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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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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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國立嘉義大學是一所新興整合且具有悠久歷史的學校，地處臺灣

最大農業產區嘉南平原的中心地帶，擁有悠久的農業歷史與多元生物

資源，因農業根基深根地固，使嘉大農業專長實力堅強，以精緻農業

(農、漁、畜牧與食品加工)與生物科技(保健食品、化妝品)產業為主

要核心技術領域，另在農業工程-農機、農田水利，也在台灣執重要

地位。因應高等教育環境之急遽變遷，盱衡評估所處外在情勢與校內

條件，所擬定的學校自我定位為「具卓越教學並整合特色研究與產業

實踐之綜合大學」，未來校務發展藍圖將持續以教學為優先，並集中

資源重點投入具有產學合作特色的學術研究與創新研發，讓學校成為

產學合作的表範，我們整合雲嘉南鄰近工業區及產業園區之廠商整體

產業技術升級與市場行銷輔導，為地方創造更優質的產業經營輔導與

技術支援環境，更透過永續家園議題持續協助我國一級產業之產品與

其副產物之加值開發，以活絡地方經濟發展與增加更多就業機會與政

府稅收，推動產業發展並鏈結西部科技走廊。現今本校於越南及馬來

西亞已成立國際校友會，並且與泰國湄州大學建立國際人才交換協議，

有助嘉大學生與技術配合我國新南向政策進入東南亞市場，期許藉由

本校的專長與技術打造與全球產業脈動同步、國際合作之平台，促進

國際產業發展，共創雙贏局面。 

 

國立嘉義大學校長  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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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合作服務方案」，結合臺灣研發能量，協助僑臺商產業升級，並

為國內大學開拓國際市場，創造雙贏。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以產學合作雙方需求為導向，

執行項目如下： 

(一)於僑委會官網建置「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專區，連結各校

產學合作單位官網，增進媒合機會。 

(二)設立 LINE總機單一窗口，提供僑臺商跨境諮詢服務。 

(三)結合僑委會僑臺商邀訪活動，安排參訪各校產學合作單位，進行

媒合交流。 

(四)彙編「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提供僑臺商組織及各大

學產學合作中心聯繫窗口資料及各校產學合作服務內容與相關

案例。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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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研發能量之介紹 

(一)學校特色 

  國立嘉義大學座落於南臺灣富饒的嘉南平原，由原國立嘉義

師範學院及原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兩校整合而成，是臺灣高等教育

整合之首例與成功之典範，至今已有逾百年歷史，在農學及教育

方面擁有深厚基礎，故農學及教育為本校的優勢，目前擁有師範、

人文藝術、管理、農、理工、生命科學及獸醫學院等七個學院共

39 個學系，能夠培育學生的多元知能，使其具備挑戰能耐與競

爭力，是一所多元發展的綜合型大學。 

  本校著重於行政、教學、研究、推廣服務及國際化等全方面

的發展，且成立產學營運及推廣處積極整合產、官、學、研培育

資源，協助學術研究與產業技術之結合，健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

廣制度，締造優質研發環境，落實「研發、技轉、育成、創業」

產學合作一條龍機制；以及推動區域產學合作，善用本校研發潛

量與技術，協助在地產業進行產學合作及協助升級與轉型。 

  本校產學服務內容有： 

1. 民間產學合作 

2. 創新育成輔導 

3. 智慧財產權保護 

4. 技術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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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國際產學聯盟 

  本校與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東海大

學及弘光科技大學八校組成了國際產學聯盟，目的為建構科研技轉

的專業平台，將大學團隊研發的技術與國內外廠商接軌。 

  為了推動科研能量與國內外的廠商接軌，本校以精緻農業(農、

漁、畜牧與食品加工)與生物科技(保健食品、化妝品)產業為主要核

心技術領域，整合雲嘉南鄰近工業區及產業園區之廠商整體產業技

術升級與市場行銷輔導，為地方創造更優質的產業經營輔導與技術

支援環境，期望整體產業皆能技術升級與擴大市場，帶給廠商更大

的利潤，推動產業發展並鏈結西部科技走廊，與全球產業脈動同步，

打造國際合作之平台。 

下表為國際產學聯盟成員介紹： 

姓名 服務機構 職稱 
在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

質、項目及範圍 

朱紀實 國立嘉義大學 副校長 統合協調與計畫推行之發想。 

黃健政 國立嘉義大學 
產推處

處長 

1. 產業鏈結與產地走訪。 

2. 學界技術訪談。 

3. 業界需求整合。 

4. 工業化製造分析。 

張文昌 國立嘉義大學 
育成中

心主任 

1. 育成中心執行計畫之規劃

與控管。 

2. 企業輔導業師媒合與協

調。 

3. 協助本校辦理技術移轉媒

合。 

龔士凱 國立嘉義大學 
專案副

理 

1. 技術移轉評估。 

2. 智慧財產分析。 

3. 產業媒合與技術分析。 

4. 商品化發想與樣品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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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學技術介紹 

  依據學校自我定位與研究發展特色，嘉義大學以農業應用為標

的並整合理工、農、生命科學等領域之深厚基礎與特色，聚焦於人工

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之發展，規劃「AI資訊分析與應用」，

進行農業大數據分析、田間機械改良及人機介面整合等應用，加速我

國農業發展之智慧化；另規劃「耐逆境作物選育與微生物發酵在農產

品加值應用」，針對米、大豆及芝麻等耐逆境作物，進行機能化之選

育與應用選種，以及發酵飼料、機能性微生物及機能性應用與細胞活

性等微生物發酵產品之開發，並進行商業化之推動，以提升農產品之

價值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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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 研發成果 優勢說明 

AI

資

訊

分

析

與

應

用 

洪滉祐、黃

文祿、張宏

義、江一

蘆、楊朝

旺、黃威

仁、黃膺

任、林翰

謙、夏滄

琪、林土量 

1. 開發出一套能

夠應用在鳳梨

栽培作業流程

中之智慧農用

機器人，以有

效降低鳳梨生

產人力需求。 

2. 透過系統深度

學習，達到鳳

梨生產過程

中，有關催

花、遮陽期判

別與鳳梨生長

勢檢測之專家

知識學習，可

達到精準催花

之目的，並提

供客觀科學之

檢測數據供農

民參考。 

3. 透過鳳梨採收

後之農棄物，

進行鳳梨取莖

取纖作業，進

行資源再利

用，並提供植

物性加工製

品。 

 

1. 有效緩解現今從事農業人

口逐漸老化，以及長期缺

工等現象，提升鳳梨生產

作業流程的效率。 

2. 能依照此作物訓練的深度

學習模型，透過轉移學習

的方式應用於其他農作

物，降低開發時程。 

3. 以最經濟效益的方式，提

取鳳梨葉中的天然纖維，

除了可以減少相關業者農

業生產廢棄物的處理成

本，更減少垃圾及環境汙

染。由鳳梨葉纖維所製成

的各類文創產品，可創造

更高的循環經濟價值，使

鳳梨的栽種成為更有經濟

效益的農作物。 

吳思敬、邱

志義、江一

蘆、張文

1. 鳳梨智能儲運

冷鏈物流技

術：提出欄柵

1. 冷鏈物流技術整合蔬果原

料學、冷凍冷藏學、食品

加工學、食品化學與分



9 
 

昌、李保宏 式低溫儲運系

統，針對鳳梨

採收後之分級

與物理性加工

技術來延長儲

存期限，協助

後續島內銷售

及低溫儲放外

銷評估之建

議。 

2. 鳳梨智能品質

分級與監控系

統：建立  AI 

智能模式評估

品質等級，以

IoT 監控集運

儲放期間之狀

態及變化，提

供工作者與消

費者互動平台

系統。 

析、人工智慧、專家學習

系統等領域專業研究者，

針對鳳梨原物料進行最適

儲放溫度、欄柵式食品加

工技術、低溫倉儲管理與

品質劣變參數、低溫存放

最適包材等條件確立與數

據蒐集，以協助儲運系統

的建立與改善，最後達到

提升食農經濟外，更可以

提供蔬果外銷技術與新穎

性商品架售期評估方式。 

2. 透過專家知識經驗蒐集大

量鳳梨品質參數建置資料

庫，做為智能品質分級模

型之基礎，開發 APP程式

讓一般民眾對鳳梨的品質

等級也能進行初步的判

斷。此外建置適用於集運

儲放階段使用之 IoT 感測

環境與監控系統，讓使用

者可隨時掌握鳳梨當下的

狀況，系統並可以主動提

醒鳳梨產生的變化，建議

適當的處置方式。 

 

 

耐

逆

境

作

物

選

朱紀實副

校長 

(生命科學

院微生物

免疫與生

物藥學系) 

潤膚、抗 UV及皮

膚保養化妝品配

方。毛木耳全株分

級利用之高加價

值產品開發，輻射

照射處理於農業

推動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領

導專業技轉經理人員的輔導與

轉介，擴大本團隊在產業界的

實務研發成果，在 AI 應用在農

業領域及微生物發酵技術的升

級外，更能衍生在研究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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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與

微

生

物

發

酵

在

農

產

品

加

值

應

用 

之應用，大豆成分

分析及異黃酮萃

取純化技術。 

成果與衍生技轉及產學合作的

收益，更能建立此類專業的特

色。 

陳瑞祥教

授兼院長

(生命科學

院院長) 

篩選台灣本土優

良微生物菌株開

發 作 為 生 物 農

藥、生物肥料及動

物飼料添加劑等

菌種。 

針對台灣本土篩選之拮抗微生

物菌株，測試其對植物病原真

菌之拮抗能力，開發具有生物

防治及促進植物生長潛力之優

良菌株，並針對拮抗微生物所

產生之抗菌活性成分加以萃取

純化，並鑑定其種類組成及其

理化與生物特性。作為應用於

生物製劑研發之參考依據。 

黃文理教

授(農藝學

系) 

已選育出嘉大台

南 1號、嘉大台南

2 號及嘉大台南糯

3 號三個耐旱水稻

新品種，前兩者已

向農糧署提出植

物品種權申請，目

前農糧署已受理

並由檢定單進行

特性檢定中。 

1. 育成水稻與陸稻雜交分離

後代重組自交系 150 個族

系, 並完成其慣行及不同

節水條件下之產量調查。 

2. 選出 2 個具高度潛力耐旱

穩產優質稉稻新品種及 1

個穩產早熟水稻新品種。 

3. 利用簡易溫室節水設施評

估水稻產量，既可精準記

錄用水量也可避免因下雨

造成節水處理誤差。 

4. 除產量調查外，也進行米

質分析，以改善耐旱品系

米質不佳之缺點。 

5. 為國內首例大學校院與農

委會所屬農業試驗改良場

所合作 (台南區農業改良

場 )共同列名申請品種權

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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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育嘉助

理教授(農

藝學系) 

已選育出兩個胡

麻新品種嘉大 1號

及嘉大 2號。 

1. 所育成的新品種是由台南

1 號與 e-26 雜交，其後代

經 6 年的評估選拔，並在

新港、義竹及西港進行產

量比較試驗及區域試驗所

培育而成的品種。 

2. 嘉大 1 號屬於早熟品種，

春作栽培時間約 97天，秋

作約 75天，籽粒黑色，在

產量與木酚素含量均較台

灣現有栽培品種佳。 

3. 嘉大 2 號屬於中早熟品

種，春作栽培時間約 100

天，秋作約 91天，籽粒黑

色，在產量與木酚素含量

較台灣現有栽培品種佳。 

陳國隆教

授(動物科

學系) 

開發高蛋白醱酵

飼料(將其命名為

嘉 大 蛋 白 ，

NCYU-protein, 

CUP)，可提升豬與

家禽的生長表現。 

本研究團隊開發生產之高蛋白

醱酵飼料，將其命名為「嘉大

蛋白(NCYU-protein, CUP)」，

經動物試驗及田野試驗證實可

提升豬、家禽、魚蝦等生長表

現，並可部分或完全取代優質

白魚粉，進而改善經濟效益。

另研究團隊將藥用真菌醱酵產

物、納豆醱酵產物與中草藥依

一定比例混合成之複合物

「CU300」，已經證實於豬隻、

肉雞與蛋雞試驗中具有改善生

產性能之功效，並可取代抗生

素 (Colistin + Enramycin)，即

具成為商品之潛力。由於在家

畜禽及水產等動物上表現優

異，因此本團隊獲得 6 間公司

之技術轉移，並已成功技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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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2件、先期技轉 5件，共 2,097

千元。 

※三年內獲得先期技轉 2 件，

共計 39 萬；產學合作計畫 18

件，共計 925萬元。 

董哲煌助

理教授(水

生生物科

學系) 

嘉大蛋白在金目

鱸和石班白蝦等

養殖漁業上的應

用。 

提供大量具病源菌競爭力的益

生菌在飼料蛋白中、能夠有效

大幅減少魚蝦疾病的發生及幫

助對水質的維護，所產生的影

響是能夠在水裡廢物產生時立

即從源頭減少蛋白散出，維持

水中生態系統平衡。 

呂英震助

理教授(食

品科學系) 

機能性益生菌在

保健食品的應用。 

開發改善腸道、婦女抗感染調

整血糖功效、抗發炎能力、異

位性皮膚炎、減緩心臟發炎功

效及牙齒保健功效等益生菌產

品。 

謝佳雯副

教授(微生

物免疫與

生物藥學

系) 

蛋白質體學與微

生物發酵在藥物

開發與機能性食

品的應用。 

結合多體學技術，開發微生物

菌種，以基礎研究微生物生理

成果，配合發酵製程，應用於

微生物藥物開發、酵素生產、

生物轉換、機能性食品素材等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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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術合作案例 

教師姓名 陳政男老師 

服務單位 生化科技（所） 

合作廠商 嘉億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超音波大量製備秋葵萃取物及降尿酸機制之研究 

針對超音波大量製備秋葵萃取物及降尿酸機制之研究 

之技術系統開發內容，本計畫將技術或知識服務範圍規

劃的概述如下： 

1. 秋葵以超音波功率、固液比、萃取時間及萃取溫度四

種因子組合之最佳化萃取條件。 

2. 保持秋葵萃取物抗氧化性之萃取條件。 

3. 秋葵超音波萃取物之降尿酸功效要件。 

 

教師姓名 邱秀貞老師 

服務單位 應用化學系 

合作廠商 浩克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新穎蚊子忌避與誘引劑材料之開發、測試與應用 

含一氧化氮之草本蚊蟲忌避劑與誘引劑之合成技術。 

 

教師姓名 曹勝雄老師 

服務單位 行銷觀光系 

合作廠商 鳳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旅行業智慧領團服務系統之診斷與評估 

1. 智會領團服務系統之診斷與評估指標之建構方法。 

2. 智會領團服務系統之值化績效評估方法。 

3. 智會領團服務系統之量化績效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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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江政達老師 

服務單位 電機工程學系（所） 

合作廠商 加爾發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1. 整合型智慧化生物立體影像感測系統 

本計劃提出一結合本地端（我方欲開發之智慧化生物立

體影像感測系統）及無線傳輸（業者開發）之整合型智

慧化生物立體影像感測系統（ Integrated intelligent 

biologically stereo imaging sensing system）提出之運作方

式為本地端先感測二維影像再藉由業者之無線傳輸後，

最後由遠端為電腦抓取信號後，進行立體影像呈現。而

技術實施上我方就於本地端智慧化生物立體影像感測系

統之製作，晶片輸出之訊號可由業者開發之無線傳輸系

統來進行靈活運用。本產學計畫，主要產業應用於目前

國家極力推廣之光電產業，以全客戶方式由國內自行研

發，採分段進行，我方將切入開發本地端之智慧化生物

立體影像感測系統之製作，而晶片輸出訊號，可以供給

業者藉由無線傳輸應用，如此雙方同時進行研發，以節

省業者其開發整套系統的時間，目前國內實現之具智慧

化生物立體影像感測系統尚未有業者進行研製。 

2. 整合型物聯網感測晶片系統於新農業家畜應用 

本產學計畫，主要產業應用於目前國家極力推廣之新農

業家畜應用，在技術面上結合本地端(我方)設計之葡萄糖

濃度與飼料離子監測晶片之相關技術與合作業者(加爾發

半導體)已開發之無線傳輸技術，進而共同建構成新農業

家畜應用之物聯網(IoT)監測技術，即為本產學計畫開發

的「整合型物聯網感測晶片系統於新農業家畜應用」。此

技術的延展，可培植國家人才，也可供給相關監測晶片

技術，讓業者快速突破技術之限制。如此雙方之進行，

可增進產品附加價值及管理服務，績效部分，我方就技

術面突破進行，後續由業者依執行成效進行評估。 

 

教師姓名 甘廣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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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電機工程學系（所） 

合作廠商 棋裕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1. 以可自行組合 I/O 模組之物聯網系統來整合 LED 燈

源與感測器對新農漁業提供智慧型監控之研究 

以可自行組合系統 I/0 模組之物聯網技術來整合 LED 燈

源和感測器，提供新農產或水產養殖業一個便利的智慧

型監控系統。 

2. LED 燈控與分散式智慧養殖監控系統之整合以及

APP、雲端平台與資料庫建置 

針對 LED 燈控與分散式智慧養殖監控系統之整合以及

APP、雲端平台與資料庫建置之技術系統開發內容，本計

畫將技術或知識服務範圍規劃的概述如下：提供整合

LED 燈源與分散式智慧養殖系統，輔以人機介面控制，

提供農產或水產養殖一個便利的監控系統，對此養殖環

境進行即時的智慧監測與控制，並將相關數據建置於資

料庫中。 

 

教師姓名 邱永川老師 

服務單位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所） 

合作廠商 志成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1. 中空圓柱具切口防舷材的節能設計 

在此計畫中將對中空圓柱切口防舷材的進行一系列壓縮

性能實驗。透過統計方式及相關實驗數據，分別建立中

空圓柱防舷材與具不同切口位置與切口深度之橡膠防舷

材的傳遞應力-壓縮應變曲線比較圖。同時建立切口位

置、切口深度分別與挫曲強度、高應力之應變區間之間

關聯圖。進一步分析切口位置與切口深度對防舷材吸能

性質的影響，以作為具切口之中空圓柱防舷材節能尺寸

設計的基礎。 

2. 橡膠硬度對改良型中空圓柱橡膠防舷材之耐久性及

動態性能曲線的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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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動態負載考量下鼓式橡膠防舷材節能尺寸客製化

之研究 

4. 鼓式橡膠防舷材節能尺寸客製化之研究 

 

教師姓名 魏佳俐老師 

服務單位 生化科技學系 

合作廠商 守幄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篩選、分離和評估乳酸菌和酵母菌用於咖啡豆後製處理

發酵 

 

教師姓名 陳國隆老師 

服務單位 動物科學系（所） 

合作廠商 宏勝發實業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1. 開發生產 CU101 蛋白應用於珍珠龍膽及金目鱸飼糧

(1/2) 

技術創新：本試驗之結果，除開發取代魚粉之發酵產品

外，亦產生許多金目鱸、珍珠龍膽之試驗數據，其飼料

配方及營養成分可用於業界，可供其他鱸魚及石斑魚等

肉食性魚類飼糧之參考，且改良製程後，更可進一步降

低生產成本，有效降低後端使用之養殖成本，並有利於

相關學術研究之發展。 

2. 開發微生物複合發酵產物(MFP)作為白肉雞生長促

進劑 

技術創新：本試驗之結果，除開發取代抗生素之發酵產

品外，亦產生許多白肉雞之試驗數據，其飼料配方及營

養成分可用於業界，可供其他家禽飼料之參考，並有利

於相關學術研究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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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陳國隆老師 

服務單位 動物科學系（所） 

合作廠商 淨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以 CU300開發生產無特定病原雞隻之飼糧 

以本研究團隊所開發出之 CU300 及納豆酵母粉用於基礎

飼糧中，配合 SPF 雞場所需營養條件，調配出適合產蛋

前、後之各種飼料配方，掌握關鍵技術與提高競爭力之

方法。 

 

教師姓名 陳國隆老師 

服務單位 動物科學學系 

合作廠商 勝鉦實業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研發補身元氣滴雞精 

一、計畫目的： 

研發無抗生素配方之滴雞精。 

二、計畫目標： 

1. 本研究室雞隻試驗以無抗生素配方調配飼糧，餵飼雞

隻達禽畜健康成長，品質安全確實把關。 

2. 本研究室提供足龄飼養之雞隻，以無抗生素配方飼

養，提升飼料營養價值以取代動物性蛋白，生鮮雞隻

無腥味肉質富彈性鮮美，堅持原味不添加任何香料，

精煉甘醇滴雞精。 

3. 本研究室將雞隻製作成滴雞精，提供等值產品供勝鉦

實業有限公司試用。 

三、預期效益： 

無抗生素之飼料產品，改善生長性狀、料轉換率，此配

方飼糧可商業化應用及生產，對飼料業之發展具重要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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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陳國隆老師 

服務單位 動物科學系 

合作廠商 艾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開發應用威靈賜康營養素及其保健技術用於無抗飼養白

肉雞生產及滴雞精品牌建立 

1. 目的：肉雞無抗飼養生產高品質生鮮雞肉。 

2. 方法： 

 由艾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馫芝素產品及靈芝產

品，應用健康營養技術無抗飼養於白肉雞，生產符合

食品法規之高品質生鮮雞肉。 

 以高品質生鮮雞肉製作相關終端產品，創立品牌宗旨

及精神，製成滴雞精、煲湯、鹽酥雞等加工產品。 

 「天然芝道」品牌建立。 

 本研究室將雞汁製作成滴雞精，提供等值產品給艾立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3. 結果：藉由動物試驗結果，取得飼料添加物最佳劑量。 

 

教師姓名 陳文龍老師 

服務單位 應用化學系 

合作廠商 擎天生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米糠脂解酶製備技術開發計劃二期 

目標爲提高蛋白質的純度以及活性；透過拉曼光譜建立

活性蛋白質的結構特徵，作爲活性的直接指標；以及實

現酯化反應的催化功能，進而應用於 trans-esterification 

等產業工藝。 

 

教師姓名 吳佳璟老師 

服務單位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合作廠商 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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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電動機車輪圈之設計與開發 

本計畫將與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發中心開

發兩款新的電動機車(AE-03與 AE-08)之輪圈，並確保開

發出的輪圈符合日規 JASO-T203的耐久安全性需求。 

 

教師姓名 吳佳璟老師 

服務單位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合作廠商 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三輪機車傳動系統殼體之結構分析 

本產學合作專案將與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偕同

針對 T-25D 三輪機車之傳動系統進行傳動外殼之設計分

析與開發，以電腦輔助工程（CAE，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分析技術對傳動系統進行結構分析，以提供

宏佳騰的設計工程師改善設計之方向。 

本案預計透過以 CAE 軟體 Altair HyperWorks Opitstruct

對 T-25D 之傳動系統進行等效於實際騎乘狀態之靜力結

構分析，以觀察傳動系統受路面負載在與最大載重（騎

士與貨物之最大重量）後，傳動系統之等效應力與變形

量分佈情況，並依據分析結果，提供設計工程師設計改

善之方向，在設計工程師完成設計變更後，再重新進行

CAE 分析，以確認應力分布的狀況有改善。最終在完成

設計後，將開模製做出實際產品，並以實際的動態測試

來驗證 T-25D 之傳動系統之強度與耐久性皆能滿足宏佳

騰公司的需求。 

 

教師姓名 吳泓怡老師 

服務單位 企業管理學系 

合作廠商 貝爾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以食品安全資訊探討影響消費者採購關鍵因素暨建構評

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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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係探討消費者採購食品時，哪些相關之安全

資訊將成為影響其最終購買之關鍵因素，亦即企圖建構

一以食品安全導向之消費者採購資訊關鍵因素量化分析

評估模式。 

 

教師姓名 江政達老師 

服務單位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所） 

合作廠商 加爾發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整合型物聯網感測晶片系統於新農業家畜應用 

在此計畫中將對中空圓柱切口防舷材的進行一系列壓縮

性能實驗。透過統計方式及相關實驗數據，分別建立中

空圓柱防舷材與具不同切口位置與切口深度之橡膠防舷

材的傳遞應力-壓縮應變曲線比較圖。同時建立切口位

置、切口深度分別與挫曲強度、高應力之應變區間之間

關聯圖。進一步分析切口位置與切口深度對防舷材吸能

性質的影響，以作為具切口之中空圓柱防舷材節能尺寸

設計的基礎。 

 

教師姓名 李安勝老師 

服務單位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合作廠商 興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香料顆粒切削研磨機構與操作型態設計探討 

 

教師姓名 盧天麒老師 

服務單位 資訊工程學系（所） 

合作廠商 朱鷹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運用虛擬實境技術進行數位學習教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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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葉瑞峰老師 

服務單位 資訊工程學系（所） 

合作廠商 銘毅資訊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視障族群智慧用藥語音提醒系統之開發 

 

教師姓名 許成光老師 

服務單位 食品科學系（所） 

合作廠商 保康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黑豆機能性茶包開發 

 

教師姓名 吳青芬老師、羅登源老師 

服務單位 獸醫學系 

合作廠商 一元畜牧場 

研究成果 經濟動物病性鑑定與診療計畫 

 

教師姓名 蕭至惠老師 

服務單位 行銷與觀光 

合作廠商 十八逗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女孩日培力營活動 

1. 產學合作計劃之背景及目的：執行女孩日培力營活

動。 

2. 計劃工作預定進度說明：預計分八個月執行女孩日培

力營活動。 

3.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完成活動的問卷調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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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資料。 

 

教師姓名 羅至佑老師 

服務單位 食品科學系 

合作廠商 三鷹食品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嘉大醬油露、嘉大烏豆蔭油代為生產及試營運合約 

1. 嘉大醬油露之配方提供予調整，並提供製作方法與條

件，進行試量產與營運。 

2. 嘉大烏豆蔭油之配方提供與調整，並提供製作方法與

條件，進行試量產與營運。 

 

教師姓名 曾再富老師 

服務單位 動物科學系 

合作廠商 台全珍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110年肉類產品加工規劃及利用之研究 

研究目的：本計畫旨在協助台全珍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進行肉類產品加工規劃及利用之研究，並協助建立其產

品的標準生產作業模式。 

 

教師姓名 張文興老師 

服務單位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合作廠商 和宇特生技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灌食山葵對小鼠全血球數量變化之分析 

研究目的：為了瞭解食用和宇之山葵萃取物對於小鼠各

類血球數量的影響，擬委託國立嘉義大學生農系的張文

興老師實驗室，進行相關的分析與研究並提供實驗室研

究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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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郭鴻志老師 

服務單位 獸醫學系 

合作廠商 合記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豬流行性下痢（PED）環境監測計畫 

豬流行性下痢病毒（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 virus；

PEDV）可引起豬隻急性下痢、嘔吐及脫水，尤其在新生

仔豬造成高死亡率，對養豬戶造成重大的損失。在台灣

尚無商業化的 PEDV 疫苗，嚴格的生物安全措施為預防

豬流行性下痢之重要方法。但受感染母豬的排毒仍可能

使新生仔豬感染而發病。本研究目的為檢測於田間豬場

之母豬使用奈米矽凝膠複合物產品 DOXVIRE 後，進行

PEDV核酸量之評估。 

 

教師姓名 郭鴻志老師 

服務單位 獸醫學系 

合作廠商 佳集興業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田間豬場豬生殖與呼吸道綜合症病毒病毒血症監測計畫 

於田間豬場採集豬隻血液進行田間豬場豬生殖與呼吸綜

合症病毒（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PRRSV）病毒血症監測。 

 

教師姓名 郭鴻志老師 

服務單位 獸醫學系 

合作廠商 健盈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Tyivalosin抑菌評估實驗 

試驗目的： 

依據畜牧場所分離之豬赤痢短螺旋體進行產品感受性試

驗，試驗產品來源為建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Tylvalosin 粉

劑一罐評估產品，於臨床使用之效益，以藥物最小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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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試驗來評估產品於體外抗菌效果，試驗菌株為田間

分離之豬赤痢短螺旋體共 38株。 

 

教師姓名 謝佳雯老師 

服務單位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合作廠商 台灣天貝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食用真菌應用於產品開發 

開發食用真菌之放大量產應用於食品固態發酵之製程以

及功能性分析。 

 

教師姓名 謝佳雯老師 

服務單位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合作廠商 百歐新創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植物性發酵品開發 

伽瑪胺基丁酸在中樞神經系統中唯一個主要抑制神經傳

導的物質，在腦部局部注射高劑量 GABA，可藉由降低

交感神經張力或減少血管收縮素（angiotensin）而降低血

壓。 

 

教師姓名 吳思敬老師 

服務單位 食品科學系 

合作廠商 金龍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成果 秋葵大分子多醣提升腸道次世代益生菌與開發做為微膠

囊改善大腸激躁症之研究 

(一)產學合作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本計畫目的為探討秋葵多醣調節腸道菌相及腸道細胞功

能之潛力，透過加工方式開發出適合大腸激躁症患者、

銀髮族及幼童食用的高纖保色之秋葵保健休閒產品，該

產品能改善腸道微生物菌相、腸道細胞生理機能。 



25 
 

(二)研究方法 

1. 將秋葵多醣進行水解，並分離不同分子量的多醣及分

析並瞭解其化學特性。 

2. 將不同分子量的秋葵多醣添加於培養基中，探討其對

次世代益生菌生長之促進效應。 

3. 將不同分子量的秋葵多醣添加於培養基中，探討其對

次世益生菌代謝物短鏈脂肪酸種類及濃度。 

4. 將不同分子量的秋葵多醣添加於培養基中，探討其對

腸道細胞生理活性及生產 mucin/mucus之效果。 

5. 以秋葵多醣做為巨分子材料，開發微膠囊包覆益生菌

之產品，並可用於改善大腸激躁症。 

(三)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1. 多醣分析。 

2. 次世代益生菌生長之促進效應。 

3. 次世代益生菌代謝物(短鏈脂肪酸)種類及濃度。 

4. 腸道细胞生理活性及生產 mucin/mucus之效果。 

5. 開發微膠囊包覆益生菌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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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嘉大技術專利 

編號 專利名稱 專利序號 創作人 

1 有孔易煎之豆腐製造方法 I223983 李益榮、黃慧櫻 

2 已脫殼的帶皮種子之快速脫皮法 I249380 

李益榮、杜采

蓉、陳櫻雪、黃

玉蟬 

3 快速去除農產品薄皮的方法 I285535 李益榮、黃炫叡 

4 發芽處理方法 I287434 李益榮 

5 
生產抗癌化合物 piceatannol 的方

法 
I300712 古國隆、張平順 

6 盒裝富氣泡的豆腐之製造方法 I303155 李益榮、張艮媚 

7 栽培介質 M360561 

洪滉祐、施怡

廷、邱活泉、艾

群、連振昌 

8 水族箱 M369035 翁頂升、陳癸仁 

9 可捲收之防疫網裝置 I386160 

朱健松、雷鵬

魁、方富民、林

正亮、黃慶祥、

沈葆南、陳潤

謙、黃土發 

10 
無患子去頭皮屑活性物質其製備

方法及含彼組成物 
I340042 

邱義源、曾慶

瀛、李明仁 

11 非活體之生物體包裝機 I341713 黃慶祥、侯金龍 

12 
一種克服蝴蝶蘭花雜交障礙之方

法 
I343238 

莊畫婷、沈再

木、徐善德 

13 動物撲殺裝置 I347169 

黃慶祥、周瑞

仁、艾群、朱健

松、邱活泉 

14 
植物病毒檢測樣本前處理自動化

作業機 
M418921 艾群 

15 易攜帶多功能護具 M421118 
李安勝、李佑

軒、吳佳真、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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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箖、郭峯嵃、

黃振瑋、蔡侑芝 

16 
提高萃取洛神花花青素含量之方

法 
I358261 羅至佑、陳秀玉 

17 連續切片機 I380887 

邱義源、朱健

松、侯金龍、劉

啟東、張如君、

張貴翔 

18 
使 用 甲 殼 素 生 產 雲 杉 醇

(piceatannol)的方法 
I382085 古國隆、謝琬菁 

19 

使用靈芝屬（Ganoderma）之菌絲

生產雲杉醇（piceatannol）及白藜

蘆醇（resveratrol）的方法 

I382086 古國隆、林羿汝 

20 無電溫控節能節水裝置 M446313 
陳榮洪、陳致

愷、王品翰 

21 可作為家具的梯子結構 M446223 
蘇文清、李安

勝、陳佳駿 

22 鴨類肝炎疫苗及其製備方法 I386223 張文興、陳怡君 

23 動態出題方法 I386877 翁頂升、陳癸仁 

24 快速線上分析系統 I403715 古國隆 

25 
孔雀石綠（malachite green）之生

物監測系統 
I395949 張文興、劉齊儒 

26 
一種多酚類組成物及其用途與其

自南薑萃取之方法 
I429448 羅至佑、林含蓉 

27 
熱應答型高分子聚合物及其製備

方法與應用 
I431017 梁孟、張永賢 

28 
具保護肝臟之荔枝多酚萃取物及

其製造方法 
I473619 翁博群、陳立耿 

29 
去甲基斑蝥酸二鈉於調控人類樹

突細胞之用途 
I472326 廖慧芬、吳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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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沼氣曝氣水洗脫硫裝置 M513206 連振昌、艾群 

31 具可變化鏡面角度之指向器 M510476 宋國彰 

32 月桃萃取物及其用途與萃取方法 I511736 羅至佑 

33 
低功率混合動力系統之高效率傳

動構型 
M529617 艾群、陳榮洪 

34 
升降壓雙向全橋式低耗損零電壓

切換轉換系統 
M530493 

謝宏毅、艾群、

陳榮洪 

35 
柑橘類果皮製備多甲氧基黃銅去

單甲基形式的方法 
I558697 

羅至佑、古國

隆、林語珊、張

玲芳 

36 
新穎親脂性之 N-取代去甲基斑蝥

素術衍生物及其用途 
I573589 

郭正典、陳裕

仁、吳進益、廖

慧芬 

37 雙向電力回充控制邏輯判斷電路 M567510 謝宏毅、艾群 

38 
利用慢病毒轉染去透明帶早期胚

胎的基因轉殖方法 
I650417 李互暉 

39 
油電混合搬運車動力傳輸線控制

規劃系統 
I655117 

艾群、陳榮洪、

吳明勳、許哲

嘉、連振昌、謝

宏毅、楊朝旺 

40 優格冰淇淋及其製作方法 I671013 呂英震、陳燕萍 

41 節水澆灌裝置 M586042 
楊朝旺、黃富

源、孔崇維 

42 
能夠量測混合動力系統的動力之

量測系統 
I680282 

艾群、陳榮洪、

許哲嘉、吳明

勳、謝宏毅、朱

健松、王明妤、

連振昌、張皓安 

43 鳳梨種植裝置 M594854 

朱健松、洪滉

祐、許文和、郭

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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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乳酸菌、其組合物及其用途 I695887 

魏佳俐、王榆

婷、李宗益、黃

雅晨、鄭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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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果展示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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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彥政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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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師資陣容 

姓名/職稱 學術專長 研究成果 

陳清田/副教授兼系

主任 

 

灌溉排水 

水資源規劃與管理 

水利工程 

智慧灌溉系統建置與

應用 

蔡東霖/教授 

 

環境力學模擬 

地表水與地下水模擬 

坡地穩定分析 

污染傳輸 

數值計算 

水利工程 

（2018年）通過優化

地下水抽水減輕土地

沉降易發沿海地區的

洪水災害 

 

周良勳/副教授 

 

道路工程 

地下水污染防治 

測量 

工程材料試驗 

水土保持 

 

（2011年）Studies on 

Improving PP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陳文俊/副教授 

 

土木水利防災 

水利工程 

混凝土結構 

 

水井管理資訊網資料

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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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Line 諮詢單一窗口服務 

如欲進一步瞭解或與本校合作，歡迎洽詢以下人員： 

國立嘉義大學 

電話：+886-5-271-7000 

地址：600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號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郵件信箱 

朱紀實 副校長 7036 cschu@mail.ncyu.edu.tw 

黃健政 產推處處長 7612 hjj@mail.ncyu.edu.tw 

張文昌 育成中心主任 7593 wcchang @mail.ncyu.edu.tw 

龔士凱 專案副理 7293 licensing@mail.ncyu.edu.tw 

林侑蓁 專案管理人 7293 mandy2352608@ mail.ncyu.edu.tw 

國立嘉義大學僑台商服務 Line諮詢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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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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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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