淇 助理教授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楊國泰 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本計劃欲建立牛隻羊膜幹細胞治療繁殖障礙之技術與若能證實其果效，此
將對我國及同屬熱帶或亞熱帶地區酪農業所面臨熱緊迫所導致卵巢之濾泡
囊腫之治療應用貢獻甚鉅，且能增加酪農業之生產效益，並提升我國在乳
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並解決過去以荷爾蒙治療產生乳中殘留荷爾蒙之食
安疑慮。 

二、研發成果： 

1.示範配子操作相關技術 

 

2.示範卵子收集相關技術 

 

3.與學生做研究討論與相互回饋 

 
4.示範拉玻璃針實驗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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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智慧灌溉應用於香莢蘭之栽培與生產及其成分分析與產品研發之研究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農園生產系 賴宏亮 教授 

農園生產系 林資哲 助理教授 

農園生產系 林儒緯 助理教授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鄭春發 副教授 

生物機電工程系 苗志銘 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本計畫利用智慧灌溉設施進行香莢蘭栽培方式的探討，進行香莢蘭果莢的
採後加工處理技術之研發，生產品質優良之香莢蘭果莢。利用 HPLC 及
GC-MS 進行成分分析技術之開發，達到品質管理之目的。將與屏東地區生
產的可可結合，開發香莢蘭巧克力相關產品。 

二、研發成果： 

1. 2019年技術轉移 1件。 
2. 2019 年團隊與企業產學合作計畫共 10
件。/109 年共 5件。 

3. 2019 年學生參與產學合作計畫共 30 位。
/2020年共 33位 

4. 每位參與教師輔導工業區、產業園區及公
會廠商共 8 件。 

5. 從相關研發中衍生極具操作應用性之技
術 

2018年 10 月 22 日鹿兒島大學連合農學研究
科淺見祐彌博士生於南投埔里進行香莢蘭栽培
管理之交流。 
 

 

 

2018年 11 月 17 日跨領域團隊於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進行高教深耕跨領域團隊成果發表。 
 

2018年 11月 17日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圖書館
辦理校慶展覽-『E-life 智慧生活』，參與人數約
10 人 

 

2019年 12月 05日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第二會議
室辦理農園系與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策

略聯盟換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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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國際學院空中農園推廣計畫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車輛工程系 梁茲程 教授 

資訊管理系 蔡玉娟 教授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陳金諾 助理教授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卡雷納 助理教授 

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朱永麟 專案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全球暖化及氣候異常變遷，加上全世界人口又過半集中於都市，都市熱島效
應極為嚴重。世界各國無不積極推動都市環境中的各種節能降溫環保措施。
由於都市用地日漸不足限制綠地發展。「屋頂綠化」已成為都市人接觸綠地的
管道之一。臺灣位於亞熱帶，都市內的綠化量不足，都市地區因為地面封層
及水泥化建築加上熱氣排放，導致熱島效應。屋頂綠化可以調節都市氣候，
減緩或消除都市熱島效應，有效提高「生活舒適度」與「節能減碳」面對全
球劇烈的氣候異常，將屋頂變成農業生產農場與綠化基地，可以成為永續城
市的基礎，同時可提升生活品質與提供輔助療瘉復健功效。 

二、研發成果： 

透過高效發酵過程所形成的液態與固態

肥料 

 

空中農園照明系統可藉由資訊平臺遠端

開啟或關閉 

 

蜂群進出蜂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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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海藻抗發炎活性物質萃取及其機能性應用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水產養殖系 吳宗孟 助理教授 

水產養殖系 朱建宏 助理教授 

水產養殖系 葉信平 教授 

食品科學系 邱秋霞 教授 

水產養殖系 吳育昇 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本計畫執行擬定對於農業副產品跨域加值服務，針對大型藻類，開發具
未來發展性之天然物萃取技術建立及天然物功能性鑑定策略。透過海洋
生物技術與水產生物技術課程，將研究技術與學習課程結合，透過實務
學習，讓學生更清楚瞭解生物技術的應用性與策略開發。 

二、研發成果： 

1.產學合作案 3件 
(財團法人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109 年度斑
龜產業調查暨輔導工作) 
(鰻村企業--鰻村企業室外養殖場產能提升計
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副產物於臺灣鯛複
方免疫調節劑之開發與應用) 
2.技術移轉案 1件 
(TTN-109-013 --一種具保護臺灣鯛抵抗熱緊
迫壓力之海木耳多醣) 
3.完成 1份國外專書章節攥寫發表。 

(Functional Biomaterials Modulate Macrophage 

in the Tumour Micro-environment. July 2020，

DOI: 10.5772/intechopen.92429，Intechopen，

UK) 

 

109 年 03 月 07 日學生於水產養
殖系 AQ104 進行海洋生物技術課
程內容--藻類天然物萃取 

 

完成海木耳多醣之農業加值型應用性技
術移轉案 
 

 

針對 3年來本計畫執行之成果，彙
整成專書章節，收錄於 Intechopen
出版社出版之Macrophages (ISBN: 
978-1-78923-888-4)一書中，預期未
來可做為生物技術課程教科書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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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名

稱 
赤眼卵蜂與共生菌 Wolbachia的適應試驗應用於強化害蟲生物防治效率 

研究團

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植物醫學系 吳立心 
助理教授級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 

植物醫學系 林宜賢 副教授 

農園生產系 梁佑慎 副教授 

植物醫學系 楊永裕 助理教授 
 

研究成

果 

一、目的： 

赤眼卵蜂為全球最重要卵寄生蜂天敵，針對臺灣地區對耐熱品系與刺激
適應能力的小蜂仍有極大的需求，藉由本計畫強調赤眼卵蜂能夠為永續
農業所帶來的效益。計畫執行期間，藉由團隊與澳洲及臺灣合作小蜂之
生物學研究、模擬赤眼卵蜂與寄主螟蛾評估其防治效率的篩選技術。透
過技術發展、帶入國際合作等方式，讓實驗室的專題生親自加入以構思、
討論、發表的實踐歷程持續篩選能夠適應極端氣候的赤眼卵蜂品系，並
持續優化整體程序與技術，期能為本研究團隊推動小蜂生物防治產業，
提供有產業、應用價值之研發能量。 

二、研發成果： 

2018 年 9月 6日、12月 1日研究團隊成果發表於國際研討會與國際蟲害管理

期刊。 
 

本試驗團隊透過讓每個專題生實地參與的方式，熟悉 R 程式語言以及物種分

布模型的操作，並且發展出 10個可以獨立運作、互相支援的專題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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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植物的益生菌篩選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生物科技系 張珮君 助理教授 

生物科技系 張誌益 特聘教授 

生物科技系 Satria Prima 碩士學生 

生物科技系 Jaliaman Sipayung 碩士學生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植物益生菌是能與寄主植物根系相結合，並刺激寄主植物生長的土壤細
菌。在這個植物與微生物交互作用的體系中，植物根系的分泌物提供了植
物益生菌的營養而根系本身為細菌生存所需的定位點。植物益生菌這幾年
廣泛的推廣與使用。使用植物益生菌可增進植物生長勢，並間接降低肥料

與農藥使用需求，提供有機農業生產一種天然永續的栽植方法。 

二、研發成果： 

大江生醫進行參訪見習 

 

學生進行實驗教學 

篩選出之植物益生菌 

 

低氮源培養液培養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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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農用自動履帶噴藥車開發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車輛工程系 陳勇全 教授 

車輛工程系 陳立文 教授 

生物機電工程系 苗志銘 教授 

材料工程研究所 盧威華 教授 

材料工程研究所 曾光宏 教授 

車輛工程系 黃馨慧 副教授 

車輛工程系 張明彥 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為了建立電動履帶車設計關鍵技術與各子系統之研發能

量。本車主要是由履帶車結構系統、動力系統、噴藥系統及控制系統所構成，
具自動無人駕駛功能。本研究將培養無人農用電動履帶車輛專業設計研發人
才，減少對國外的依賴，進一步使相關技術落實生根國內。 

透過影像辨識技術、GPS RTK載具定位及慣性測量單元(IMU)等感知器融合技
術，可回饋履帶車偏移角度，依據此資訊修正馬達轉速、改變行駛方向，達到
準確路徑規劃行駛與無人駕駛之目的。履帶車寬可以調整，以配合不同作物需
要的畦面與畦溝。另外，本電動履帶車之噴藥系統具變量控制功能，增加農藥
的有效性並藉此減少噴灑藥劑對人體的傷害與環境的污染。 

二、研發成果： 

1. 技轉金 150 萬元。 
2. 與企業產學合作計畫金額達 1042.1萬元。 
3. 學生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37 位。 
4. 參與教師輔導工業區、產業園區及公協會廠 
商共 13件。 

5. 2019年 11 月 6 日，由 校長召開記者會， 
介紹本團隊所研發之「遙控噴藥履帶車」。 

6. 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出 1 件與本計畫相 
關之專利申請案，需經技轉中心審核通過。 

7. 參與 2 場國際研討會或國際論壇進行技術 
交流。 

8.開設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課程，7 門課程有
業師協同教學。 

農用自動履帶噴藥車，是由車架結
構系統、動力系統、噴藥系統及控
制系統所構成，具自動無人駕駛功

能。 
 

此圖履帶車噴藥車 

在田間實際功能測試及操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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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動物用診斷試劑研發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柯冠銘 副教授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鄭力廷 副教授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鍾曜吉 副教授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王祥宇 助理教授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李嘉偉 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本研究為開發動物用診斷試劑，動物用診斷試劑主要為病源的檢測、疫苗效力
評估檢測、以及免疫動物與自然感染動物之鑑別診斷，檢驗試劑產品以診斷監

測為主，主要用於及早診斷發現受感染或以發病之動物，進行妥善的隔離或治
療，並且能快速地針對重大疫情進行監測，避免疫情爆發造成國內重大的經濟
損失，實行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對於重要疾病或新興疾病，診斷試劑是畜牧
產業重要的工具，對於政府在防控新興疾病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是本研究
開發產業需求的雞用、豬用及牛用診斷試劑，極具應用價值。 

雞傳染性支氣管炎(avian infectious bronchitis)、牛流行熱(bovine ephemeral fever)

及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是本研究第一階段所要開發的診斷試劑，透過肉
類需求及相對應的畜養數量增加、針對動物新興疾病與人畜共通疾病將更受到
重視，使得診斷試劑的市場需求增加，帶來更大的產值。 

二、研發成果： 

1.禽用核酸佐劑前期技轉 -材料移轉 

60,000元。 

2.團隊與企業產學合作計畫包括鱸鰻皮
水溶性膠原蛋白萃取物之精緻純化製程

開發計畫計畫、豬流行性下痢疫苗之研
發、鴿子疾病診斷中心、豬瘟次單位疫苗
種毒蛋白量產提升等共 95萬。 

108年 5月 28日於屏東科技大學辦理動
物用疫苗技術國際論壇 ，參與人數約
50 人。 

2019年 5月 21日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碩一學生於  獸醫二館進行動物試驗檢驗分析業

師實作教學課程。 將單株抗體製備相關技術帶入動物試驗檢驗分析課程中，使學生於

課程中能學到較完整之產業開發知識。 

2019年 3 月 12 日於獸醫二館辦理『動物試驗檢驗分析』業師實作教學課程，參與人

數約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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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智慧養蜂及蜂蜜分析與產品開發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車輛工程系 梁茲程 教授 

資訊管理管系 蔡玉娟 教授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陳金諾 助理教授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卡雷納 助理教授 

食品科學系 朱永麟 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我校以熱帶農業的研究基礎，結合本校學院系所特色，聚焦校務發展四大主軸：
「科技農業」、「生態產業」、「白金社會」、「藍色經濟」。發展都市養蜂技術無疑
充分體現了我校四大主軸中前兩個的核心價值。就「科技農業」而言，依據傳統

的養蜂技巧結合新科技研發網絡監控系統可促使「養蜂智慧化」。此監控系統已
開始可提供本研究團隊收集與蜂群生活習慣相關的物理參數，藉以掌握更多資
訊，建置較完整的資料庫並建立相對的數學模型。透過本計畫的農園養蜂示範
區，我們可以發掘居家養蜂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再藉由研究團隊的經驗來克服問
題。若居家養蜂得以廣泛推廣，蜂群必定對生態有所好處。蜂蜜是糖的主要來源，
同時又可以用於食物的保存，因此很早以前就被人們使用。研究發現蜂蜜中含有 

180 多種不同的物質，其主要成分是糖類。此外蜂蜜中含有多種氨基酸、維生素、
礦物質、酵素、芳香物質、色素、激素、酵素和生物活性物質等，營養十分豐富。 

二、研發成果： 

1.本團隊以卡雷納老師採集到的蜂蜜作為主要原
料開發蜂蜜之相關食品，以開拓對應蜜蜂產品的
應用市場。 
2.本團隊結合物聯網與蜂箱，發展智慧蜂箱之相
關技術。 
3.本團隊先針對實際的蜂箱，理解其內部構造並
測量其主要尺寸。之後使用 SolidWorks 軟體繪製
蜂箱的 3D模型，再匯入 GAMBIT 進行網格布置
與基本邊界條件設定。完成後，再匯入 FLUENT
進行模型設定與模擬元算。模擬成果之結果可以
顯示蜂箱氣流之動向，蜂群溫度分佈等訊息。 

蜂蜜與蜂蜜優酪乳 

 

智慧蜂箱資料擷取照片 

 

團隊研究人員在校外荔枝園採收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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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海木耳多醣誘導 RAW264.7 巨噬細胞極化性之研究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水產養殖系 吳宗孟 助理教授 

水產養殖系 朱建宏 校務基金進用人員 

水產養殖系 葉信平 教授 

食品科學系 邱秋霞 教授 

水產養殖系 吳育昇 校務基金進用人員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海藻多醣及熱水萃取物已知可做為免疫刺激物，其多醣結構在生物體抗氧
化活性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高分子的粗多醣分子較難通過細胞膜進入
細胞內，已知可與生物體內的多醣結合蛋白形成複合體，進而調節生理機
能。動物體實驗上顯示藻類多醣有較強的抗氧化活性。過去，已有學者研
究海木耳多醣之功效，前人研究指出，海木耳多醣抗腫瘤作用，結果顯示
海木耳水萃物之分子量約為 50 kDa，其多醣主要成分為半乳糖、葡萄糖、
木醣及甘露醣，並具有抗腫瘤及提高免疫力之效用；並有研究以海木耳硫
酸多醣進行抗癌研究，結果顯示其具有抗腫瘤之活性。本計畫擬定開發具
實用性天然抗發炎物質，了解其對抗發炎細胞激素表現變化，開發具抗發
炎性凝膠物質，以期未來發展為成熟保健、保養物質。 

二、研發成果： 

1.於 2019 年 11 月 29 日進行技術移轉，技轉金 10

萬元。 

2.財團法人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天空魚股份有限公
司、水圖騰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產學合作，產學合作
經費總計 55 萬元。 

4.教師參與屏東農科園區進駐廠商(天空魚股份有限
公司、水圖騰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計畫達 2件。 

5.完成水生生物試驗溫室建置，並通過校內動物照護
使用委員會認可之從事科學應用的動物設施地點。 

6.配合發行研發專刊 吳宗孟、朱建宏、葉信平、邱
秋霞、吳育昇。海木耳多醣誘導 RAW264.7 巨噬細
胞極化性之研究。共計 1篇。 

7.期刊論文發表: Wu, T., Nan, F., Chen, K. and Wu. Y. 

Sarcodia suieae acetyl-xylogalactan regulate RAW 

264.7 macrophage NF-kappa B activation and IL-1 

beta cytokine production in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SciRep9,19627(2019)doi:10.1038/s41598-019-56246-9 

(SCI, IF: 4.011) 

8.專書章節發表:Tsung-Meng Wu, Shiu-Nan Chen and 

Yu-Sheng Wu. Mucosal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role 

in the immune-modulation. Cells of the 

ImmuneSystem.(ISBN:978-1-78984-084-1).London ；
UK: IntechOpen. 

未經海木耳多醣處理之 RAW264.7巨
噬細胞，呈現未活化狀態。 
 

經海木耳多醣處理之 RAW264.7巨噬
細胞，呈現極化活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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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具即時監測警示功能之光纖式氮肥感測器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研究總中心 陳建興 助理研究員 

生物機電工程系 吳瑋特 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應用產業：居家、農漁業 

可提供居家、農漁業檢測水中成份 

二、研發成果： 

1. 學生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1位。 

2. 從相關研發中衍生極具操作應用性之

技術報告，配合研發處發行研發中英文專

刊各 1篇。 

3. 獲獎事蹟、參與活動或研討會、發表論

文等，共 3件。 

 

以光纖加工製作光纖感測元件，並建置光

纖式感測系統，研發光纖式氮肥感測器。

因此本研究也將吸收光譜檢測系統微型

化，改以 LED及光偵測器(PD)研發光纖式

氮肥感測系統，量測的數值可提供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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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苦茶粕皂素之萃取及其生物活性研究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研究總中心 賴以祥 助理研究員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苦茶粕富含蛋白質、脂質、醣類、粗纖維、皂素、黃酮及灰分等多種物質，其皂素含
量約佔 5~14%，可進一步提取而加以應用，目前已知茶皂素具有去污、發泡、乳化、
分散等特性，並且具有緩解疼痛及止咳化痰等方面的藥理功能，廣泛應用於農業、化
工、醫藥、水產、建築及化妝品等行業。因此，茶皂素可作為表面活性劑、乳液、洗
滌劑、農藥和發泡劑使用。例如在農業應用方面，茶皂素是天然的有機農藥，主要是
施用苦茶粕或其浸出液等相關產物，將苦茶粕施灑於水田中以防治福壽螺的危害。苦
茶粕一般提取茶皂素的方法主要為水浸漬萃取法，研究指出苦茶粕經由水靜置浸泡後

即可萃取分離出茶皂素溶液。且苦茶粕溶於水經震盪後能產生持久性泡沫，起泡力不
受水質硬度之影響。為了有效利用油茶種子經榨油後所剩餘的殘渣，並減少環境污
染，本計畫將建立苦茶粕之茶皂素最佳萃取條件及技術，可提供製油廠商進一步將茶
皂素從苦茶粕中萃取出來。為了評估茶皂素是否具良好生物活性，本計畫亦同步進行
茶皂素各項活性分析，包含抗菌活性及抗炎症活性評估，使苦茶油製程之廢棄物獲得
加值。高血壓，預防糖尿病，利尿和安定神經作用 。因此本計畫將以混和菌種進行
添加素肉鬆的產品研發，期能生產富予增益國人的健康的益生菌製品。 

二、研發成果： 

本計畫成功建立苦茶粕皂素之最佳萃取條件及技
術，可提供製油廠商進一步利用萃取、加工等技術，
開發出不同有機資材、清潔用品及保健產品等。在生
物活性研究方面，實驗證明苦茶粕皂素對金黃色葡萄
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綠膿桿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豬霍亂沙氏桿菌
(Salmonella choleraesuis)以及分離自豬隻的腸毒性大
腸桿菌(Enterotoxigenic Escherichia coli)具有優越之
抗菌活性。另外小鼠實驗亦證明皂素具抗炎症活性，
可抑制小鼠耳殼塗抹 TPA後所誘發之發炎反應，其
抑制效果比已知抗發炎藥物 Indomethacin (0.5 
mg/ear) 佳。未來可有效利用其機能性成分，開發作
為醫藥或保健食品之可行性，使苦茶油製程之廢棄物
獲得加值。 

於齧齒類動物房進行抗發炎動
物試驗，將苦茶粕皂素塗抹於
小鼠耳殼，評估是否可抑制小
鼠耳殼腫脹。 

 

 

於齧齒類動物房進行抗發炎動物試驗，以厚薄計測量
小鼠耳殼厚度，評估苦茶粕皂素抗發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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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應用高壓殺菌技術研發新式巧克力與其食安檢測 

研究

團隊 

單位(系/所) 姓名 職稱 

食品科學系 楊季清 教授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陳志銘 副教授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楊國泰 助理教授 

食品科學系 林啟弘 技士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本校設有食品 GMP 巧克力模擬生產工廠，主要生產傳統巧克力產品，由於屏
東地區也逐漸種植可可樹，所以採用屏東地區生產的可可原料格外珍貴。新鮮
香蕉因為含菌量高，且容易褐變，不易作為食品原料，本計畫擬採用高壓殺菌
技術與酵素水解技術研發香蕉巧克力與牛肉巧克力。香蕉巧克力的原料來自於
香蕉與屏東可可粉具有高纖營養素是一種有益健康的巧克力。 

二、研發成果： 

1.研究團隊績效：108年達成民營機構委託
研究 5件；民營機構技術轉移研究一件，總
金額達 925,000 元。 

2.完成產品香蕉巧克力食安檢驗結果，梅納
汀(mailanoid)含量值提高 0.25以上(波長
420nm)。 

3.酸價值：符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規定，酸價低於 2.0 mg KOH/gram。 

4.高壓殺菌條件及總生菌數分析，以不同超
高壓(3000~5000 大氣壓進行滅菌)其 8種總
生菌數殘留均低於 1000 CFU/g，符合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定。 

參加 2019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香蕉巧克力製作研發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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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可生物分解疫苗佐劑（植物油＋TLR 刺激物佐劑）研發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動物疫苗研究所 鄭力廷 副教授 

食品科學系 余旭勝 副教授 

動物疫苗研究所 柯冠銘 副教授 

動物疫苗研究所 王祥宇 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目前市場中的動物用油質疫苗，多使用礦物油(mineral oil)作為主要的原料，其
主要的原因即符合上述需求中的性質穩定與成本低廉，但是礦物油作為基底油
所生產的動物疫苗卻可能因為在動物肌肉中造成長期殘留問題，而使得屠體賣
像不佳，甚者造成嚴重的副作用而有時引起動物死亡。所以，動物疫苗劑型設
計研究中，尋找合適的油品取代目前使用中的礦物油佐劑，一直是重要的課題。 

本計畫擬開發新型可生物分解佐劑以供不活化與次單位疫苗使用。將尋找合適
的油品取代目前使用中的礦物油佐劑。亦因可生物分解佐劑趨向無免疫刺激
性，預計添加 TLR agnoist 為生物性佐劑，以加強免疫反應。最後將以此新型
佐劑配方搭配 NDV 次單位疫苗測試其保護力。 

二、研發成果 

可確認乳化均勻度以確保安定性。配製之水包
油佐劑亦施打於雞隻並觀察佐劑之分佈與殘
留。 

為增強水包油佐劑之免疫刺激性，計劃擬定搭
配生物性佐劑，如沙門氏桿菌鞭毛蛋白。已成
功克隆￼鞭毛蛋白全長與部分片段並完成初
步免疫刺激性測試，可有效增強抗體與係胞激
素的產生。 

後續試驗將組合水包油佐劑與生物性佐劑，以
雞新城病毒為攻毒模組測試佐劑之免疫增強
效應。 

可生物分解油以 HLB 12 為最穩定 

 

可生物分解油以 HLB 15 顆粒最為均勻 

 

水包油佐劑於體內殘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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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高熵陶瓷材料開發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材料工程研究所 李英杰  教授 

材料工程研究所 洪廷甫 教授 

機械工程系 陳永祥 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在 5G 傳輸時代，具有微小化、高介電常數、高品質因子及高溫度穩定性之微

波介電陶瓷材料需求也大大提高。本計畫選用 Ba0.5Sr0.5TiO3 陶瓷做為基材，

摻雜 MgO 與 CaO 至 BST 陶瓷裡並做系統性的研究。開發高熵陶瓷電容，使

其在高頻下具有良好的介電特性，適用於 5G 電子產品上。 

二、研發成果 

本計畫的技術轉移金額於民國 108年度達到 40萬元，[薄膜電阻合金]，發明 I525196
號，捷弘資通有限公司。並透過產學合作與公營事業或是私人企業集資，產學金額
達到 237.5 萬元，怡科科技 36 萬元、美林能源 15 萬元、陽光能 20.5 萬元、千如 40
萬元、台塑 20 萬元、愛迪克 6萬元、漁業署 100萬元。 
 
在不同溫度下燒結的 Ba0.5Sr0.5TiO3 陶瓷的堆積密度和介電性能 
 

 
在 1350°C 下燒結的 Ba0.5Sr0.5TiO3 和 BMSCT 陶瓷的相對密度和介電性能 
 

 

 

 
 
 
於 2019 年 11 月邀請 Dr. Christian Pithan
來臺，面對面討論技術與分工合作，也可
讓同學了解介電陶瓷材料在電子領域上面
的應用與研究進展，開發並且掌握關鍵技
術。 

 

 
與德國分工合作，顯微結構方面由 julich
提供超高解析度 TEM 設備(解析度達到
1pm)協助進行材料的分析，我們則是著
重材料製備、相結構控制、高頻量測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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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自動駕駛車輛動態及影像關聯研究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車輛工程系 蔡建雄 教授 

資訊管理系 蔡正發 教授 

車輛工程系 陳彩蓉 助理教授 

車輛工程系 張明彥 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本計畫將結合跨領域教師的專才，透過實車量測結合電腦模擬與分析，應用電

腦視覺、深度學習與數據處理，將車輛動態及影像進行系統化的分析，建立完

整的車輛動態分析系統，作為自動駕駛車輛控制的輸入來源。 

二、研發成果 

1. 技轉 2家公司技術，技轉金共 27 萬元：分別為: 密度式資料分群方法與影像壓縮方法之技 

 術。 

2. 產學計畫共 1259萬：2019 年共 7家私人產業與 1家法人 簽訂 1259萬的產學計畫。 

3. 團隊輔導六和機械申請 A+科專，協助威剛與宏佳騰取得科專計劃，並輔導屏東加工區殷聖 

 公司取得 SBIR。 

4. 2019年發表 SCI期刊 4篇/2020 年發表兩篇。 

自動搬運車任務規劃與執行 

 

減速丘辨識初步成果 
 
 

 

 



 
 

26 
 

研究

名稱 
智慧農業產量推估與農業經營策管理平臺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森林系 陳建璋 副教授 

森林系 魏浚紘 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系 龔旭陽 特聘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目前國內有關 UAV 的研究大多為跨領域及各相關領域的結合與運用，其中包含了航

太工程、結構與材料、電機控制、導航與通訊、推進系統、能源系統、載具平臺開

發、遙測技術與農業生產等。UAV 於農業應用主要以調查與監測為主，透過高精度

航照搭配氣候資料，可即時監測環境對於農產品所產生之影響，可準確獲得精確農

作物資訊，透過此技術結合光譜影像輔助，即可計算作物受損面積及災害後受損面

積及情形等，故 UAV 對於智慧農業之發展能帶給農業前端分析資料，亦為最重要之

資料。配合政府「新農業」政策，結合科技創新，可幫助農民以更即時、更低成本、

更省工與更友善環境的方式，進行農業生產，提高農業附加價值，確保農民福利及

收益。 

二、研發成果 

1. 應用地面光達技術於臺灣杉人工林之疏伐監測，獲「2019年森林資源永 
 續發展研討會」口頭發表-專業組-經營與人文社會第一名。 

2. 以遙測影像及地景指標評估莫蘭蒂颱風對金門地區森林結構之影響，獲  
 第 12屆海峽兩岸森林經理學術研討會-口頭論文發表組-一等獎。 

3. 應用手持式雷射掃瞄儀與無人飛行載具于森林樣區測計，獲第 12屆海 
 峽兩岸森林經理學術研討會-口頭論文發表組-三等獎 

4. 應用光達系統於林道土壤沖蝕監測之研究-以小關山林道為例，獲第 2 
 屆海峽兩岸森林經理學術研討會-口頭論文發表組-最佳報告獎。 

5. 參與 2019世界林學大會 

參與第 25屆 IUFRO World Congress並進行學
術報告 
 

參與第 12 屆海峽兩岸森林經理學術研討會
獲一等獎、三等獎及最佳報告獎 
 

英國斯特靈大學博士生來臺進行研究 

 

參與第 12 屆海峽兩岸森林經理學術研討會
獲一等獎、三等獎及最佳報告獎 

 



 
 

27 
 

研究

名稱 
智慧科技於農業生產之應用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食品科學系 蔡碧仁 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臺灣農民蔬果生產栽培技術高超，卻因為保鮮技術有限、保鮮設備昂貴，造成產銷

失調，即使生產過剩也不耐存放，無法調節產期，失去經濟價值。此外，臺灣小農

蔬果品項多元，且現代年輕家庭多外食或喜愛簡單便利的烹煮方式，故截切蔬菜在

生鮮超市或餐廳需求量大增，然截切蔬果保鮮期更短，因此有必要開發有效的截切

蔬果保鮮新技術，以減少風險。本計畫擬利用欄柵技術的原理，尋求在低溫環境下，

蔬果之最適調氣儲藏(Modified atmosphere, MA)條件，搭配近年最新流行的高壓靜電

場(high voltage electrostatic field, HVEF)技術，借重其可以抑菌及穩定水分子之能

力，來減輕蔬果老化及微生物控制的問題，以強化 MA 蔬果儲藏效果。若臺灣採收

後保鮮技術提昇，將有助於延長貯期，可望成為突破外銷的重要關鍵。 

二、研發成果 

電場+調氣包裝保鮮新技術: 本技術首創結合高壓靜電場與調氣包裝，使截切青花
菜、截切玉米筍與高麗菜之保鮮期，各達 40 天、60 天與 42 天，突破了擴展外銷與
調節產期的契機。 

傳統冷藏包裝法 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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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農用電動智慧水田車開發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車輛系 陳勇全 教授 

車輛系 陳立文 教授 

生機系 苗志銘 教授 

材料所 盧威華 教授 

材料所 曾光宏 教授 

車輛系 黃馨慧 副教授 

農園系 林資哲 助理教授 

研究總中心 林勝欽 講師級研究人員 

研究總中心 葉仁憲 講師級研究人員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為了建立電動水田車設計關鍵技術與各子系統之研發能量。
本車主要是由水田車結構系統、動力系統、噴藥系統、影像辨識系統及控制系統所
構成，具自動無人駕駛功能。本研究將培養無人農用電動車輛專業設計研發人才，
減少對國外的依賴，進一步使相關技術落實生根國內。 

透過兩顆 GPS RTK 載具定位技術，可回饋水田車偏移角度，依據此資訊修正馬達轉
速、改變行駛方向，達到準確路徑規劃行駛與無人駕駛之目的。影像辨識技術可以
偵測到水稻病蟲害之位置，並回傳影像到行控中心，作為後續處理之判斷。另外，
本電動水田車具局部噴藥功能，增加農藥的有效性並藉此減少噴灑藥劑對人體的傷
害與環境的污染。 

二、研發成果 

1. 技轉金 105萬元。 

2. 團隊與企業產學合作計畫金額達 552 萬元。 

3. 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出 2 件與本計畫相關之專利申請案，需經技轉中 

心審核通過。 

農用電動智慧水田車，是由車架結構、動
力單元、噴藥系統、影像辨識系統及控制
系統所構成，具自動無人駕駛功能。 
 

 

此圖是農用電動智慧水田車在田間實際
功能測試及操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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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動物用診斷試劑研發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柯冠銘 副教授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鄭力廷 副教授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鍾曜吉 副教授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王祥宇 助理教授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李嘉偉 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本研究為開發動物用診斷試劑，檢驗試劑產品以診斷監測為主，主要的功能為病源
的檢測、疫苗效力評估檢測、以及免疫動物與自然感染動物之鑑別診斷，期望能夠
及早發現受感染或以發病之動物，以進行妥善的隔離、治療或撲殺，並且能快速地
針對重大疫情進行監測，避免疫情爆發造成國內重大的經濟損失，實行預防重於治
療的觀念。由於近年來許多重要的疫病持續在動物及人類族群中爆發，對於這些重
要疾病或新興疾病，診斷試劑是重要的工具，對於政府在防控新興疾病也是不可或
缺的手段，因是本研究開發動物產業需求的雞用、豬用及牛用診斷試劑，極具應用
價值。 
本研究第一階段所要開發的診斷試劑為雞傳染性支氣管炎 (avian infectious 
bronchitis)、牛流行熱(bovine ephemeral fever)及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由於
肉類需求及相對應的畜養數量增加、針對動物新興疾病與人畜共通疾病將更受到重
視，使得診斷試劑的市場需求增加，帶來更大的產值。 

二、研發成果 

1.技轉績效部分目前預計簽約的項目包括-高度醣基化豬瘟 E2次單位疫苗、傳染性 

  可利查 A型及 C 型菌力價提升技術、雞新城病病毒及傳染支氣管炎力價提升技術 

  及 Avian Nucleic Acid Adjuvant，估計技轉金額達 460,000。 

2.團隊與企業產學合作計畫包括檢體保存試劑及核酸萃取試劑對冠狀病毒去活評 

  估、國盛寶寶安二氧化氯系列產品抗病毒及細菌效力試驗、人用新型佐劑運用於 

  Covid-19疫苗於小鼠之效力評估、禾記長效奈米光觸媒抗菌活性評估、馴化鮭魚 

  細胞為永生細胞株並挑選適用於病毒培養的細胞株等共計 1,435,000。 

3.帶領團隊參加 2020未來科技展及 2020 年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進行成果發表及 

  技術交流。 

2020 年 09 月 25 日於臺北參加 2020 未來
科技展 
 

2020 年 09 月 25 日於臺北參加 2020 年
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30 
 

 

研究 

名稱 
羊膜幹細胞對熱帶牛隻熱緊迫所導致之繁殖障礙治療策略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彭劭于 副教授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沈朋志 教授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楊國泰 助理教授 

森林系 吳羽婷 副教授 

農園生產系 林資哲 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利用幹細胞治療濾泡囊腫之乳牛，可恢復其發情行為並可順利配種與懷孕，如
此乳牛分娩後，可增加酪農業牛乳的產量，與增加其經濟效益。 

二、研發成果 

1. 3項技轉。 

2. 3件產學合作。 

3. 3項專利。 

4. 2020 年臺灣綠點子國際發明設計競賽銅牌獎。 

牛隻直腸觸診教學 
 

牛隻飼養管理教學 
 

 超音波使用與判讀教學 
 

牛隻繁殖管理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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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應用高壓殺菌技術研發新式巧克力與其食安檢測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食品科學系 楊季清 教授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陳志銘 副教授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楊國泰 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臺灣富有多種中式風味的肉製品，故結合牛肉風味元素進入巧克力，製作富有
牛肉風味的巧克力，是創造東西合併的口味風格，相信會深受市場喜好。本校
設有食品 GMP 巧克力模擬生產工廠，主要生產傳統巧克力產品，由於屏東內
埔地區大量種植可可樹，所以採用屏東地區生產的可可原料格外珍貴。牛肉巧
克力目前已於學校展售部販售，吸引慕名而來的消費者，本產品特色是黑濃牛
奶巧克力上面鋪滿高品質的澳洲固體牛肉塊，而非牛肉香料，讓牛肉的油脂風
味可已融和牛奶黑巧克力，型成一股特殊口感及風味的創新巧克力產品。 

二、研發成果 

1. 計畫名稱:鳳梨纖維酵素活性及營養品質研究 I金額:200,000 元，來源:金利食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計畫名稱:鳳梨纖維酵素活性及營養品質研究 II金額:180,000元，來源:金利食 

  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計畫名稱:應用超音波震動技術開發適口性糙米及發芽糙金額:276,783元，來源: 

  新豐碾米工廠。                                         

4. 技轉名稱:高壓加工酵素加速水解技術金額:100,000 元，來源:金利食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5. 技轉名稱:混合型酵素對鳳梨纖維水解技術。 

6. 金額:100,000元，來源:金利食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牛肉巧克力研發成果及量化生產製程 
 

牛肉巧克力研發成果及量化生產製程 
 

 牛肉巧克力研發成果及量化生產製程 
 

校慶成果展示會，藉由校慶園遊會展示目前
研發完成且上市之牛肉黑巧克力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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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可生物分解疫苗佐劑（植物油＋TLR 刺激物佐劑）研發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動物疫苗研究所 鄭力廷 副教授 

食品科學系 余旭勝 副教授 

動物疫苗研究所 柯冠銘 副教授 

動物疫苗研究所 王祥宇 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目前市場中的動物用油質疫苗，多使用礦物油(mineral oil)作為主要的原料，其主要
的原因即符合上述需求中的性質穩定與成本低廉，但是礦物油作為基底油所生產的
動物疫苗卻可能因為在動物肌肉中造成長期殘留問題，而使得屠體賣像不佳，甚者
造成嚴重的副作用而有時引起動物死亡。所以，動物疫苗劑型設計研究中，尋找合
適的油品取代目前使用中的礦物油佐劑，一直是重要的課題。 
本計畫擬開發新型可生物分解佐劑以供不活化與次單位疫苗使用。將尋找合適的油
品取代目前使用中的礦物油佐劑。亦因可生物分解佐劑趨向無免疫刺激性，預計添
加 TLR agnoist 為生物性佐劑，以加強免疫反應。最後將以此新型佐劑配方搭配 NDV
次單位疫苗測試其保護力。 

二、研發成果 

研發團隊已完成水包油佐劑製備與分析：成功訂定乳化條件以乳化可生物分解油，並以礦物
油與橄欖油配製成水包油佐劑做為對照組。可生物分解油顆粒經由粒徑分析可確認乳化均勻
度以確保安定性。施打於小鼠皮下時，相較市售礦物油，可生物分解油明顯無殘留。 

為增強可生物分解油佐劑之免疫刺激性，欲加入生物性佐劑：已成功克隆沙門氏桿菌鞭毛蛋
白全長與部分片段並完成免疫刺激性測試，可有效增強抗體與係胞激素的產生。運用家禽霍
亂攻毒模組，鞭毛蛋白可提升保護力(由 25%)至 75%.此結果已發表於 Vaccines 期刊。 

後續試驗將組合可生物分解油佐劑與生物性佐劑，以雞新城病毒為攻毒模組測試佐劑之免疫
增強效應。 

顯為鏡底下，相較其他油質，可生物分
解油顆粒為最小與均勻 

 

可生物分解油於 37 度環境可維持穩
定一個月以上 

 

 可生物分解油於離心時可維持穩定性 
 

可生物分解油佐劑注射於體內時無殘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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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花生中過敏原之檢測方法建立及低過敏性花生製品開發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食品科學系 余旭勝 副教授 

生物科技系 徐睿良 教授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趙浩然 教授 

食品科學系 黃至君 副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1)利用花生過敏原設計生產專一性高之抗體，以開發高準確度之 ELISA套組。 

(2)利用大氣電漿技術破壞花生過敏原結構，去除過敏原之致過敏性 

(3)開發低過敏性花生製品。 

二、研發成果 

(1)產學合作計畫，共 2 件。 

(2)參與產學合作計畫之學生，共 4位。 

(3)輔導廠商及產業計畫，共 6件。 

(4)指導學生專題及論文，共 5件。 

(5)聘用學生教學助理，共 3人。 

(6)專利申請案，共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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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智慧科技應用於農用載具之研究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生物機電工程系 苗志銘 教授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鄭春發 副教授兼所長 

機械工程系 吳上立 專案副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無人機近年遙測資訊獲取系統的控制技術已有實質大量改進，但是系統的平穩性、
抗震性、載荷能力、續航時間、多感測器融合技術、獲取的圖像品質等，仍然是微
小型無人機目前的主要問題，短期間無法克服，必定會限制無人機田間操作範圍，
發展可靠實用的作業準則，研發關鍵技術供操作者參考應用是現今最急迫的事情。
對於無人載具之設計，控制系統的功能模組建立十分重要，必須滿足如農情監測任
務過程中的技術應用度廣泛，系統複雜度較低與控制精度較高等方面需求。關鍵技
術之一就是需要以無人機氣動力參數為參考依據並結合高自由度牛頓運動方程式以
建立飛機運動軌跡預測函數數學模型。此模型是基於飛行器運動學方程式理論基礎
上，結合風洞實驗或是 CFD數位模擬獲得的實際氣動力係數或導數，利用線性假設
簡易六自由度運動狀態所建立。另一個關鍵技術為建立無人機監測系統應用與演算
方法，這是因為無人機遙測系統是一種低成本的收集系統能夠提供田間作物監測、
調查作物生長狀態與病蟲害防治操作的方法，特別在開發高光譜及其他感測器監測
作物的生物光譜分析與演算技術供田間農業管理的應用。本研究中已開發出定翼機
及旋翼機氣動力特性之數值分析方法、深度學習影像視覺追蹤技術、農業用無人機
3D傾斜攝影及測繪技術，以及紅外線光譜病害偵測技術等，有效提昇智慧科技應用
於農用載具之可行性。 

二、研發成果 

1. 團隊與企業產學合作計畫金額達 2,859,000 元。 

2. 從相關研發中衍生極具操作應用性之技術報告，需配合研發處發行研發  

  專刊 2篇。 

3. 獲獎事蹟、參與活動或研討會、發表論文等，共 8件。 

4. 參加成果發表展示會，共 1場。 

2020年 11 月 7 日於 臺中市弘光科技
大學辦理「2020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中部競賽。 

獲得： 

機器人障礙挑戰比賽第 1名/佳作 

機器人聲東擊西比賽第 1名/佳作 

2020年 11 月 14 日於 高雄市樹德科技
大學  辦理「2020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
賽」。 

獲得： 

機器人障礙挑戰比賽第 1名/佳作 

機器人聲東擊西比賽第 1名/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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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名稱 
綠能智慧驅鳥系統測試研究 

研究

團隊 

 

系所/單位 姓名 職稱 

研究總中心 蔡燿宇 講師級研究員 

土木工程系 葉一隆 教授 

生物機電系 陳建興 助理教授 

農園生產系 林資哲 助理教授 

科技農業學位學程 蔡尚翰 助理教授 

研究

成果 

一、目的： 

種植農作物及收成期間，鳥害往往會造成產量銳減的窘境，因此結合 NVR 影像監控
技術及 OpenCV 進行田間鳥群影像辨識，並設計一個可以結合反光作用的驅鳥器，
幫助農民降低鳥害損失。 

二、研發成果 

1. 學生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2位。 
2. 從相關研發中衍生極具操作應用性之技術報告，配合研發處發行研發中 
  英文專刊各 1 篇。 

3. 獲獎事蹟、參與活動或研討會、發表論文等，共 1件。 

使用樹梅派執行 OpenCV 程式進行
IPCam 影像辨識，並送出訊號作動及復
位驅鳥機構，此圖為控制電路圖。 
 

使用 3D繪圖軟體 CATIA進行驅鳥機構零
件設計，以及組合排除機件干涉相關問題。 
 

首先以 OpenCV 進行Webcam 動態影像
捕捉，並利用不同移動物體測試，最後
再使用 IP Cam 捕捉鳥群影像進行測試。 
 

進行驅鳥機構運轉測試，使用雨刷馬達將
驅鳥器壓縮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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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研究領域 

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葉民權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農學院 
木材力學、木質複合材料、工程木材、木

質結構、製材木材分等 

林芳銘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農學院 
建築與室內設計、綠建材應用技術、室內

聲學環境設計 

林曉洪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農學院 

製漿技術與機能紙製造、固態生質能源及

機能炭製造、林產化學工程、木質環境科

學、木質材料耐燃及保存加工、森林特產

物利用 

黃俊傑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農學院 

傳統工藝產業創意設計開發、傳統木結構

榫卯與異木鑲嵌技術、生活機能之木竹產

品及傢俱開發設計與製造、家具結構設計

與製程分析 

林錦盛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農學院 

木工機械與加工技術、木工刀具與切削理

論、木工與物理加工利用、木質複合材料

開發與設計 

龍暐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農學院 
健康材料與應用、舒適度設計、  

 光、聲、震動科技、多媒體互動教學 

陳建男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農學院 室內裝修施工、家具製造程序、家具製圖 

馮俊豪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農學院 
空間設計、電腦 3D繪圖、室內環境電腦模

擬、室內聲學設計 

侯博倫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農學院 

文化商品設計、工業設計、工藝設計、電

腦輔助工業設計、社區總體營造、代用模

具及逆向工程 

李鴻麟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農學院 
木質纖維材料化學改質、木材保存、製漿

造紙、木材防火 

藍浩繁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農學院 
森林利用、木材纖維加工利用、製漿造紙、

紙品加工利用與設計 

曾美珍 水產養殖系 農學院 
魚類分類學、分子演化學、功能性基因組

研究法 

鄭文騰 水產養殖系 農學院 水產養殖、水族生理與疾病 

劉俊宏 水產養殖系 農學院 
水產養殖學、水產科技飼料開發、水族營

養生理學、有益微生物之開發與利用 

葉信平 水產養殖系 農學院 永續水產養殖、資料分析 

陳英男 水產養殖系 農學院 水產養殖、水族生理、生物技術 

翁韶蓮 水產養殖系 農學院 藻類養殖、藻類生理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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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鈺鴻 水產養殖系 農學院 
水產養殖、飼料營養、分子營養、魚類生

理 

張欽泉 水產養殖系 農學院 
水生動物免疫及生理、水產動物疾病、水

產養殖、獸醫學、生態學 

吳宗孟 水產養殖系 農學院 
水產養殖、細胞與分子生物學、海洋生物

技術及植物逆境生理學 

吳育昇 水產養殖系 農學院 水產養殖學、動物組織培養、細胞生物學 

朱建宏 水產養殖系 農學院 

養殖環境管理、飼料原料鏡檢及實務、仔

稚魚營養、魚類及貝類種苗繁殖、池塘管

理 

徐睿良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蛋白質體學、活性胜肽、液相層析-質譜分

析、有機合成、分析化學 

張誌益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活性成分純化技術與化學結構鑑定、天然

物化學、有機光譜學 

施玟玲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精油研究與產品開發、訊息傳遞、分子病

毒學、分子細胞生物學 

陳又嘉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腸胃道微生物、基因工程、酵素學、微生

物分離培養與鑑定 

鄭雪玲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降血糖與抗發炎天然物開發研究、蛋白質

工程、細胞生物學 

張格東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醫藥保健、生物醫學設備的開發 

胡紹揚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觀賞魚開發、分子生物學、應用 微生物、

生物反應器開發 

徐志宏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酵素生物科技、環境功能基因體、植物功

能基因體、訊息傳遞 

顏嘉宏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實驗動物模式建立、血管保健及功能評

估、儀器與教具開發 

周映孜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植物生理學、細胞學、園藝學、植物生態

生理學 

蔡添順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兩生爬行動物研究、生理生態與化學生

態、生物多樣性、動物標本 

張珮君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生物技術和環境修復、植物生長促進細

菌、DNA甲基化和染色質結構分析、玉米

減數分裂、植物角質層研究 

許岩得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胚幹細胞醫學、胚胎醫學，生殖醫學、間

質幹細胞與再生醫學 

金煒智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合成生物學、應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謝工

程、微生物耐受性、生質能源 



 
 

74 
 

葉宗明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動物醫學、分子病毒學、實驗動物、獸醫

微生物學、分子檢測技術、基因選殖、蛋

白質表現、細胞培養 

蘇郁涵 生物科技系 農學院 
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生

物技術 

邱秋霞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微生物學、醱酵生產技術 

朱永麟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食品微生物與免疫、食品安全、保健食品、

食品與營養 

郭嘉信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應用微生物、發酵工程與技術、生物製程

技術、基因工程與應用、蛋白質化學、生

物鐵化學 

謝寶全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食品微生物學、醱酵食品學、微生物檢驗、

機能性食品開發 

高莫森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食品加工、食品工程、新穎加工技術、食

品物化性質 

蔡錦燕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生物化學、食品加工、烘焙技術 

蔡碧仁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蔬果加工、生鮮處理、保健食品開發 

楊季清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食品加工、調理食品、健康食品 

吳美莉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食品生物科技、食品營養保健、酵素與蛋

白質工程 

廖遠東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酵素工程、天然生物資源利用 

許祥純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生物化學、酵素化學、GMO檢測技術、肉

品摻雜檢測 

余長宸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食品營養及保健、生物化學、健康食品功

能性評估、食品分析 

陳與國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食品營養及保健、生物化學、健康食品功

能性評估、食品分析 

陳和賢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食品加工技術開發、超臨界技術、乾燥技

術、食品加工設備開發 

劉展冏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食品工程、單元操作、濃縮乾燥、自控元

件 

林貞信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食品擠壓技術、食品工程、食品科技技術 

余旭勝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藥物及毒物分析、食品乳化、環境毒理、

食品分析 

黃至君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食品分析、食品化學、保健食品機能性分

析、營養評估、毒害物質之生物指標研究 

林頎生 食品科學系 農學院 食品化學、食品分析、感官品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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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鑾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農學院 

數量遺傳、動物育種、畜產生物多樣性、

畜產生物多樣性研究與應用、種畜禽育種

資料庫建立與應用、基因選種策略與遺傳

評估 

楊國泰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農學院 

動物遺傳育種、動物基因轉殖技術、細胞

訊息傳遞與生物醫學、動物副產物利用與

功能性評估 

沈朋志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農學院 

分子胚胎、動物繁殖生理、細胞生物學、

動物複製與基因轉殖、動物複製、基因轉

繁殖、生物技術 

彭劭于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農學院 

動物生殖科技與技術研發、畜牧醫療器材

與產品研發、動物幹細胞與再生醫學、動

物預防醫學、實驗動物學之應用 

余祺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農學院 營養免疫、營養生理 

翁瑞奇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農學院 

氣候變遷對家畜禽生產管理的影響、母豬

餵飼自動化、種豬餵飼及檢定自動化、動

物行為與畜舍設計-親子行為、畜舍環境控

制與自動化、家畜禽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再

利用、動物營養、動物飼養管理、禽畜廢

棄物處理及資源再利用、動物行為、動物

福利與畜舍策畫、畜舍設計與規劃、畜舍

環境控制及人工智慧管理系統開發、極端

氣候之動物營養與飼養管理、農作物副產

品利用與節能減碳關聯研究 、動物蛋白質

節約效率、能量性飼料原料取代物質開發

研究、在地飼料研發、青貯料取代動物飼

糧之研究 

吳錫勳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農學院 

乳用草食動物營養與飼養、肉用草食動物

營養與飼養、芻料品質評估技術研發、伴

侶動物營養與飼養、反芻動物營養、草食

動物飼養與管理 

黃自毅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農學院 飼料、蛋品、UAV、畜牧休閒、粗料生產 

陳志銘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農學院 

將實際應用非肉類原物料、各種加工技、

生物技術在肉品加工上的應用、 肉品加

工、肉品科學與技術、肉品安全與衛生管

理技術、新產品開發、禽畜副產物利用 

鄭富元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農學院 
畜產品加工、畜產品衛生安全、機能性成

分開發、食品工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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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強 森林系 農學院 樹木學、森林生態學、植物分類學 

陳美惠 森林系 農學院 社區林業、生態旅遊、協同經營 

羅凱安 森林系 農學院 
森林政策與法規、森林資源經濟分析、環

境解說與教育、生態旅遊 

陳建璋 森林系 農學院 

森林經營、資源遙測、森林測量、森林測

計、航空攝影測量、地理資訊系統（GIS）、

遙感探測（RS）、地景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森林經營學(Forest Management) 

魏浚紘 森林系 農學院 
地理資訊系統、森林測計學、遙感探測、

森林資源調查與資訊管理、森林經營 

郭耀綸 森林系 農學院 

林木生態生理學、銀合歡防制及生態復

育、臺灣原生樹種耐陰性及耐旱性研究、

育林學、森林生態學、林木生態生理學、

銀合歡防制及生態復育 

、臺灣原生樹種耐陰性和耐旱性研究 

范貴珠 森林系 農學院 
林木種子、育林學、紅樹林復育、海岸林

營造 

吳羽婷 森林系 農學院 
林木菌根、環境微生物生態、分子生態、

微生物生態、真菌學 

楊永裕 植物醫學系 農學院 農藥、昆蟲抗藥性、族群遺傳學 

林宜賢 植物醫學系 農學院 
植物病理學、細菌學、微生物學、植物生

理學、分子生物學、植物轉殖技術 

陳麗鈴 植物醫學系 農學院 
微生物學、生態學、生物技術研究所、植

物病理學 

陳文華 植物醫學系 農學院 農業昆蟲、害蟲綜合管理、生物防治 

林盈宏 植物醫學系 農學院 
分子植物病理學、生物防治、植物與病原

真菌交互作用、分子檢測 

張萃媖 植物醫學系 農學院 昆蟲分類、昆蟲形態、昆蟲系統演化 

吳立心 植物醫學系 農學院 
應用昆蟲生態學、蟲害綜合管理、氣候變

遷與適應、物種預測模型 

賴宏亮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藥用植物學、生藥學、組織培養、天然物

化學 

陳福旗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生物技術、植物組織培養、植物遺傳、花

卉育種 

顏昌瑞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熱帶果樹資源與管理、果樹生理與栽培、

園藝作物產調、觀賞果樹 

王鐘和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土壤與肥料、有機農業、植物營養、作物

施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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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文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蔬菜、球根花卉遺傳、植物繁殖、遺傳 

陳幼光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植物遺傳、果樹育種、植物生物技術 

林素汝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作物學、作物育種、特藥用作物 

林汶鑫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生物統計、回歸分析、試驗設計 

梁佑慎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園產品採後生理與貯藏技術、園產品包裝

處理技術開發、檢疫處理技術的應用 

黃倉海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花卉作物栽培與管理、花卉作物育種、植

物繁殖種苗生產 

林永鴻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土壤與肥料、植物營養、作物營養診斷技

術、作物肥培管理技術 

趙雲洋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植物生理、作物逆境、作物學 

林資哲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作物學、植物生理學、作物生產與利用、

組織培養 

林儒緯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香藥草科學 二次代謝物生產 毒理學 農

產品檢驗 植物化學 

何韻詩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花卉學、設施園藝;設施規劃管理、栽培介

質管理 

謝清祥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草坪管理、高等育種學、生物統計試驗設

計與數據分析 

賴宜鈴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植物生理生態學、植群生態學、陸域生態

系生態學 

洪國翔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演化生物學、植物系統分類學、族群傳學、

保育生物學、微生物總體基因體學 

蔡文田 農園生產系 農學院 

生質廢料再利用、生質能源技術開發、多

孔材料製備、液相吸附與界面研究、生質

能源政策分析 

王弘祐 土木工程系 工學院 大地工程 、土木材料 、坡地防災 

蔡孟豪 土木工程系 工學院 
結構耐震分析與設計 、結構被動控制 、

漸進式崩塌行為分析 

謝啟萬 土木工程系 工學院 

地下管線免開挖施工與修繕工法、大地工

程、地工合成材料設計分析、基礎工程、

管材特性與狀況評估、加勁工法、地錨、

土釘、土壤改良工程、邊坡穩定 

王裕民 土木工程系 工學院 
水文統計、供需水量推估、系統分析、排

水能力模擬、環境影響評估 

丁澈士 土木工程系 工學院 
地下水資源評估與管理、地下水補注、水

文地質生態學、深開挖袪水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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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士濠 水土保持系 工學院 
土壤調查與分類、土壤化育、土壤改良及

保育、土地資源利用管理 

唐琦 水土保持系 工學院 
水土保持學、坡地道路工程、微氣候調查

於水土保持上之應用、農業氣象災害防護 

江介倫 水土保持系 工學院 

氣候變遷對水土資源的影響 

環境(時間、空間)資訊分析 

遙測於環境與自然資源監測之應用 

遙測水文、水資源、水土保持 

李明熹 水土保持系 工學院 

土石流警戒系統、降雨沖蝕指數之研究、

氣候變遷對河道階地安全性評估、集水區

整體調查規劃、溪流水理及生態棲地調查

分析 

許中立 水土保持系 工學院 
坡地防災應變、現場監測技術、邊坡穩定

分析、坡地保育規劃、崩塌地調查與處理 

吳嘉俊 水土保持系 工學院 
土壤沖蝕、泥砂輸送、水土保持、陡坡地

水土保持、土石流防治 

陳天健 水土保持系 工學院 

地質災害預警與警戒模式、土石流、加勁

土壤設計與分析、坡地災害、工程地質、

災害管理 

李文宗 生物機電工程系 工學院 
空間機構設計、機械人設計、影像分析、

環境監測、光學影像檢測 

陳韋誠 生物機電工程系 工學院 

生物生產機械、生物處理程序、生質能轉

換、機械修護檢測、非破壞性檢測、農業

生物產業機械 

李柏旻 生物機電工程系 工學院 
生物資源工學、生物資源變換工學、先端

技術開發工學、農產生物資源工學 

吳瑋特 生物機電工程系 工學院 
生物熱流、醫學工程、精密製造、熱流工

程、生醫微機電、光學式生物感測器 

蔡循恒 生物機電工程系 工學院 
控制工程、非線性系統、醫學工程、運動

軌跡追蹤 

苗志銘 生物機電工程系 工學院 

熱流分析、風機設計與特性分析、數值模

擬分析、仿生、溫室、生物晶片、熱流風

機、再生能源分析 

張仲良 生物機電工程系 工學院 

智慧生產系統設計、導航與智慧機器、資

通訊訊號處理、強健/模糊控制、機電整合、

自動控制、嵌入式系統、農業訊號處理 

陳志堅 生物機電工程系 工學院 
微流體系統、熱質傳、輻射熱傳、光機電

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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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益誠 生物機電工程系 工學院 

生物感測器、光機電設計構裝、照明設計

分析、雷射二極體(Laser)與發光二極體

(LED)模組應用、數值分析、光電構裝、雷

射模組、有限元素分析 

陳建興 生物機電工程系 工學院 

光學感測、光纖式生化感測器、雷射加工

技術、光學數值計算、雷射加工、數值模

擬、非破壞檢測、生化電漿共振 

李佳言 材料工程研究所 工學院 
微感測器、微致動器、微機電系統設計與

製造、優質生活科技 

林鉉凱 材料工程研究所 工學院 
軟性電子製程、雷射加工製程、非鐵合金

材料、材料織構分析 

曾光宏 材料工程研究所 工學院 
金屬合金銲接、材料性能測試、材料失效

鑑定、金屬腐蝕防護 

楊茹媛 材料工程研究所 工學院 
綠能光電薄膜、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矽

基薄膜太陽能電池 

曹龍泉 材料工程研究所 工學院 
電子構裝、綠色輕合金、輕合金鑄造、珠

寶設計與材質應用 

盧威華 材料工程研究所 工學院 
半導體構裝、構裝元件可靠度測試、半導

體蝕刻與薄膜製程 

李英杰 材料工程研究所 工學院 
積層陶瓷材料與製程技術、高介電材料薄

膜製程、微波介電陶瓷材料與低溫燒結 

洪廷甫 材料工程研究所 工學院 
醫材表面改質、電子無鉛銲料、多孔材料

合成、環境感測薄膜 

陳彩蓉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偏微分方程、數學分析、微分方程、數學

建模 

林章生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載具模態識別、隨機振動、機械故障偵測

診斷 

黃馨慧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車輛結構創意設計、創意性工程設計 

王耀男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車輛檢測與維修、車輛熱流分析、車輛微

感測器整合開發 

余長宸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車輛控制系統、伺服馬達控制、模糊與類

神經控制、微處理器介面設計 

張明彥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底盤系統佈置、懸吊設計、開發與調校、

專案管理與方案規劃、模組化產品規劃與

設計、模組化產品管理與智能生產對接 

梁茲程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車廂空調系統設計、對流熱傳、流場可視

化、隧道火場與煙控、系統熱能整合設計 



 
 

80 
 

張金龍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車輛精密元件雷射銲接技術、雷射深雕技

術、雷射變色處理、製造熱流分析、光纖

通訊系統元件構裝、光機電系統整合   

楊榮華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車輛控制系統設計、非線性控制、機器人

工程、智慧型車輛控制系統設計、強健性

控制 

陳立文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類神經網路、非線性控制、引擎控制、機

電整合、車輛動力系統、車輛控制系統 

陳勇全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車體結構設計與輕量化分析、軌道車輛、

電腦輔助工程、最佳化分析、光纖衰減分

析、破壞力學、接觸力學  

蔡建雄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車輛動力系統設計、內燃機、燃燒學、再

生能源、電腦輔助工程 

胡惠文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車體與底盤結構設計分析、航太載具結構

設計分析、複合材料設計與分析、結構碰

撞模擬與測試、結構振動測試與分析 

曾全佑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車輛控制系統設計、電動車輛系統整合、

電動車輛能量管理系統、非線性控制、混

合動力車輛    

戴昌賢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車輛元件熱流設計、計算流體力學、空氣

動力學、數值分析、應用數學、計算機應

用、極音速熱流學 

林秋豐 車輛工程系 工學院 

汽車自動駕駛控制系統設計、系統辨識、

電動車輛、機電整合、車輛控制系統、智

慧型車輛系統 

楊政融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綠色設計、TRIZ創新設計、人工智慧、醫

用產品設計 

陳金山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機電整合、自動控制、機器人 

姜庭隆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半導體化學氣相沉積、風力發電機葉片設

計、真空泵浦設計、空氣動力學、熱交換

器、CFD 

陳念慈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平面顯示器材料研究與製程開發、自動化

光電檢測系統之開發、人工智慧 

林鴻裕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結構振動與噪音控制 、車輛動力學、模態

實驗、工程聲學、振動力學 

林宜弘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視覺檢測技術和應用、自動化系統設計、

光學量測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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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培興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微觀力學（分子動力學）、雷射工程、奈

米材料、金屬（鑄造）模流分析、電腦輔

助設計、智慧產品設計、影像識別、逆向

向工程 

趙志燁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合金設計、相變化、機械製造、材料分析

與檢測 

簡文通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智慧產品五軸及車銑複合切削加工技術、

高速及精密製造、切削加工預測及最佳化

模式 

熊京民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真空鍍膜、工程教育 

王栢村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結構振動與噪音控制、電腦輔助工程分

析、智慧型材料結構系統、車輛動力學 

張莉毓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自動化檢測、奈米科技、製程技術 

陳永祥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自走車慣性導航、電子觀察員系統、程式

語言、人工智慧、電子觀察員、計算機結

構 

陳晧隆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精微加工、材料製程、常壓電漿應用、表

面處理技術 

黃惟泰 機械工程系 工學院 

精密機械製造技術、奈米流體/微量潤滑技

術、高速切削加工技術、微切削加工技術、

射出成型模流分析技術 

邱春惠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碳材、活性碳及咖啡渣對甲醛、氨及異戊

酸吸附 

邱瑞宇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空氣污染防治、土壤與地下水污染防治、

環境毒物特性及管理、環境衛生 

陳冠中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飲用水高級氧化及生物處理、廢水回收處

理技術、環境政策與管理、廢棄物資源化

管理 

陳庭堅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環境工程、土木工程、環境風險評估、土

壤污染整治、環境統計 

葉桂君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水污染防治、有

害物質處理、環境監測、環境分析、新興

污染物 

薩支高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影響評估、廢棄物

管理、土壤污染復育 

謝連德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毒物污染防制治、電漿處理技術、環境監

測、空氣污染 



 
 

82 
 

郭文健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廢水生物處理、厭氧醱酵及資源化利用、

人工濕地之規劃與設計 

趙浩然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環境衛生、環境健康暴露評估、生物偵測、

環境毒理、空氣毒物、環境分析、環境教

育、公共衛生 

陳瑞仁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環境工程、氣膠學、空氣毒物學、水污染

防治 

黃武章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固體廢棄物處理、生物毒性檢測、高分子

合成、環境科學 

黃益助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水處理技術、薄膜分離技術、環境教育與

溼地營造、環境調查與水質模擬、土壤與

地下水污染整治 

黃國林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環境工程、電化學技術、薄膜技術、燃料

電池 

謝季吟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工學院 
環境化學、環境分析、生物毒性檢測、生

態監測與評估 

顏才博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國際學院 
植物活性成分分析與應用、電子顯微鏡學 

學歷 

鍾惠雯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國際學院 
需求分析、行銷學、健康經濟、勞動經濟、

國際貿易 

卡雷納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國際學院 昆蟲學、病蟲害整合管理、城市害蟲管理 

邱亞伯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國際學院 生物化學、食品生物科技 

鄭達智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國際學院 
水產分子免疫及遺傳、奈米生物技術、水

產養殖 

李嘉偉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國際學院 免疫學、生理學 

王貳瑞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商業自動化、生產系統設計、流程管理 

黃祥熙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生產/作業管理、專案管理、裴氏網路、設

施規劃、決策分析、電腦整合製造、資訊

管理、供應鏈管理、人工智慧應用 

黃允成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決策分析與應用, 統計與數量方法之應

用 , 存貨理論與應用 , 物流與供應鏈管

理 , 賽局理論與應用 

何正斌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生產線平衡、標準工時 量測、人機介面設

計、工廠製程改善、人因工程、工作研究、

品質管理 

蔡登茂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生產管理、作業研究、 存貨管理、專案排

程、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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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祥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精實生產、綠色排程、系統模擬、系統化

創新技術(TRIZ)、資料探勘 

蘇泰盛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生產管理、物流管理、物料管理 

黃怡詔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決策資訊、醫院管理、 資訊管理、服務系

統管理 

吳繼澄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機率統計、可靠度分析 、統計品質管制 

洪宗乾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精實管理與生產、系統模擬、決策分析與

管理、品質工程、數學規劃 

林勢敏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科技創新服務模式、動 態系統模擬分析、

解分散式限制最佳化問題 

黃育信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人因工程、人與電腦互 動、複雜系統安

全、感性工程 

許耿誌 工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大一英文、進階英文、英

聽、 CSEPT、 TOEIC、文法結構、 聽力

教學、閱讀寫作 

林鉦棽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組織行為、人力資源管理 

張宮熊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財務管理、投資學、投資心理學、賽局、

休閒事業管理 

廖世義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電子商務、服務業行銷、網路行銷、產業

分析 

賴鳳儀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服務行為、運動行銷與管理 

沈慶龍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行銷管理、策略管理、知識管理 

許文西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財務會計、管理會計、成本會計、公司治

理 

蔡展維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策略管理、組織理論、品牌管理、內容行

銷、自媒體行銷 

白貿元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院 
大數據分析、商業智慧、製造資訊系統、

知識工程、服務科學 

李祥林 科技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院 
自動化生產系統、人工智慧、專家系統、

企業程式語言、企業流程創新 

張添盛 科技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院 
創意方法與創新管理、產品研發管理、生

產系統規劃、專利分析布局 

薛招治 科技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院 
智慧財產權管理、技術移轉、績效評估、

專利分析 

林聖淇 科技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院 
環境與農業工程、畜牧廢水汙染減量與處

理、土壤重金屬汙染 

邢天馨 科技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院 
語言學、聲韻學、臺灣南島語(臺灣原住民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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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雪琴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管理學院 

被服機構論、服裝製作及實習、被服構成

論、人間因子論、服飾人因工學、服裝設

計、工業打版、立體裁剪、內衣設計與製

作、帽飾設計與製作、精品服飾採購管理、

色彩學、服飾店經營、商品企劃、服裝表

演企劃、服裝畫、成衣電腦輔助打版、陳

列展示規劃、美姿美儀 

賴顯松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管理學院 

流行材料研發、布料創意設計、數位典藏

與加值應用、原住民、客家服飾文化創意

產業、時尚流行產業分析、家政教育 

王韻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管理學院 

行銷學、服務業行銷、行銷研究、商品企

劃、國際貿易、服飾商品學、消費者行為、

廣告促銷、採購學、零售學、服飾經營、

網路行銷、服務創業經營、行銷資訊系統、

服飾品質鑑定、織品材料學 

黃淑芳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管理學院 

跨領域藝術創作與研究 當代影像藝術

(Video Arts)創作與研究 當代(纖維)藝術思

潮與創作 織品/服裝設計 

洪仁杰 財務金融研究所 管理學院 
投資專案評估、財務管理、選擇權訂價、

期貨避險及農業金融等 

 呂素蓮 財務金融研究所 管理學院 
金融風險管理、金融市場與機構管理、財

務計量 

 葉一隆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院 
環境變遷風險評估、災害管理、灰色理論、

地下水流分流、農業用水管理 

毛冠貴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院 
土地法規、都市計劃、農村規劃法規、經

濟學、農村計劃、土地利用規劃 

盧惠敏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院 建築、景觀、文化資產、農村規劃 

周宛俞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院 
景觀規劃設計、地方創生營造、景觀健康

效益、景觀知覺、療育環境 

段兆麟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院 
休閒農業規劃與經營管理、大陸農企業、

人力資源管理 

陳灯能 資訊管理系 管理學院 
知識管理、電子商務、人工智慧應用、大

數據分析、文字探勘 

劉書助 資訊管理系 管理學院 
供應鏈管理、電子商務、決策分析、人工

智慧應用 

蔡玉娟 資訊管理系 管理學院 
資料探勘、影像處理技術、類神經網路、

資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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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旭陽 資訊管理系 管理學院 
分散式多媒體應用系統、行動計算與無線

網際網路、電腦網路 

童曉儒 資訊管理系 管理學院 

多媒體行動通訊、網際網路視訊串流、內

容派送網路、多媒體網際網路、分散式多

媒體系統、隨選視訊系統、無線與行動通

訊 

蔡正發 資訊管理系 管理學院 
資料庫與資料探勘、行動通訊網路、影像

處理、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劉寧漢 資訊管理系 管理學院 
多媒體資料庫、數位內容管理、資料倉儲

探勘、生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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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發展史及學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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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體報導 

屏科大高教深耕計畫積極培育金融科技人才兩年有成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程  (簡稱「財金國際學程」 )  執行教育部高教

深耕計畫，開辦「金融科技與金融資料探勘」跨領域特色微學程，兩年以

來已有超過百位來自本校財金國際學程、資訊管理系、車輛工程系、企業

管理系、獸醫系以及水產養殖系等不同領域同學修習。本年度財金國際學

程及資訊管理系學員參加由 A I 金融科技協會及國立臺灣大學聯合主辦的

「 2020 全國大專院校 AI 金融科技創新創意競賽」，在 154 隊參賽隊伍中，

本跨域微學程學員共有 14 隊 47 人入圍決賽，佔本競賽新創組及創意組總

入圍隊數的 4 成 5，共獲得新創組第 2、3 名及創意組第 3 名，另外共有 4

組獲佳作，屏科大並獲頒團隊獎之殊榮。  

    戴昌賢校長表示，屏科大執行教育部深耕計畫，特別重視跨領域的

教學與研究，近年來已組成超過 40 個跨領域教學及研究團隊，並在不同

跨領域間獲得相當之教學及研究成果。本次「金融科技與金融資料探勘」

教學團隊，在長達兩年的人才培訓過程中，已日臻成熟，更是本校不同科

系與領域教師間緊密結合，共創雙贏的合作模式。  

    本校財金國際學程主任洪仁杰教授表示，「金融科技與金融資料探

勘」跨領域特色微學程包含金融科技導論、金融資料探勘及區塊鏈實務等

課程。由本校財金國際學程及資訊管理系 3 位教師組成教學團隊，透過授

課討論、業師實務教學、上機實作、業界參訪、輔導學員參加「金融科技

力知識檢定」證照考試以及參加校外金融科技競賽等方式，全方位培育金

融科技人才。在相關競賽方面，兩年以來共有高達 21 隊入圍各類比賽決

賽，並有 10 隊獲獎，以及一個團隊獎項，總獎金近 10 萬元。財金國際學

程非常感謝本校戴校長的大力支持，更感謝資管系邵敏華副教授的指導，

讓修習「金融科技與金融資料探勘」微學程同學有機會參與金融科技競

賽，並厚植本身之金融科技實務經驗。  

    本校財金國際學程於 2015(104)學年度正式招生，國際化、英文能力

以及自大一開始自願性短期實習是財金國際學程最主要的特色，雖然學程

每年只招收十幾名學生，但目前為止約 20%本國籍學生有海外實 (研 )習或

交換經驗；學生表現更是十分優異，包括獲得 2018 年美國在臺協會舉辦

Business  Wri t ing  Contes t 優勝 (共 2 位同學獲獎 /全國僅 5 位 )； 2018 年及

2019 年連續兩年南區技專校院英文簡報競賽冠軍； 2019 全國大專院校英

文演講競賽季軍與優選； 2020 全國大專院校英文演講競賽佳作 (共 2 位同

學獲獎 )；入圍 2020 全國大專校院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青年倡議

英文提案競賽 (共 2 位同學獲獎 )；2019 第 9 屆全國大專財富管理競賽，在

決賽超過 128 隊中脫穎而出獲得冠軍；上述金融科技競賽則共有 6 隊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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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與資管聯隊 )入圍，兩隊得獎；另選送共 4 名同學至國銀海外分行 (中國

信託銀行胡志明分行 )及外國銀行 (泰國 LH 銀行 )實習，並受到報章媒體關

注並大幅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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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參與 2020世界綠色大學評比再創佳績！ 

    本校自 2014 年起至今已連續 7 年在世界綠色大學評比中榮獲全國第

1 名之殊榮，今年更創下全亞洲第 4 名、世界第 31 名的亮眼成績。相較

於去年，此次更新增了 132 所大學加入世界綠色大學評比行列，全球總計

84 國、 912 所學校一同參與，並於今年（ 2020/12/7）首次舉辦線上頒獎

典禮。在如此激烈的競爭當中，成果表現還比往年來的突出，除整體成績

提升外，主要在基礎建設方面本身就有優異的成效；在廢棄物處理項目方

面更以 (Upcyc l ing)  上循環高值化應用理念來提升廢棄物的價值，例如將

有機廢棄物 (廢棄樹枝 )  使其成為具有高價值的藝術品與生活用品；在水

資源方面，除全面使用節水用具外，透過環安衛中心的汙水處理廠進行汙

水再循環利用於校園沖廁及澆灌；在交通運輸方面則以電動公車繞行校

園，提供學生代步工具並降低校內汽、機車碳排放量，以達到節能減碳為

目標；最後在環境教育方面，本校在既有的環境教育基礎上，秉持環境永

續發展的精神，透過課程安排、校園活動及網路的推播，持續在綠能環保

專業技能及綠色人才培育上充分展現屏科大於環境教育的強項。  

    張金龍總務長表示：「在能源與氣候變遷的評比方面，本校因校園

佔地廣闊、用電量需求甚高，為了降低用電度數與碳排放量，校方在今年

已將校園路燈及教室內的燈管替換成 LED 省電燈具，並陸續汰換舊式冷

氣改為變頻式冷氣以達節能目的，也在校園內增設太陽能板，利用再生能

源的產出來提升綠能的使用比例。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本校也榮

獲 2020 臺灣永續企業獎中的大學 USR 永續方案獎，獲得此殊榮除受到肯

定外，本校也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為理念，持續推動校園永續與

大學社會責任並輔導地方創生來達成永續地球的目標。」  

    世界綠色大學評比是由印尼大學所主辦，並以 6 大指標（學校所在

與基礎建設、能源與氣候變遷、廢棄物處理、水資源、交通運輸、教育等）

來評估大學在推動永續及環保上的成果，自 2010 年開辦以來，獲得全世

界多所大學共同響應。最後讓我們再次恭喜屏科大於 2020 世界綠色大學

評比中榮獲耀眼的好成績！！  

海外分行 (中國信託銀行胡志明分行 )及外國銀行 (泰國 LH 銀行 )實習，並

受到報章媒體關注並大幅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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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轉農業」團隊開發微生物製劑成功創業 

    生物科技系陳又嘉教授帶領博士班學生張軒綸、陳思瑋等同學與系

友方捷組成「 FUN 轉農業」團隊，以微生物應用為發想開發光合益生菌

培養包，利用產生光合菌促進植株根部發展的生長素（吲哚乙酸與 5-氨

基酮戊酸等），產品也同時內含具複合固氮、溶磷能力的芽孢桿菌屬，同

時於作物的生長與生產力，形成加乘效果。產品於萬丹紅豆田使用 8 週

後，減少 30%的肥料使用、增加 10％的收成，對於農民、環境產生雙贏

的效果，更使收穫的紅豆成為符合綠色農業的農產品。該項發明未來不只

可引導農民正確使用及生產土壤益生菌，促進友善農業的政策開展，且又

能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規畫。絕佳發明獲獎不斷：教育部「 U-sta r t 創新

創業計畫」通過第一、第二階段選拔，在全國 246 隊中脫穎而出，獲選為

績優團隊，並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榮獲教育部頒發獎狀、獎盃與 75 萬元

創業基金、同時拿下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創業概念海選計畫「農

業益生菌發酵培養膠囊開發」及「好客餐桌 ·職人再造」跨域整合產業行

銷推廣計畫入選店家，並獲獎勵金 20 萬元。團隊亦協助輔導紅豆青農取

得「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經營計畫」，並獲補助 27 萬元。  

    本校戴昌賢校長表示：「屏科大是以農業科技起家，此次生技系陳

又嘉教授所指導的 FUN 轉農業團隊，透過團隊自身所研發的成果與市場

結合，不僅能在過程中達到教學相長的成效，藉由這樣的正向循環也讓學

生在未來能有更多的啟發。」生技系胡紹揚主任說 :  「生物科技系致力於

培養學生具備農業生技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創新研發，鼓勵師生將實驗室研

究成果商品化，本次獲獎團隊學生於屏科大生物科技系接受完整的碩、博

士訓練，團隊學生將微生物開發成生物製劑產品，提升農作物生產，降低

肥料與藥物使用，降低環境生態破壞，是系上培育學生成果的具體展現，

同時可作為未來有志投入創業學生的學習典範，我們期待也歡迎更多的生

力軍加入屏科大生物科技系的行列，一起為農業的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生技系陳又嘉教授說：「 FUN 轉農業團隊以友善傳統農業的施肥及用藥

等單一需求方式，找到更多促進植物生產與健康的微生物使用策略，不只

助於推動永續發展，更促成農民、消費者與環境三贏的農業。」 FUN 轉

農業團隊代表張軒綸同學說：「我們團隊透過分享微生物應用與促進友善

環境將所學知識與專業能夠學以致用，有了 U-star t 計畫提供舞臺能夠實

現理想，未來將繼續精進研發，給糧食生產更好的土地環境。」  

    微生物雖然無法透過肉眼直接看見，但卻是農業上重要的幫手，使

用有益微生物可提升作物免疫力抵抗病蟲害與病原菌， FUN 轉農業團隊

主要以提供以研發的有功能性 (Funct ional  ;  F)的微生物發酵培養套組、增

加效益 (Ut i l i t y ;  U)的教育課程傳遞農業微生物的知識與使用觀念，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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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簡易培養方式，讓農民自主簡單操作使用進而降低成本，以及對於自然

保護 (Natu re  ;  N)的永續經營理念。  

    在屏科大育成中心的協助下，取得輔導金 15 萬元，進一步成立「樂

鑫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益生菌發酵培養膠囊』，只要加水就可以

培養益菌，大幅簡化現場使用的程序，目前已開始提供農業益生菌發酵培

養技術服務，讓萬丹田間與枋寮漁場等客戶可現地穩定量產益生菌，依據

土地健檢結果引導農民適時地補充活性益菌。樂鑫生技也能協助將農產品

加值，因應產季調節或將品相較差的紅豆，透過固態發酵技術製成「菌酵

紅豆寬麵」，可讓產值提高 5 倍。  

    屏科大在科技農業上的成果展現，不只學術教育領航，亦能透過校

內眾多行政單位媒合輔導，一路陪伴學生從加強實力、獨立研究研發到創

業公司，讓同學專業養成之外，又能密切關注產業需求和全球趨勢，配合

育成中心提供企業診斷、教育訓練與技術輔導，讓學生在創業的路上，走

得更加長遠穩固，期許未來能讓臺灣的科技農業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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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科大成功解碼健康禽類 DNA 

    由本校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莊國賓教授帶領學生團隊「大鴿基因工

作坊」，於（ 7/17）在「第 15 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裡從 428 組

隊伍中脫穎而出，並榮獲創業構想類 -創新服務組亞軍殊榮。  

    本校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創立已 15 年，為全國大專院校中最早成立

且唯一動物疫苗相關研究所，具有「動物疫苗先導工廠」、「動物疫苗及

佐劑技術研發中心」，致力於臺灣動物疫苗及佐劑產業關鍵技術之開發。

為解決禽類動物等疾病問題，莊國賓教授的「動物基因篩選技術」可以使

大量樣品同時進行篩檢，大幅縮短檢測時間，並達到預防重於治療的效

果，且檢測費用經濟實惠，可以降低民眾或動物園培育禽類的成本。  

    莊國賓教授研究團隊具有「動物基因篩選」、「育種配對技術」、

「疾病預防與治療」、「健康管理」、「保健食品」等研發能量，且長期

關注國內外禽類市場需求，和推廣國內禽類運動發展等協會合作宣導科學

化管理，在與飼育者溝通中深入了解禽類飼養所遭遇的各種困難，透過

DNA 分子生物技術篩選出抗病優良基因，來達到禽類健康管理與育種配

對的優勢，進而繁殖培育體質好、抗病力強的精良品種，大幅提昇禽類飼

育管理的問題。  

    此團隊獲獎後，持續接受該校創新創業與育成的輔導，透過 DAMO 

DAY 增加募資機會，申請 U-star t 創新創業計畫及競賽，並將創新成果數

據化，建構完整的禽類基因型資料庫，並複製成功模式運用在瀕臨絕種鳥

類疾病治療及基因保種進行復育相關研究，對於以農立校 96 週年的屏科

大，實為大學社會責任的最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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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匠師黃俊傑教授以木之華祝賀總統就職國安民樂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黃俊傑教授，精湛的工藝創作表現，受到總統府

青睞，獲邀府方委託設計製作 2020 總統就職典禮「中華民國之璽」、「榮

典之璽」等重要印鑑之基座及托盤。黃俊傑教授以華夏千年文化精神「鼎」

為意象，襯托國家至高尊崇的二方國璽，托盤設計以臺灣野百合強大生命

力與和平語意為象徵，並於花中鑲嵌臺灣玉石，襯托氣度與理念，為國家

祝賀。黃俊傑教授在傳統榫卯工藝上爐火純青的技能讓他獲獎無數外，自

身的理念與價值觀更透過作品的展現並教育給學生。今日（ 6/19）特舉辦

黃教授的作品展示及成果發表，將臺灣木工的職人精神傳達給社會大眾。 

    本校戴昌賢校長說：「為了要能達到永續，我們希望對各種所生產

的資材能夠充分利用，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夠加值和保存，此次木設系良好

詮釋出利用木材來淋漓盡致展現我們的循環經濟，也讓學生共同習得黃俊

傑教授在木製工藝上的執著與努力、也看見永續精神的最佳表現。」木設

系黃俊傑教授表示：「創作此次的作品是為國家所典藏，也是一輩子跟著

我們的國旗所世代傳承，在設計創作當中都是選用臺灣一級的木材，能夠

為國家貢獻也是我最大的榮典。」  

    「哲學為科學之母、科學為設計之父」原是修習木工化學專業的黃

俊傑老師以此觀念，將各種不同技能融合在木材工藝，不只讓他能夠靈活

應用材料的特性，得天獨厚的美學天賦更是讓他的作品充滿中華文化元素

又帶著現代藝術，古往今來巧妙的結合再一起。他認為「工」代表技術、

「藝」則為設計者的意念，兩者相輔相成必能成就一個好的作品。如本次

受邀製作的總統就職典禮玉璽底座及托盤的創作也具有深遠寓意。國璽代

表國家法統，在底座上選用千年臺灣肖楠象徵法統傳韻千年，搭配臺灣櫸

木以傳統榫卯鑲嵌技法完成底座，而托盤的設計更為典雅，將代表生命力

及和平的臺灣野百合意象結合綿延的草藤，祝福國運千年安康、雨露均霑

廣澤庶民，使用傳統榫卯及陽雕技法，在野百合中心點綴翠綠玉石，如臺

灣人民內蘊的良善，璀璨不刺眼曖曖內含光。  

    黃俊傑教授為木工育才付出的熱血是來自於母校臺東公東高工創辦

人  錫質平神父的一句叮囑：「好好教木工」而立下的志業，在教學的生

涯上，一路從公東高工、民間公司、臺南職訓中心到屏科大，皆以始終如

一的教學理念傳達給學生，希望在日漸式微的師徒制木工教育上，能教導

學生應用科學理論及技術經驗相輔相成的方式傳承技法，同時鼓勵學生不

能空有技而無心，應多多強化自身對社會人文的關懷，將傳統事物活化於

當代，創新思維打造個人品味，才能激發更多創意的泉源。為了能更廣泛

的推廣木工且培力人才，黃俊傑教授與臺南永興家具自 18 年前起便共同

合辦臺灣唯一體制外的專業木工學校－「魯班學堂」，提供各界人士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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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培養出許多木工界的專業職人，目前學堂已開枝散葉遍地兩岸三地

成立眾多工坊，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木材工藝傳統技法雋永傳承。  

    黃俊傑教授如現代魯班，授予並鍛鍊學生傳統榫卯工藝美技，更強

調作者應持有良善謙和的內涵，才能使美技加乘。黃俊傑教授爽朗的笑聲

與充滿靈性的內在，讓他的作品即使靜置於前，都能在光影之間看見猶如

振翅的蝴蝶，閃亮著專屬於作品本身的光彩，絢爛卻不奪目，精緻又貼近

生活。帶著自身獨有的哲匠驕傲與信念兢兢業業從事木工 40 年，眼前看

見的不僅是一件精雕細琢的木製工藝，而是一個工藝大師的視野，延續木

材生命、傳承文化技藝，木之華的香氣飄散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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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遠見雜誌》USR大學社會責任獎 屏科跨組獨奪雙楷模 

   為鼓舞更多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遠見雜誌》今年首度增設  「大

學 USR 傑出方案」評選，分為「生活共榮」、「產業共創」、「生

態共好」等 3 組提供全國各大專院校報名。經過書審、面審等兩階段

的考核，從全臺近百件的報名方案中以獲獎率僅 8.2%奪下雙楷模的

殊榮。分別為森林系陳美惠教授領導團隊以「蜂起雲湧 •青年當歸——

與森林共存的里山林下經濟計畫」拿下生活共榮組楷模獎、及野保所

孫元勳教授團隊「農民好福鷹——以猛禽作為友善農業的指標」奪下

生態共好組楷模獎，為本次評選中全國唯一雙入圍且雙獲獎的學校。

本日（ 4/28）舉行頒獎典禮線上直播，由戴昌賢校長出席領獎。  

    戴昌賢校長受獎時表示：「大學社會責任應放下學術的高姿態，

以體驗、實踐為主要服務目的，深入社區，與居民共同發掘問題，並

找到解決的辦法，在環境、經濟、文化等面向都能永續發展，期許屏

科大繼續努力也能與其他學校互相交流，共創大學社會責任的真諦。」 

    森林系陳美惠教授帶領的社區林業中心自 2006 年開始長期深耕

地方至今 15 年，服務範圍擴及臺 26+200 線恆春半島、臺 27+臺 20

線高雄市六龜區、臺 24+185 線屏北原鄉，以延續原鄉文化與守護山

林環境的永續目標創造社區發展根經濟，同時培力部落居民因應極端

氣候的韌性能力，於 2018 年開始結合教育部 USR 計畫推動林下經

濟，讓生態旅遊和林下經濟雙策略並行。陳美惠教授團隊不只導入專

業的森林生態經營模式，更長期蹲點社區陪伴居民搭起政府部門、民

間社團、在地民眾等各界溝通的橋樑，獲得許多社區部落的信任與讚

賞。致力推動林下養蜂、大武森雞、段木香菇助於生態平衡且創造產

值的林下經濟，目前已建立 13 處林下經濟示範區及校內 2 個教學基

地，為社區培力專業的根經濟種子。  

    野保所孫元勳教授帶領鳥類生態研究室研究員林惠珊和洪孝宇

等人，為挽救在臺灣瀕臨滅絕的黑鳶，自 2011 年起與臺灣猛禽研究

會密切合作，透過農委會林務局、防檢局、農糧署、屏東縣政府等單

位的協助之下，展開一連串的「黑鳶研究保育計畫」，且經過該團隊

研究發現臺灣自 80 年代以來的田間過度用藥毒鼠、毒鳥等化學防

治，造成生物鏈頂端的黑鳶被間接毒殺，不僅帶來食安隱憂，且造成

農田生態系失衡。為了解決問題，團隊在 2014 年起輔導農民成立「老

鷹紅豆」品牌，推廣機械播種降低鳥害、不毒鳥、不用落葉劑、符合

產銷履歷規範的紅豆， 2016 年獲得全聯社認同採購，至今已有超過

100 位農民加入老鷹紅豆契作，面積達 220 公頃，並創下全臺規模最

大的食農教育紀錄，總共約兩千人參與紅豆播種和採收活動。而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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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以食物鏈概念，為生物防治找到更友善的方式：於空曠田區架

設猛禽棲架吸引「捕鼠高手」黑翅鳶停棲捕食，減少田間的鼠害問題。

目前在全臺遠至金門已成功架設棲架超過 50 處。其中臺中霧峰因農

友反映熱烈，霧峰農會推出新的友善農作品牌「黑翅鳶米」，自 2019

年無農藥無化肥的耕作面積已達到 50 公頃。  

    屏科大以農立校，更因農業而串起工、管、人文、獸醫等領域

相互合作加值，自詡為社區的好鄰居，協助農民生產技術上的改進，     

亦將生態保育永續經營作為校務發展方向。本次獲獎的兩個團隊不只

長時間深耕社區，並以夥伴的姿態守護服務的物種或是鄉里，獲得民

眾信任熱烈支持，屏科大的 USR 才能在各地開枝散葉，未來也將繼

續以大學社會責任的理念繼續為社區努力，組成更多跨領域團隊提供

在地多元的協助。  

    感謝遠見雜誌的肯定，也期許未來不只校內繼續串聯，更希望

與國內外其他學校合作共同為美好世界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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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林業研究團隊榮獲「2019國家農業科學獎」最優團隊 

    農委會為表彰國內優秀農業科研人才投入具潛力的三生產業，
首度辦理「國家農業科學獎」，今日 (12/30)在農委會頒獎典禮揭曉得
獎名單，本校森林系陳美惠教授所帶領的社區林業研究團隊，長期推
動農業跨域加值及產業創新發展的成果，脫穎而出，榮獲「 2019 國
家農業科學獎」最優團隊。  

    社區林業研究團隊長期深耕地方，呼應國際里山倡議的精神，
組成產官學社研的跨域專業團隊，投入里山資本的保全及活化。 15

年來，在屏東臺 26 線、臺 24 線、屏 185 線、高雄六龜區等地，致力
於發展友善環境的根經濟，研發生態旅遊、林下經濟、循環農業與產
業六級化的社區發展模式，並在高雄市六龜區成就了全臺灣第一個社
區參與經營的自然保護區。  

    而近幾年來在臺灣討論熱烈的林下經濟，研究團隊帶領山村居
民一起養蜂、種植蕈菇與金線連，從生產技術到人才培育，開辦培訓
班培養來自全國各地的社區居民，並在學校設立森林養蜂場及段木香
菇場的人才培訓基地，教導學生及社區居民相關技術知能；也媒合農
產品加工製造加值，推出素菇鬆、蔬活湯、黑木耳露、五穀冰棒等；
一直到行銷端的服務與銷售，協助辦理 185 農夫市集等，全面整合
一、二、三級產業，優化產業結構朝六級化發展。這一切的努力都是
為了要透過照顧社區部落生計，使環境得以永續，文化得以傳承。  

    計畫的成功與否，人的因素至為關鍵，陳美惠教授長期從事社
區林業工作，箇中滋味了然於心。她帶領團隊，堅持以社區營造的精
神在整個產業發展中全程陪伴，與部落民眾一起為森林多元經濟與里
山的延續而努力，多年下來與部落族人建立了互信的夥伴關係，是各
項工作得以順利推展的重要關鍵。  

    今日承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頒發的「 2019 國家農業科學獎」最
優團隊獎項肯定，不僅實至名歸，亦讓全校師生與有榮焉，在此表達
最深的恭賀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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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前瞻視覺實驗室征戰國際獲世界冠軍 

    資訊管理系許志仲助理教授帶領的前瞻視覺實驗室  (Advanced 

Compute r  Vi s ion  Laborator y,  ACV Lab)  ，培養同學利用資訊管理技
能，順應 AI 發展趨勢，將電腦視覺與深度學習兩大面向導入教學，
提升同學在軟體設計與時事敏銳度，設計出眾多益於網路社群以及生
活應用的專業程式。資管系大三李俊毅同學、吳紹民同學參加多媒體
領域國際頂尖會議 ACM Mul t imed ia  2019 所舉辦的 Socia l  Media  

Predic t ion  Chal l enge(SMPC)競賽獲世界冠軍。曾文海與楊皓珽同學，
參加電腦視覺領域最頂尖會議 IEEE ICCV 中自駕車的預測競賽獲世
界第 3 名的佳績。碩二研究生莊易修，在 2019 國際上影像處理領域
頂尖研討會  IEEE ICIP  中獲 IC IP 最佳學生論文獎，成為本年度 IC IP

唯一獲得學術獎項之臺灣團隊。其研究室優異成果統計至今學生分別
在國際各類競賽獲得 6 次及國內競賽獲得 2 次的優良成績殊榮。  

    戴昌賢校長致詞表示：「資訊管理隨著時代的進步，同學們也
必須與時俱進，一同走在時代的尖端，運用最先進的知識來提升屬於
他們未來的良好競爭力，也希望透過跨領域整合讓資管系的成就能與
不同領域相結合，共同創造出屏科大未來的一大特色。」資管系陳灯
能主任說：「我們希望可以把「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兩大技術
課程規畫得更扎實，讓我們的學生習得該技術可用於各個領域，相信
同學在未來所謂的「大資工時代」或是「人工智慧時代」都會有非常
好的就業競爭力。」資管系許志仲助理教授說：「前瞻視覺實驗室抱
持最大的理念是希望同學可以透過競賽來磨練自己的實力並提升自
己專業技能。另一方面是現今少子化社會，目的也在培養同學具有實
戰能力且能引發學生學習的共鳴之處，藉此可以吸引更多的學生前來
就讀。」  

    資訊管理系前瞻視覺實驗室  (ACVLab)  培育同學參與國外賽
事並以「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相關的競賽屢獲佳績。 ACVLab

主要研究方向分為「電腦視覺  (Computer  Vis ion )  」結合「深度學習  

(Deep Learn ing)」 之相關應用，例如「自駕駛  (Autonomous  Driv ing)  

視覺輔助系統」、「偽造影像的辨識  (Fake  Image  Detec t ion)」、「車
輛 重 識 別  (Vehic le  Re - ident i f ica t ion) 」 、 「 車 輛 偵 測  (Vehic l e  

Detect ion ) 」 、 「 社 群 媒 體 點 擊 率 預 測  (Socia l  Med ia  Popular i t y  

Predic t ion)」、以及「影像超解析度  ( Image Super -Resolu t ion )  」等，
透過專業學習與實際參與國際賽事，練就一身好本領。  

    資管系大三李俊毅同學、吳紹民同學參加的 SMPC 競賽主要以
大量社群媒體的統計資料、照片與其 EXIF 等細節，採用「高階與中
階 語 意 資 訊  (High-  and  Middle - l evel  Semant ic  Features) 」  與
「Meta-dat a」研發出了一套「Mult imodal  Featu re  Mining  (MFM) 技
術」，可同時探索不同種類的資料特徵，進而精準預測出發文的點擊
率。若能靈活運用此技術，廣告公司便可以輕易的找出具有潛在熱門
文章預測出來，將廣告置入，且最大化其收益程度。  

    專題生曾文海與楊皓珽同學，參加電腦視覺領域最頂尖會議
IEEE ICCV 中自駕車的預測競賽，運用技術開發出一種「快速前饋
神經網路  (Feed-Forward  Deep Neural  Network)」來擷取時間軸的資
訊 ， 解 決 計 算 複 雜 度 過 高 的 問 題 及 發 展 一 套 「 多 模 計 算 模 組  

(Mul t imodal  Comput ing Module )  」快速且精準的預測下一秒自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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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盤角度與油門速度，除榮獲世界第 3 名的佳績外，更獲邀到會
議演講交流，讓世界看見屏科的實力。另外 ACV Lab 的碩二研究生莊
易修研究能量也是世界頂尖，在 2019 國際上影像處理領域頂尖研討
會  IEEE ICIP  中，執行許志仲老師之科技部計畫之研究成果 -「偽造
人臉影像之偵測」獲得接受且評選為口頭論文發表，更在多達 2071

篇 論 文 投 稿 中 獲 得 「 IC IP 最 佳 學 生 論 文 獎  (Bes t  S tudent  Paper  

Award)」，成為本年度 IC IP 唯一獲得學術獎項之臺灣團隊。  

    「深度學習技術」在近年來快速成長崛起，各大企業、研究單
位無不積極導入該技術，科大體系重視實作能力，積極鼓勵 ACVLab

旗下的學生積極參與相關應用的國際競賽，藉此磨練經驗並認識最先
進的深度學習技術，強化自我能力未來就業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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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騰教授獲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蝦專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養蝦專家鄭文騰特聘教授致力於

水域環境生態保育、養殖蝦類之環境研究、利用生物性廢棄物研發水

產動物機能性保健添加劑、自發酵產品分離特殊性益生菌，作為生理

免疫調節劑與養殖水質改良劑，建立智慧養殖新技術，嘉惠養殖漁民

引領產業科技，貢獻卓著，今年榮獲「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鄭教授為屏科大校友，服完兵役後即回校服務並同時至臺大進

修取得博士學位，至今已從事教學研究工作逾 35 年，研發成果豐碩，

至今已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105 篇、具有 10 件國內外專利及完成 10 件

技術轉移的產學合作案。任職系主任期間，推動完成水產系多個重要

的「全國唯一」，如：全國唯一技職院校具有大學部到博士班完整學

制的水產養殖系、全國唯一設置「水產科技飼料實習廠」及「產業化

水產養殖實習場」的大專院校系所，提供師生完善的實習研究場域，

同時建立他校學術交流及產學合作基地，每年為國家培育出眾多的水

產養殖專家、管理及研發人才。在學術外交方面也不遺餘力，曾協助

國合會進行非洲查德、甘比亞、布吉納法索及東南亞印尼、馬來西亞

等國評估其水產養殖產業發展狀況，作為臺灣援助邦交的重要依據；

輔導推動輸出大陸甲魚養殖場登錄管理，確保產品衛生安全及輸銷程

序符合該地規範，提升臺灣甲魚品管及暢通銷售管道。  

    鄭文騰教授說：「為因應食安問題，減少消費者對魚蝦使用過

多抗生素的疑慮及解決天然的農業生物性廢棄物的問題，於是研究以

大型海藻、布袋蓮、香蕉皮、可可果莢等，去萃取天然生物活性物質

製作水產動物機能保健劑，並利用發酵產品分離特殊性益生菌，作為

生理免疫調節劑與養殖水質改良劑。經實驗使用這些其添加劑後，蝦

類養殖常見的環境緊迫生理與免疫抗病等問題，皆獲得良好的改善，

有效提升養殖環境公共衛生，同時也改善不當用藥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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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教父王鐘和教授榮獲十大農業專家 

   本校農園生產系主任王鐘和教授多年來致力於有機農業、農田土壤生產力增進、

農牧廢棄物循環再利用及作物合理化施肥等農業科技之研究，並將研發成果發表於

各類學術期刊、雜誌、技術專書及各項研討(習)會專刊中，共計 700 多篇，對臺灣農

業科技之提昇頗有助益。並積極從事有機農業知識傳承，培育農業專業人才，提昇

農業專業人員智能，甚具貢獻，進而被尊稱為「有機農業教父」。王教授曾獲頒中

華永續農業協會永續農法傑出學術獎、永續農法傑出事業獎，以及中華土壤肥料學

會學術論文獎等獎項。今年獲選第 42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戴昌賢校長說：「本校連續 8 年有教師榮獲十大農業專家，表示本校教師在農

業方面無論是學術、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及農業推廣均有卓著的貢獻。王教授學養

俱佳，為推廣及落實臺灣的有機農業，全省走透透，對於臺灣有機農業及農業永續

生產科技之提升、農業環境與農產品品質之維護及臺灣農民經營管理技術水準之增

進，貢獻卓著，頗受各界肯定，當選今年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實至名歸。」。

農學院陳福旗院長表示，全臺任何地區有機栽培的農場的經營者，幾乎都上過王鐘

和教授的有機農業課程，甚至馬來西亞臺商也來請益，是配合新南向政策，推動食

安作物人才培育的重要人物。」 

    王鐘和教授自許是有機農業志工，任教期間開設許多博碩士班及大學部課程，

諸如:有機農業、永續農業、有機質肥料生產及土壤與肥料等課程，傳授農業科技知

識，培育青年學生成為農業專業人才。在擔任學校農業推廣委員會推廣教授期間，

積極推廣農業知識給農業技術人員及農友，造福農民。王教授長期擔任財團法人全

國認證基金會有機驗證機構審議小組委員兼召集人，並擔任農委會友善環境耕作推

廣團體審查小組委員，積極提供建言，對我國有機產業的發展助益良多。 

     王教授目前亦擔任臺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理事長、中華永續農業協會副理事長

及相關農學團體職務，積極從事有機農業、農業永續經營管理、有機質肥料製作與

應用及經濟作物施肥技術等農業技術之推廣教育。亦受邀眾多機關團體之農業課程

講座，將畢生所學皆傾曩相授。尤其辦理為數甚多的有機農業講習會與訓練班，教

導農友及學員有機栽培技術，增加有機農友的經營能力，及舉辦消費者有機農業教

育宣導會，增加對有機產品的瞭解，促進有機產品的行銷。 

    王教授撰寫甚多農業科技教育文章，分別刊登於臺灣有機農業技術要覽、永續

農業、堆肥製造技術及作物有機栽培等眾多專書中。另外，亦有甚多農業技術文章

刊登於技術服務、豐年、農業世界等農業推廣雜誌，傳播農業知識，造福農業經營

者。其中撰著「有機農業面面觀」系列文章共 63篇，頗獲各界人士的好評，提供有

機農業經營者良好的參考，增進其競爭力。 

    近年來除接受政府單位補助從事相關農業科技研究外，也與農業產業界合作，

協助產業界發展。並參與拍攝農業教育影片，宣揚推廣有機農業及永續農業等知識，

也曾多年擔任勞動部產業人才培訓與多元就業輔導方案諮詢輔導委員，輔導相關團

體協助失業、弱勢及想轉業的人士認識農業及有機農業之知識及技術，協助不少社

會人士投入有機農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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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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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電話：+886-8-7703202 

地址：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信箱 

陳又嘉 研發長 6050 ox@mail.npust.edu.tw 

陳與國 主任 6284 chenyk@mail.npust.edu.tw 

李秀珍 經理 6571 joanli@mail.npust.edu.tw 

黃彥騰 專員 6572 yt728@mail.npust.edu.tw 

海外僑臺商服務窗口：李秀珍經理、黃彥騰專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僑臺商服務專區： 

 

 

LINE諮詢專線 

 

專利技術媒合平臺 

網址：https://reurl.cc/Q73n8b 

 
屏科大學生實習廠商合作需求登記 

網址：https://reurl.cc/NX6aae 

 
屏科大就業平臺廠商求職登記 

網址：https://reurl.cc/YW6lja 

mailto:chenyk@mail.npust.edu.tw
https://reurl.cc/Q73n8b
https://reurl.cc/NX6a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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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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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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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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