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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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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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東海大學是一所卓越學術典範的基督教大學。我們有非常優良的傳統，如

『求真、篤信、力行』校訓的核心價值，以及『開創與實踐』的立校精神。不

僅校園優美、師資優良、重視通才教育，過去60多年為國家社會培育了許多人

才，校友在海內外不同領域都有傑出表現者，迄今共有11位校友榮膺中研院院

士。東海大學與臺中工業區、精密機械園區、軟體工業園區、中部科學園區、

教學醫院為鄰，藉地利之便，東海大學成為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的重鎮、並已

經連續8年得到教育部生醫及新農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在生技醫藥、智

慧製造、軟體開發、綠能永續等國家重點領域都有卓越的成果。 

本校為響應科技部政策於2021年加入國際產學聯盟（Gloria），目標是以

現有智慧醫療生技、智慧製造與農業的基礎，往上升級與加值。建立經由統整

校內研發能量、鏈結產業需求的平臺，促進產學合作、專利技轉、人才培育，

以提供國內產業的創新轉型與國際的合作，並朝向自主營運，達到承先啟後的

任務。同年7月，AI 中心經 Gloria 協助申請經濟部價創2.0，通過初審，期待能

成為國家政策之「工業4.0」中，專注於傳統產業轉型智慧製造，會聚產官學研

期望的生力軍，也是肯定東海大海深耕產業的里程碑。 

海外僑臺商深耕全球各地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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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僑民與各界連結及合作，期許東海大

學能夠協助海外僑臺商產業升級，推展國際產學合作，共創新局。 

 

東海大學  校長王茂駿 

 

          

 

2021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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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 

(一)學校特色 

東海大學是一所具有悠久歷史、卓越典範的基督教大學。東海大學的使命為

實踐求真、篤信、力行的立校精神，凝聚師生力量，發展與建構跨領域學習與研

究之創新模式與環境，培育專業、宏通、多元、開創的東海人。並強調與發揮學

校對社會的貢獻與影響力。本校最大的優勢為博雅通才與自由校風的傳承、廣大

且傑出校友的資源、產業聚落中心的環繞、精實與穩健財務的管理、以及完整且

優良師資的結構。迄今為止，東海大學共有 11 位校友榮膺中研院院士。近年

來，隨著大臺中地區的迅速發展，本校與臺中工業區、航太園區、軟體工業園

區、中部科學園區、教學醫院等為鄰，其產業涵蓋傳產、光電、軟體、航太、生

技、臨床醫療。藉由地利之便，本校積極參與科技研發，推動跨領域產學合作

案，建立人才培育及跨領域學術研究的重鎮。創新人才的養成已成為東海大學未

來辦學的重要目標之一。 

為建立友善的創新創業生態環境，東海大學已開始由上而下齊心擾動，憑著

「開創是我們的格言」的東海精神，實現東海大學成為國內創新創業示範學校的

目標。目前，本校產學與育成中心已建立一套完整的「一站式服務」機制 。結合

「創新創業中心」及「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整合校內相關組織與學程，建立

銜接前育成階段(創意創新)與後育成階段(創業)之創新創業培育流程，積極營造

能孕育師生創業的優質校園環境。 

為提昇東海大學的學研能量，董事會自 2012 年啟動了為期三年的「全球環

境暨永續社會發展」（Global Research &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簡稱 GREEnS）計畫，每年挹註 5000萬以推動結合“Culture”與“Nature”的理

念，發展永續環境及提昇生活品質為導向的頂尖研究。而本計畫團隊成員大部份

均參與 GREEnS計畫，其中有三位教授並擔任五大領域的計畫總主持人，對提昇

東海大學的研發能量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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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最近，東海大學與亞馬遜 AWS 攜手合作設立雲創學院；與臺灣人工智

慧學校合作設立中部經理人班；與臺中榮總推動智慧醫療；與手工具及板金協會

共同推動產業智慧轉型，成立智慧轉型中心，並提供學生實習場域。2019年成立

「大渡山-東海 AI 中心」，以三年近三億的經費挹注全校性 AI 課程發展，與產

業連結。運用數位科技創新校園學習環境，提升東海學生的 AI 核心能力。學校

已達成共識，明確擬定將智慧建築、智慧生態與環境、智慧製造、智慧醫療作為

東海大學產業落地，未來整體研究發展的目標。 

為因應科技部推動「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本校曾由研發處盤整校級中心單

位及其研發能量，透過聯盟群聚效應，鏈結中部的產業及法人學研機構的能量，

匯集校內小聯盟團隊與頂尖學者專家團隊，經多次會議媒合與評估，審慎推出研

究暨產業合作團隊，將多年累積的豐碩研究成果整合成立「產業聯絡中心」，目

標在兩方面，成為前瞻創新協助產業的團隊，培育多元、跨領域且國際化之專業

人才。東海大學整合九大學院的人力資源和設備，運用現有頂尖核心技術，如真

菌黴菌檢測技術、微生物胜肽開發、智慧農業、保健食品、智慧醫療與雲端服務

平臺、藥物開發與製造、及軟體工程技術等。在科技部小聯盟的基礎下，結合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簡稱 TAF）認證實驗

室及校級共同貴重儀器中心之頂尖儀器，配合過去深耕臺中工業區、科學園區、

精密園區、醫療中心等地利優勢，發揮團隊合作。未來，東海大學國際產學聯盟

（簡稱「THU GLORIA」）將針對在智慧農業生技、智慧醫療生技、智慧製造三

大領域，籌組跨校域團隊推動前瞻核心技術研發，並提供優質的技術服務、擴大

國際資源的連結，以因應現今科技與環境的變革，同時為臺灣帶動科技發展、環

境改善及 AI智慧產業，聯盟最終將實現永續自主營運之目標。 

為此，在由中興大學主導的中區科研產業化平臺的框架下，東海大學的

「THU GLORIA」推動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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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鏈結國際產學合作平臺 

東海大學臨近臺中工業區和臺中科學園區，以及中區大型的醫學中心及醫療

院所，具備推動產官學研合作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長期以來與中部的產業、民

間團體、技轉中心及學研單位進行合作，已形成了關係密切，穩定發展的策略聯

盟。六十多年來，培育的傑出校友遍佈全球。透過「THU GLORIA」建構的國際

產學合作平臺，將更有效整合並擴大校內教師的產學能量，加強產業與校友的鏈

接，並透過平臺的有效運作及經驗累積，在三大主題領域促成更多創新產學合

作，並強化國際鏈結。 

目標二：校內產學合作組織架構之調整 

透過「THU GLORIA」，在既有之研發處的架構下，成立東海國際產學聯

盟，聯盟下新增「產業聯絡中心」作為校內外聯絡窗口，並整合校內產學合作、

創業育成、研發管理與技術授權四大功能，提供一條龍整合式服務。未來聯盟運

作將由產業聯絡中心與行政單位（研發處）緊密合作。對外由產業聯絡專家做為

進行洽談窗口，對內則能更靈活的根據產業的需求組織研究團隊來協助解決廠商

的問題。調整後的產學推動架構將能更有效的媒合各項產學合作，並將研發成果

擴大推廣。 

目標三：校內研發能量之整合與誘因機制設計 

在未來產學合作的推動架構中，各個校級研究中心將是校內核心技術的研發

據點，THU GLORIA 將扮演整合與連結的角色，將研究成果進一步連結、擴散

與推廣，創造新的商業應用價值並擴大產業的影響力。此外，我們也希望新的推

動架構將能大幅降低教師參與產學合作所需投入的時間與精力，並能設計更好的

誘因機制，提升教師參與產學合作的意願。通過平臺，並協助教師申請國內外專

利，建立與產業的媒合場域，加速技術移轉。 

目標四：強化廠商鏈結並擴大產業影響力 

「THU GLORIA」將成為外部廠商與校內連結的單一窗口，並主動進行廠商

連結與拜訪，並透過校內研發能量的整合，有效服務聯盟會員，建立與會員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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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合作關係，並發展創造價值建立雙贏的互利合作模式。透過聯盟的持續運

作，有效鏈結廠商、法人及產業，強化聯盟會員關係，提升聯盟技術能量，擴大

東海大學之產業與國際影響力。 

目標五：培育創新團隊走向國際 

近年來國內創新創業風潮日盛，在醫藥生技、農業生技、智慧製造等相關產

業的快速成長，急需有志投入產業的優秀專業人才。東海大學承接教育部「醫藥

及農業生技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有七年的時間，並透過創新創業中心及達文

西共學共創基地，積極培育創新創業人才，創業團隊獲獎豐碩，並已開設多家新

創公司。未來透過「THU GLORIA」，將引入更完整的創業課程與創業資源，並

引領更多的主題創業團隊走向國際。 

目標六：聯盟永續自主營運，建立永續智能社會 

東海大學已累計執行多項科技部小聯盟的豐富經驗，學校為此提供相應的配

套措施，也將有助於「THU GLORIA」的永續經營，實現擴大創新會員加盟合

作，提供會員客製化服務，支援企業研發營運空間及設備，完備企業研發能量，

創造並強化校內學研成果與全球企業雙方之間的互益關係，為產業提供技術與人

才及企業創新研發能量與全球產業供應鏈接軌，創造社會效益及產業價值，並進

一步形成自給自足的國際產學營運機制，並朝向「永續智能社會」的願景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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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專利技術 

領域 專利/技術名稱 研 發 團 隊 頁數 

資訊與通訊 進階預測遞迴式調整協同配置法 資工系 楊朝棟教授 P9 

資訊與通訊 虛擬機叢集之綠能管理方法 資工系 楊朝棟教授 P10 

資訊與通訊 虛擬機叢集之動態資源分配方法 資工系 楊朝棟教授 P11 

資訊與通訊 分散式智慧電網之集中防護方法及其系統 電機系  溫志宏教授 P12 

資訊與通訊 
以高動態範圍臨界值切割單一神經元影像的方法

及其電腦可讀儲存媒體 
物理系  施奇廷教授 P13 

資訊與通訊 
以大眾運輸及固定路徑導向為基礎之智慧型微行

動廣告推薦系統及以之即時調整廣告資訊之方法 
企管系 張譽騰教授 P14 

能源與環境 處理焚化飛灰及其他廢棄物之方法 環工系 魏玉麟教授 P15 

生技與醫療 
含有植物乳桿菌之組合物用於調控脂質代謝之用

途 
畜產系 謝長奇教授 P16 

生技與醫療 金線連發酵產物及其製造方法、用途 畜產系 謝長奇教授 P17 

生技與醫療 山粉圓發酵產物之用途及其製備方法 畜產系 謝長奇教授 P18 

生技與醫療 石斛多酚於保肝、治療／預防糖尿病之用途 畜產系 謝長奇教授 P19 

生技與醫療 
一種非多醣體組合物及其用途與其自石斛屬植物

萃取之方法 
畜產系 謝長奇教授 P20 

生技與醫療 篩選融合細胞之方法 畜產系 謝長奇教授 P21 

生技與醫療 牛樟芝之培養方法 化材系 楊芳鏘教授 P22 

生技與醫療 冬蟲夏草之培養方法 化材系 楊芳鏘教授 P23 

生技與醫療 促脂解大豆胜肽之最適水解條件、序列及其應用 食科系 江文德教授 P24 

生技與醫療 萃取番石榴葉多酚之方法 食科系 江文德教授 P25 

生技與醫療 
將胜肽用於製備預防或治療心臟相關疾病之藥物

組合物之用途及含有該胜肽之營養補充品 
食科系 江文德教授 P26 

生技與醫療 新穎抗菌胜肽及其用途 化學系  龍鳳娣教授 P27 

生技與醫療 新穎抗菌胜肽及其抗菌用途 化學系  龍鳳娣教授 P28 

生技與醫療 新穎胜肽、其抗體及以其評估口腔癌風險之方法 化學系  龍鳳娣教授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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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與醫療 多供應流之生物反應器及組織培養之方法 化材系 林其昌教授 P30 

生技與醫療 礦化支架之製造方法及其裝置 化材系 林其昌教授 P31 

生技與醫療 靜脈輸液之容器 工設系 羅際鋐教授 P32 

生技與醫療 抗體－藥物共軛體、醫藥組成物及其用途 生科系 趙偉廷教授 P33 

生技與醫療 
細胞移行之檢測方法、細胞移行晶片及其製備方

法 
生科系 趙偉廷教授 P34 

生技與醫療 杏鮑菇用於治療或預防失智症及其病徵之用途 食科系 梁志弘教授 P35 

生技與醫療 片螺素及其衍生物之製造方法 化學系 楊定亞教授 P36 

生技與醫療 胜肽組合物及其用途 餐旅系 林万登教授 P37 

生技與醫療 
短胜肽及其組合誤用於治療／預防糖尿病及與之

相關疾病之用途 
餐旅系 林万登教授 P38 

生技與醫療 
短胜肽用於治療/預防高血壓及其相關疾病之用

途 
餐旅系 林万登教授 P39 

先進製造與系統 飛機著陸導引系統及方法 應物系 林宗欣教授 P40 

先進製造與系統 三維物體列印裝置之曲面積層機構 工設系 羅際鋐教授 P41 

先進製造與系統 智慧節能控制系統 電機系 蔡坤霖教授 P42 

先進製造與系統 球型輪胎及其驅動系統 電機系 蔡坤霖教授 P43 

電子與光電 多重介面之半導體元件的分析方法 應物系 簡世森教授 P44 

材料化工與奈米 微流道平臺 化材系 林其昌教授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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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可授權之專利/技術 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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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產學案例 

領域 產學/技術名稱 研發團隊 頁數 

資訊與通訊 LoRa智慧移動式水質感測技術 張嘉修 教授 P50 

資訊與通訊 重度級急救醫院網絡空床數預測系統 翁紹仁 教授 P51 

資訊與通訊 穿戴式物聯網科技心肺運動儀器開發 吳旻寰 教授 P52 

資訊與通訊 高齡運動醫學整合開發 吳旻寰 教授 P53 

資訊與通訊 資料湖泊系統之研製於電能資料儲存與分析應用 楊朝棟 教授 P54 

資訊與通訊 AI引擎數據分析系統商品化開發計畫－先期研究 朱正忠 教授 P56 

資訊與通訊 感測整合/邊緣運算技術 苗新元 教授 P57 

資訊與通訊 感測整合技術 苗新元 教授 P58 

資訊與通訊 資料庫 吳金山 教授 P59 

材料化工與奈米 奈米薄膜技術 苗新元 教授 P60 

生技與醫藥 熱封型乳酸桿菌 L-137檢測方法建立 江文德 教授 P61 

生技與醫藥 促脂解胜肽生產技術 江文德 教授 P62 

生技與醫藥 肉品溫控鏈監控相關分析計畫案 吳勇初 教授 P63 

生技與醫藥 天然萃取物殺菌抗氧化功能評估 吳勇初 教授 P64 

生技與醫藥 LCHK168對漢丁頓氏舞蹈症小鼠腦部組織病理變化及蛋白

質表現之影響 
朱自淳 教授 P65 

先進製造與系統 雲端智慧動態規劃排程系統 王立志 教授 P66 

先進製造與系統 TPS與顧客目的實踐型價值創造 劉仁傑 教授 P67 

先進製造與系統 《面對未來的智造者》 劉仁傑 教授 P68 

生活應用 創新防疫醫療級 TTA空氣清淨機 柯耀宗 教授 P69 

生活應用 機車造形評鑑指標與工具建構 呂佳珍 教授 P70 

生活應用 機車造型設計：風格意象板視覺隱喻象徵意義感知 呂佳珍 教授 P7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四) 產學合作服務窗口及 LINE諮詢專線 

欲進一步瞭解或與本校合作，歡迎洽詢以下人員： 

東海大學 

地址：407224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號  

    東海大學二校產學大樓 

電話：+886-4-23503539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E-mail 

顧野松 
研發處  

副研發長 
33215 yegu@thu.edu.tw 

羅際鋐 
產學與育成中心 

主任 
30140 chlo@thu.edu.tw 

薛光隆 
國際產學聯盟  

資深經理 
30143 renshiue@thu.edu.tw 

張燕茹 
國際產學聯盟  

經理 
30143 nicole1219@thu.edu.tw 

 

 

東海大學僑臺商服務專區 LINE諮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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