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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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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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高科大)自 2018 年 2 月 1 日三校合併之後，融合原三

校的優勢特色，「親產優質」、「創新創業」及「海洋科技」等三大特色，結合成一

所深具產業實力的高等學府，肩負對國內產業人才培育的任務，以全國學生數第二高

的規模而言，我們兼具多元專業領域與創新人才培育的兩大優勢。 

 

高科大擁有超過 70 年的發展基礎，結合了早期台灣產業縱橫世界市場的雄厚資本，

又擁有海洋國家必備的堅強海洋學術專業，並且融合了兼具開創性和機動性的下世代

創業型人才培育理念，在高科大 BEST WISH的核心目標指引下，是南台灣最具影響力

的產業人才培育基地。 

 

BEST WISH 融合了高科大的發展願景與教育理念，Brain 代表成為高雄的智庫、

Engine 代表做為產業的引擎、South 代表發展南向的基地、Together 代表融合的校園；

Whole Person 是指全方位跨域學習、 International Mobility 代表強化國際移動力、

Sustainable Learning 為永續學習力、Humanity 則是培養人本關懷的涵養。在高科大橫

跨高雄市的五大校區內，我們將台灣最堅強的工、電領域專業，延伸至海洋專業的應

用場域，同時也將海洋教育融入通識教育課程中，並以人文、藝術、設計、創意為這

些硬底子功夫做加值。 

 

因此，高科大除了擁有龐大的產業鏈結力及遍佈海內外的校友影響力，更是國家

政策性推動產業升級、未來人才培養的重點基地。由教育部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

畫補助經費，在高科大一共建置了 6大場域，佔整個南部地區 1/3的補助經費，這 6大

計畫包含：只花一天時間解讀出太魯閣出軌列車中控系統黑盒子的「高科大鐵道中

心」，該中心亦承接了國家型的前瞻鐵道機電技術人才培育計畫，專責國內鐵道技術

人才的培育。其他領域還包含金融數位力實作場域計畫、半導體封裝測試類類產業環

境人才計畫、海事職場實習場域建置計畫、離岸風電產業海事工程菁英訓練基地、

iPAS 南區產業菁英訓練基地及實作考場建置與維運計畫。本校離岸風電訓練場地與課

程，是國內大學唯一獲得國際 GWO 機構認證授權的學校；本校的海下探勘技術屢屢

為國軍打撈工作立下汗馬功勞；光電工程研究所的天線實驗室是國內 5G天線設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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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勝軍，也是全國頂尖天線設計學生心中首選的研究所；本校工業設計系更是以南部

大學身分，首次拿到國內新秀設計桂冠「金點新秀設計競賽最佳產品設計」的首獎殊

榮。 

 

這一切燦爛的成績，最大的基石則是高科大立足於港都城市的精神：高雄是國家

基礎工業重鎮，吞吐全國百工行業的產能送往全世界，高科大以培養勤懇、可靠的產

業職人視為我們最重要的使命。我們獲得堅實產業信賴的基礎，使得學校的產學合作

收入均以每年增加 1 億元的速度在成長，於 2022 年將突破一年 10 億元以上的規模，

而我們的服務對象，遍及國內各大產業，亦是貢獻國家 GDP的台灣驕傲。 

 

有鑑於台灣是南向國家的取經對象，高科大也經常成為南向國家橋接台灣產業能

量的對口。事實上，高科大校友在南向國家建立起不少雄厚的商業帝國，我們不僅為

台商開設境外專班且也鼓勵校內學生自主規劃東南亞體驗學習旅程。來自南向國家的

高階人才也都選擇本校做為理想的碩博士進修場域(高科大境外生有一半都是碩博士生)，

特別著重在高階農漁業科技與技術及電腦通訊科技的人才培育上。在積極的人才培育

外，本校於 2020 年的國際產學合作也獲得 904 萬元的成績，進一步成為海外企業前往

台灣尋找解決方案的優選夥伴。 

 

當前智慧製造、創新農業、新技術應用，乃至拓展陸上科技應用於海洋領域，這

些對於產業服務和人才訓練蓬勃發展的高科大而言，都可藉著 70 多年累積起來的產業

實力以及遍部全球的校友，將我們帶向世界。高科大有信心與產業強化合作，不但為

國內產業做更深入的服務，甚至在全球區域發展上扮演「智庫」與「引擎」的角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長            謹識 

2021. 08.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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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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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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 

(一)學校特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高科大)於 107年 2月 1日成立，係由「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及「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三校合併，擁有 5大

校區，學生人數達 2萬 8千人，成為全國最大的技職院院。並以「國際化技職教育

典範大學」為學校定位，融合「親產優質」、「創新創業」及「海洋科技」三大特

色為發展主軸，並具備幅員遼闊、人力雄厚、資源互補、多元文化等多項優勢，成

為善盡社會責任為本之新大學。 

  為落實學校定位與發展理念，技職教育開啟新契機，高科大經合併後學生人數

約 2 萬 8 千人，教師人數 871 人，校友人數高達 20 萬人，學校規模躍居全國科大

之冠且為全國第二的大學校院。學校在教學、研究及產學長期鏈結在地需求，致力

成為人才培育的智庫，發揮社會影響力，引領高科大成為深受國際社會肯定，培育

未來人才之國際化技職教育典範大學，本校發展目標與主軸如圖 1所示。 

 

圖 1、高科大發展目標與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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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大為了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專利技術移轉、智財運用與創新育成、國際產

學等，於 108年 2月 1日起成立「產學營運處」，為學校一級行政單位，下設 2組

2中心與 1專案計畫辦公室，分別為「產學計畫組」、「智財運用組」、「產學運

籌中心」、「創新育成中心」與「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作為學術與產業界

的橋樑專責推動產業發展供給關鍵人才、產業關鍵技術合作並建立在地研發、製

造、生產與服務合一的產學創新生態圈，運作圖如圖 2所示。 

 產學計畫組：承辦校內產學合作計畫簽約與管理、校院級研究中心之設置

及管理考核及教師至企業深耕服務或深度研習業務。致力於協助本校推動

產學官研各界合作計畫、研習及獎項。使知識最有效實踐，帶動產業進步，

創造新價值！ 

 智財運用組：承辦校內技術移轉案與智慧財產權保護及研發成果推廣與運

用，辦理各項智財推廣活動整合應用校內專利，以協助本校研發成果之展

示與技術轉移，期推廣至各方產業，以共創良好經濟環境。 

 產學運籌中心：為產學快速便捷、專業諮詢服務的單位，打造產學一條龍

服務，統籌產學合作業務(案源開發、計畫提案、技術媒合、簽案、議價、

談判與專案管理等)及國際產學簽定與海外產學據點鏈結服務。並協助師生

商品化、衍生新創企業及產學共構課程與人才培育，提昇產學協作實務教

學與實作學習，期為在地產業增進經濟發展，並與企業共創高附加價值效

益。 

 創新育成中心：以「資源共享、共存共榮」的精神，鏈結在地政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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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區域育成學校及創業創新輔導機構資源，提供豐沛的校內外資源(含

進駐空間、儀器設備、研發技術、協尋資金及諮詢服務等)，協助地方產業

創新轉型，促進企業創業與創新等並有效降低進駐企業創業及研發初期成

本與風險，提高事業成功的機會。 

 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推廣社會責任工作之業管單位，協助本校師生

串聯跨領域、跨團隊能量，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社區文化創新發展，

進而培養具備實踐行動能力的新世代人才，藉以增進在地認同，激發在地

就業或在地創業的意念，活絡地方成長動能，促成區域創新之願景。 

 

 

圖 2、高科大產學營運處組織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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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發能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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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教師研發成果資料(以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教師姓名 方得華 講座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械工程系 

技術專長 
奈米製造、太陽能電池與光電感測元件、分子動力學、奈米結構分析與掃描探

針顯微術 

展件名稱 模組化水下燈裝置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可依據水下照明需求，快速變更產品設計，並具有智慧化與節能設計之核

心技術，可自動診斷與預警系統協助作業人員，符合實際漁業發展及水產養殖

等情境應用。 

 

創新特色： 

使用者可根據欲吸引的魚類或其他需求而自由拆裝該等光源模塊，從而調

整該等光源模塊的數量或排列方式，也可以任意更換不同波長、照度或光源特

性的光源模塊，模組化的設計增加共用性及泛用性，從而減少製造成本及所佔

用之空間，且該等光源模塊可各別拆裝而利於維修及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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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王敬文 特聘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光電工程研究所 

技術專長 數位影像處理、生物特徵識別、電腦視覺工業檢測 

展件名稱 滑雪護目鏡瑕疵檢測系統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研究提出以非接觸式、自動化及自適應的能量分析來提升滑雪鏡瑕疵判

別範圍及精準度。實驗證實此演算法的效能以及成果，本系統針對不同鍍膜的

護目鏡瑕疵進行檢測，於每個瑕疵大小都有高重複性的精準度，可大量減少人

工檢測所花費的時間。藉由找出問題對即時回饋給產線人員進行處理，可減少

不良品發生率同時得以維護產品的品質。 

  

技術特點： 

近年來人們對於商品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但許多產品出廠檢測卻還停留

在人工作業，若能採用自動光學檢測就能提高生產效能並確保品質。為檢出瑕

疵本研究提出自適應能量分析影像處理技術，與文獻中常見的固定式閥值空間

域方法有所不同。本方法使用光源模板，然後依照光源與瑕疵間能量變異來做

調變，透過本研究開發的自適應能量分析演算法來增強影像，再經由局部性交

叉投影法精準定位感興趣區域。提出的演算法應用於護目鏡檢測，實驗在 91個

護目鏡樣品的瑕疵檢出率 100%，瑕疵分類率達 98.74%，結果證明本研究所提

出的方法，具有速度快及瑕疵偵測率高的優點，可節省大量人力成本並提升產

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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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王敬文 特聘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光電工程研究所 

技術專長 數位影像處理、生物特徵識別、電腦視覺工業檢測 

展件名稱 光場攝影機應用於三維手勢分類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自西元 1833年第一組立體影像的出現以來，大多都是採用兩眼視差法來拍

攝立體影像，所謂兩眼視差法是由於人類的左右兩眼有大約 6.5 公分的距離

差，因此在接收到 的影像有些微的差距，所以兩眼同時分別接收到的影像可以

使觀看者有立體影像的效果，由此發展出以兩台或以上平行架設的攝影機模擬

人兩眼視物的情況來拍攝立體影像的陣列式攝影機手法，然而這種拍攝方法不

僅在架設拍攝環境時耗時費工，而且由於兩台攝影機之間的位置及光線差異，

在重建影像的時候會受到影響而產生誤差，所以近年來發展的目標在於獨立的

三維攝影機，以減少三維影像的取得困難。 

 

隨著 3D 顯示技術的成熟，對立體影像的研究也日新月異，由於三維影像

不僅擁有傳統攝影所能夠獲得的平面影像，還進一步提供了深度資訊，就辨識

而言能夠保有更多的特徵資訊。本研究使用光場攝影機拍攝三維手勢影像，毋

須複雜的架構與前處理程序，以單一鏡頭即可直接取得輪廓及實心手勢影像，

可免除額外產生的誤差。拍攝時先以曝光片對微型鏡頭陣列進行校正，確保良

好的取像設置，調整適當的深度參數以分別擷取出輪廓及實心手勢影像。在進

行手勢辨識時採取兩種系統架構：(1)使用主成分分析獲取所需的特徵向量，並

以最近相鄰法進行識別；(2)利用二維自我主成分分析結合基因演算法對特徵向

量進行挑選，以馬氏距離作為分類依據，分別對平面旋轉、深度旋轉、以及用

於模擬真實情況下光線干擾的雜訊添加等變異情況，檢驗兩種系統架構的對各

種情況的容忍度。實驗結果若能與預期相同，達到較高的辨識率，對於未來實

際運用上有著更多的變化，也更能調整往使用的攝影方式來達到更高的效能。 

 

目前三維攝影機大致上可分為三類：(圖 1(a))是 ToF(Time of Flight)攝影機

[1]，是利用飛行時間法的原理，由攝影機所發射出的紅外線打中待測物體反射

後傳回感應器所需的時間，來計算出待測物體與攝影機的距離，以灰階影像來

表示深度資訊；(圖 1(b))為 Kinect 攝影機[2]，該攝影機是採用 Light Coding 技

術，利用發射的紅外線照射在物體上產生散斑，對空間進行編碼標記，以感應

器紀錄訊號後，由晶片計算出具有深度的影像。上述兩種三維攝影機在使用上

皆有其侷限性，ToF 攝影機由於所得僅為灰階影像及深度資訊，在實際應用上

仍須與傳統 RGB攝影機結合，以獲得對應像素的深度數值，因此需要額外設置

校對目標物，以進行位置校正。而 Kinect 則會受限於晶片處理速度，只能處理

VGA 畫質的影像。第三類為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光場攝影機(圖 1(c))[3]，此攝影

機的成像原理，是在相機的主鏡頭與高畫素影像感測器中間加入一片特製微型

鏡頭陣列，透過主鏡頭的折射，可以將景物的影像聚集到微型鏡頭陣列前，透

過微型鏡頭將此聚集的影像再成像，並投射到高畫素影像感測器，其優點在於

只需單一攝影機一次取像，即可得到立體影像和深度資訊圖，不需與其他攝影

機並用，減少環境因素所導致的誤差。本研究以光場攝影機所拍攝影像進行手

勢辨識，觀察包含深度資訊之影像於各種情況下的容忍度，嘗試以簡便而迅速

的方法達成良好的辨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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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場攝影機應用於三維手勢分類 

 

應用範圍： 

1.此系統不分性別，不論男女老少兒童皆可以使用，能辨識不同年齡性別的手

勢，對各式人群極為友善。 

2.此系統自定義的範圍極高，不論性別年齡，皆可以為自己的手勢進行定義，

創造每個手勢所代表的意思來對系統更新。 

3.對於行動不便者，也能輕鬆對本系統進行手勢的辨識下達指令。 

 
 

  



19  

教師姓名 吳志康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商業智慧學院 

服務系所 觀光管理系 

技術專長 餐旅管理、服務業行銷 

展件名稱 個人化程式設計專屬 Zenbo機器助理 

研究方向 

/ 

成果 

展件簡述： 

可愛小巧的 Zenbo(由華碩電腦所研發)，透過個人化程式積木的設定，可以

遠端視訊、資訊提供、即時提醒及語音控制電器用品等，是個能串接豐富多樣

生活的聰明小幫手。因具移動能力，緊急事件也可以遙控至就近位置透過其內

建攝影機確認現況。而，它也是趣味學習小玩伴，自由編輯或預載精彩的互動

故事，家人能藉 Zenbo 的引導，來幫助長者們輕鬆上臉書分享生活、觀看 

YouTube 影片、網路購物，甚至預約醫院掛號手續，讓樂齡族無縫接軌最潮最

夯的數位智慧生活。串起食、衣、住、行、育、樂等服務，就像多一個懂你的

貼心好麻吉！ 

 

創新特色： 

學校透過程式積木平台，讓學生發揮創意來解決觀光餐旅遇到的困難，並

規劃解決方案且寫入相對應程式，如創建和集成會話介面，以巧妙安排各種便

利生活 App 與自由操作圖像化編程，每個人都能藉由設計各種 Zenbo 互動應

用，讓個人化設計的小 Zenbo幫忙排解各式各樣的問題、自動化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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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吳宗亮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機器學習基底之智慧製造、高耦合振動訊號分析、有限元素與有限體積、工業

機器人應用研究 

展件名稱 機械手臂之防撞裝置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發明專利針對機械手臂之防撞裝置提供一個可行且可靠的方法及裝置。

機械手臂產業，目前為台灣工業發展的趨勢，利用機械手臂可將危險、需要大

量人力、精密或需要搬重物的工廠，皆可使用機械手臂取代人力，降低工作時

的危險性，目前為加工業應用最為廣泛。機械手臂在運作時，難免會遇到突發

的狀況，如：機械手臂間碰撞、機械手臂撞到障礙物或者機械手臂撞到機台等

等，這些狀況都可以事先預防，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本團隊設計出一種機

械手臂之防撞裝置，使用氣流及溫度感應線圈來使機械手臂避障，設計原理為

當 A robot靠近 B robot時，裝置在 A robot表面的氣體，會將裝置在 B robot上

的熱線式裝置上的 hot wire 降溫，由降溫的梯度計算後，可以判斷機械手臂是

否過於接近進而達到防撞的功能。 

  

技術專利特點： 

本防撞裝置在運用上，透過溫度差來計算出機械手臂與障礙物的距離，進

而避免機械手臂在運作時發生碰撞。經由簡單的溫度計算就能將機械手臂與障

礙物之間的距離計算出來，在機械手臂使用時能夠更加安全，且此設備費用便

宜安裝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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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吳翌禎 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土木工程系 

技術專長 工程資訊整合、工程資訊視覺化、專案管理、施工模擬、軟體分析與開發 

展件名稱 營建資料智慧鏈結與巨量資料服務技術與平台 

研究方向 

/ 

成果 

展件簡述： 

營建工程是一個資料豐富，資訊缺乏的產業。本團隊希望加值營建資料智慧鏈結

與巨量資料服務技術與平台之應用營建資料，以創造營建資料經濟大未來。 

 

創新特色： 

研發產品的特色主要是幾何及非幾何資料等營建資料資料庫化，跟傳統檔案架構

之營建資訊系統來比較可以提高資料存取速度及整合效率。再透過關鍵技術所研

發之資料鏈結演算法之處理，不僅可將整合後營建資料結構化特定化產生多向資

料鏈結，甚至知識化萃取關鍵知識及經驗法則，以供未來多領域應用使用，如虛

擬營建、人工智慧、智慧建築、智慧城市、工業 4.0、數位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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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吳翌禎 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土木工程系 

技術專長 工程資訊整合、工程資訊視覺化、專案管理、施工模擬 

研究方向 

/ 

成果 

土木工程從規劃、設計、施工、營運皆包含複雜的工程資訊，過去傳

統方法多以大量的文字及圖面進行描述，但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這些工

程資訊得以用更有效的方法進行整合與管控，本身以工程資訊整合、工程

資訊管理、資訊視覺化在營建工程之應用、電腦輔助繪圖、建築資訊模型

技術與應用、工程軟體開發與應用為研究發展方向。目前正極力推展工程

大數據分析及營建自動化等技術發展，這些核心技術成果皆建構於 BIM 建

築資訊模型之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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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吳毓恩 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電子工程系 

技術專長 綠能供電系統、太陽能照明系統、智慧型電網、電力電子 

研究方向 

/ 

成果 

近年以綠色能源供電系統、智慧型電網、高效能電力轉換器為研發重

點。並研發「無線軸箱溫度監測系統」，榮獲 2018 烏克蘭國際發明展金

獎，本技術由溫度偵測設備及人機介面構成，可裝置於高速鐵路列車的軸

箱中，特色是每五秒更新溫度，再透過無線裝置回傳至人機介面，並可顯

示前四高的軸箱溫度，讓駕駛員及時掌控各軸箱的溫度。「臺灣現階段尚未

有類似的溫度監測系統」，吳毓恩說，目前高速鐵路列車多使用溫度偵測貼

片，一旦顯示異常告警，駕駛員必須停車查看，容易導致列車延誤。而新

發明可隨時監測軸箱溫度，排除短暫出現的溫度異常。該系統另一項特點

採低功耗設計，使用鋰電池，可在不供電的狀況下持續運作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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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宋毅仁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工業設計系 

技術專長 工業設計、設計企劃、輔具設計、產品造型研究、材料與製造 

展件名稱 自動收折電動輪椅 

研究方向 

/ 

成果 

專利特色： 

本發明是關於一種可收折的輪椅，尤指一種構成前後收合、展開的可收折

的輪椅結構，而讓可收折的輪椅在前後收合後，可作為助行器推行操作。 

 

現有技術差異： 

可收折的輪椅的操作使用，可提供下肢肌力不足之銀髮長輩乘坐其上，而

讓照顧者可以用手推行可收折的輪椅到處移動。又，今日常見的可收折的輪椅

結構，主要是以連桿組件構成可以左右展開、收合的結構，雖可以縮小輪椅體

積，減少置放時之空間佔用，但，當可收折的輪椅左右收合後，該可收折的輪

椅由前端至後端的長度依舊維持不變。雖然大幅縮小了輪椅的寬度，但除了收

合置放以外，並無法作為諸如助行器之操作使用，因此，目前可收折的輪椅結

構，僅能提供單一用途，於收合後僅為佔用空間之物品，無法產生加乘效益，

而確有加以研究創新之必要。 

 

技術專利特點： 

「自動收折電動輪椅」是發明專利-可收折的輪椅之延伸產品，主要針對下

肢肌力不足之銀髮長輩所設計。因市面上電動輪椅多為不可收折之樣式，縱使

可收折之電動輪椅在收折過程中常需拆卸多種零件，諸如:椅墊、腳踏板、馬達

等，才能順利執行收折動作，其操作方式複雜繁瑣。此類問題將造成銀髮長輩

欲外出時頗為困擾，使其更不願外出活動，故設計此可自動收折之電動輪椅，

期望改善銀髮長備使用電動輪椅長見問題，使其欲外出活動更為方便。 

 

產品特點： 

1. 快速收折：以具發明專利的機械結構(平行四連桿)加上電動推桿讓使用者僅

需按下控制器上之按鈕並扶著手把，電動輪椅椅面將透過下方的

電動推桿連同前 2輪向上翻轉 90度收合起來。 

2. 輔助小輪：收折後之電動輪椅，可藉手把上之 2個輔助小輪輕鬆推上汽車後

車廂，以及可輕鬆將電動輪椅從汽車上卸下。 

3. 輕巧好收納：電動輪椅收折後之體積能減少 50%，能輕易放進 1200c.c汽車

後車廂，方便銀髮長輩可攜帶外出使用。 

4. 造型美觀：輕盈外型設計，減少輔具既有的殘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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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李孝貽 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電機工程系 

技術專長 

發光二極體應用設計、太陽能光電系統設計、光學系統設計、LCD背光模組設

計、光學訊號處理、液晶顯示技術-液晶彩色光閥顯示器、全息攝影術、光學三

維立體量測及電腦數位影像處理、光折變材料及光折變非線性光學 

展件名稱 交替式微電腦電池充電管理裝置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創作係提供一種微電腦電池充電管理裝置，一中央處理模組、一開關切

換模組、一無線訊號接收模組與紅外線模組。其可裝設於電力系統與電力輸出

端之間，用以接受使用者經由電子裝置所發出的訊號並據以控制電力輸出端的

電力輸出。使用者可於電子裝置上控制複數個本創作，並由電性控制單元控制

其電力供輸，可應用於一般緊急照明燈及太陽能電池模組。 

可善加利用緊急照明燈之功能與樓梯燈及緊急出口指示灯做結合，實際上

便可不浪費儲電裝置所儲存之電能。目前在公共場所均會看到標示，一般而言

緊急照明燈，其目的是希望在突然停電的時候可以利用其備用電源驅動光源，

在黑暗中指引群眾建築物出口所在，減少群眾恐慌及災害發生，但市電供應正

常(插上插頭)時 LED 燈不亮，斷電(拔掉插頭)時 LED 燈亮，這會造成電池壽命

減短。 

此外、 本創作可經由智能藍芽無線裝置控制及檢測緊急照明燈其功能是否

正常，並且，本創作可供使用者進行時間的指定，增加使用的便利性。進者，

可據以直接結合於插座或開關，便於使用者的安裝。  

技術專利特點： 

本發明旨在提前釋放中風患者的手部痙攣狀態，操作簡單，只需旋轉滑輪

並將其鎖定。由於 ABS 塑料的合身形狀，此復健器符合人體工學且穿戴舒適、

安全。 

應用範圍： 

本作品可與樓梯燈及緊急出口指示燈做結合，其自動化及智慧型操作可使

功能設計具有生活上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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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沈茂松 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土木工程系 

技術專長 大地工程、土壩工程、擋土開挖、工程監測、營建防災、工程評鑑 

展件名稱 沈箱式岸置風機與離岸風機減振抗液化基礎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台灣將於 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千支海上風機是達成非核家園的手

段。但海上風機施工的最關鍵點在海上風機直徑 5m~10m 的鋼管樁基礎的打

設，需面對歐亞版塊與菲律賓版塊擠壓的大地震與親潮與黑潮的洋流與每年高

達 8個月的颱風，工期與施工風險是一大挑戰。 

若以沈箱當風機的基礎，則許多施工工期與風險，及地震、颱風與洋流對

海上風機的運轉影響，將被克服。 

 

沈箱式岸置風機與離岸風機減振抗液化基礎與一般海上單支風機的比較： 

1.施工快、工期短、精度好、風險低。 

2.受颱風、洋流共振影響小、風機運轉效率高、壽命長。 

3.受地震振動與地盤液化影響小。 

4.水下噪音對鯨豚生態影響小。 

5.抗風浪、抗颱風與抗海嘯能力強。 

6.耐久性強、抗腐蝕。 

7.風機陣列，節省海底電纜。 

8.沈箱上，有餘裕空間放置發電設備；在海上維修人員有落腳地方，甚至放置

永久工作站。 

  

技術專利特點： 

1.以 20m*20m*20m~30m*30m*30m 之鋼筋混凝土沈箱(中間預鑄基樁導孔)沈放

至海床下，打樁機具可穩定在沉箱上方，從沈箱之基樁導孔向海床施作海底

基樁，打擊樁、鑽掘樁皆可施工，且可避免海上打設大孔徑基樁的困境(風浪

使基樁垂直精度難以控制、打設基樁時打入較硬海床之反力不足、海象不

好，打樁船能施工之工時少)。 

2.在海上穩固的沈箱上方打樁，遠比工作船在海上打樁受潮汐、海流、波濤、

風浪…等影響之效率高、工時長、精度好。並可減少工作人員不適、及海上

工作船吊掛機具不易與工作人員不慎落海等風險，甚至沈箱上方可設置工

寮、辦公室，可長期駐紮人員。 

3.以沈箱為基座的海上風機組，較不受海流、颱風及波浪影響，可避免一般在

海中管型基樁的風機組受海流不定向的側向推力、及產生共振(基樁需過粗與

海流的頻率不同)，發生風機偏心或共振疲勞，減少海上風機組發電效率與使

用年限。 

4.沈箱上之風機組日後維修較方便、成本也較低。 

5.本發明岸置風機與離岸風機減振抗液化基礎，為將 RC沈箱埋入海床超過可能

液化區(一般自然界地震液化的地盤深度在地下 20m 內)，風機組在大型沉箱

上較不受地震液化影響，而一般大管徑的海上基樁受地震地盤液化影響下，

可能因為深入海床底下 20m 的土層已經鬆弛，導致風機偏斜，而失去發電功

能，況且在海上要扶正已歪斜的風機基樁，是非常困難的工程。 

6.本發明岸置風機與離岸風機減振抗液化基礎，其上的風機組不是直接放在沈

箱上(會受地震影響)，而是放在沈箱上方延伸基樁柱上的鋼筋混凝土風機平台

(10 倍風機組重)上，可隔減地震；且因比風機組重 10 倍，風機運轉時的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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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很難驅動風機平台，故風機組產生共振、偏心的機會低，發電效率高。 

7.本發明岸置風機與離岸風機減振抗液化基礎基樁穿過沈箱下方深入到較深的

海床，可形成與風機平台與其上風機組在地震時之反向阻力避免高大的風機

在地震時甩尾產生之過度側向扭曲受力。 

8.沈箱內基樁與沉箱之間以具阻尼消能、抗壓、抗剪、抗扭橡膠球組隔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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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沈茂松 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土木工程系 

技術專長 大地工程、土壩工程、擋土開挖、工程監測、營建防災、工程評鑑 

展件名稱 土木工程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台北 101 大樓設於 88 至 92 樓重達 660 公噸的巨大鋼球之風阻尼器，利用

惰性的原理，如同汽車、火車向前瞬間加速，人會往後仰(如同人承受一反向作

用力)，故在建築物中設置中空牆或柱，內填充 0.7-0.9 牆高與柱高無凝聚力可

自由滾動的卵石，借由地震來襲時無凝聚力可自由滾動的卵石惰性，產生與建

築物振動位移方向不同的惰性力，來抵消部份地震對建築物產生的側向力之

「惰性減震牆、柱」。 

分析三間三跨三樓之透天厝，只增加縱向惰性減震牆，理論分析可將 0.33g

的地震加速度減為 0.213g-0.24g，減震約為 27.2%-35.4%。而由六軸振動台模型

試驗結果，柱應變減震平均可達-13.015%，樑應變減震平均可達-12.16%。 

惰性減震牆在六軸振動台模型試驗，可有效的降低樑、柱受力。此種經

濟、簡單、可外加式的減震工法，且內充無凝聚力可自由滾動的卵石之中空惰

性牆，亦可充當建築物的剪力牆，新、舊建築物皆可使用，尤其是舊建築物結

構補強設計中配合擴柱工法或增設剪力牆工法皆可使用，比起一些減震、制震

工法，省錢、簡單、可行性又高。 

本發明涉及一種減震結構，尤指一種可用於建築物之柱體或牆面的惰性減

震結構。為解決現有老舊建築物的耐震強度較弱，在地震來臨時容易發生倒塌

的現象，本發明的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種惰性減震結構，本發明係於建築物的

容納單元內部放置有多個滾動件，透過該多個滾動件產生的惰性力，有效抵銷

地震加速度，而達到提升耐震度的效果。 

本發明的技術手段可獲得的功效增進為：本發明將可滾動的多個滾動件設

置於該容納單元內部，在地震來臨時，該多數個滾動件可產生一惰性力，能夠

抵銷地震的加速度，相較於現有的減震墊或阻尼的防震方法，本發明更適用於

老舊的建築物中，達到提升耐震度的效果。 

應用範圍： 

本項專利技術已於 106 年 12 月 16 日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舉辦的” 

2017 年第二屆沈茂松教授專利授權研習會”成功技術移轉予 34 間工程公司、營

造廠、技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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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周棟祥 副教授 

學院類別 管理學院 

服務系所 資訊管理系 

技術專長 

服務科學管理、客戶關係管理實務、電信營運管理、電子商務規畫設計與應

用、知識管理與應用、資料庫、資料探勘與資料倉儲應用、數位學習與企業營

運績效 

展件名稱 生產管理機構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技術目的在於提供一種低硬體設備成本的生產管理機構，延用遠端載具

控制系統及其控制方法，使其具備物的形體，並在機構中嵌入資通訊整合生產

管理系統，使其有聯網的功效，令公司可以在第一時間內管理與監督控制生產

線上的狀態，並且管理外部供應網絡的相關事項，再將內部與外部網絡資訊回

傳至系統的資料庫中，最後經由系統進行分析，提供給管理決策者參考。且可

用於多數工作站管理貨物並進行加工的生產流程，在貨物上設置貨物識別件，

包括可被感應地存取的貨物資料。 

※本技術曾獲得烏克蘭發明銀牌獎。 

  

技術專利特點： 

本技術除了解決公司過去生產皆仰賴紙本工單紀錄的不便利性之外，也將

生產製程流程電子化，增加人員的生產工作效率與減少紙本使用，降低紙本記

錄遺失或汙損之風險，並導入 RFID 標籤，標籤會隨著整批訂單進行相關生產

流程設置，在生產站的員工只需要刷取 RFID 標籤，就能進行相關工作，藉此

提升企業流程效率，降低人力操作判讀的時間成本，進而提升準時交貨，落實

訂單處理之交易，並提高其營運效率之成效。 

  

應用範圍： 

本裝置可快速自動辨別資訊，減少紙張用量，方便資料傳遞與記錄，根據

本裝置系統執行的方式，此裝置將依照預先登入資料判別，系統會根據識別之

結果來顯示"O"或"X"，並驗證使用者之使用權限，而不用驗證其性別、宗教和

種族，皆可使用此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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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林威成 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資訊工程系 

技術專長 資料探勘、資料庫系統 行動計算、行動商務 

研究方向 

/ 

成果 

大數據、工業 4.0、演算法、資料探勘等為研究方向。 

配合疫情的需求，開發了雲端疫調系統，最大特色為採取完全無接觸

式設計，從入校洽公大門口管制即啟動 QR Code 掃描雲端登錄作業，警衛

全程不需與洽公者接觸，有效降低感染風險。教職員生只要從踏進校園那

一刻起，從搭乘校車、體溫量測到教室上課與餐廳用餐，都無須透過人工

作業，只要動動手指，透過手機掃碼就能將校園內全部足跡收錄。而無人

自動體溫測量站，更可 24 小時提供體溫量測及上傳雲端疫調系統，進行資

料整合，也同時避免派駐量測人員遭受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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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林栢村 講座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機械設計與分析、車輛工程、精密機械、沖壓模具設計與分析 

展件名稱 航空板金件成形加工製程整合技術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作品係為發展航空板金件成形加工製程整合技術，其核心技術包括：「伺

服沖壓成形分析」、「伺服沖壓成形」、「五軸加工」與「全域品質量測檢驗」

等。產品開發整合設計分析、模具開發、板金成形、五軸加工與逆向工程量測

等技術；同時，開發過程依循 EN9100 航空品質管理規範，並通過首件認證實

裝於飛機上。 

  

技術特點： 

飛機尾部排氣口板金件：原產品為 1/2 經由焊接結合，經應用本技術完成

一體式航空板金零件，並通過認驗實裝飛機上。 

飛機引擎風扇排氣導流面板：原產品製程為滾壓後再以人工方式鉗工定

型。經應用本技術完成開發高品質航空板金零件，首件驗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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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林栢村 講座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機械設計與分析、車輛工程、精密機械、沖壓模具設計與分析 

展件名稱 智能化沖壓產品製程監控系統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技術發展為建構智能化沖壓製程監控與軟體系統研發，其技術核心包

括：「沖壓 模具數位化開發」、「沖壓材料數位化監控」、「沖壓製程數位化監

控」與「智能化方法與系統開發」。本技術跨領域整合設計分析、材料處理、振

動監控與智能資訊等；首先，透過模擬分析/感測實驗，累積開發/生產資訊；

接者，透過智能化方法，建構沖壓開發/生產模型；最後，利用該等模型，進行

產品開發、製程監控及雲端服務。 

  

技術特點： 

本技術以馬達鐵芯關鍵零件做為沖壓製程的載具。利用開發生產流程實

例，從模具開發，材質檢驗，到生產監控，全面性發展智能化監控技術；讓國

內沖壓產品縮短上市時間、提昇開發彈性與增加生產效率，以達成產業的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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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林萍珍 教授 

學院類別 商業智慧學院 

服務系所 金融資訊系 

技術專長 金融資訊管理理論、程式設計與實作、財務資訊管理、柔性計算、資料探勘 

展件名稱 Pepper保險機器人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外型可愛的機器人，幫你完成投保程序！ 

透過簡單的問答，快速地讓你了解你要投保的險種，推薦你最適合的保

險，透過掃描器直接掃描證件或護照，還能用 LinePay 或是 Taiwan Pay 快速又

方便的投保。 

  

技術特點： 

將保險結合機器人，顛覆大家對保險服務的傳統印象，保險將不再需要透

過業務員才能完成，民眾能自行操作及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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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邱建良 副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電子工程系 

技術專長 

光電積體元件設計製作量測、光波導模擬分析、黃光微影製程蝕刻、光電材料

分析、光學設計及光學檢測、生物晶片切割及編碼設計、微帶線高頻傳輸分

析、OLED元件封裝、高頻光電引擎模擬設計 

展件名稱 低損耗高低波導結構及製作方法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發明為共面波導結合石墨烯之結構，結構包含一條訊號線與兩條接地

線。共面波導之結構為使用矽基板，並在矽基板上先將銅訊號線與接地線製作

完畢。因石墨烯具有高電子遷移率、熱導率、導電率、電流密度等優勢。在銅

導線製作完畢後，將石墨烯以 CVD 方式製作出，並將銅導線包覆可提供低

頻、與高頻傳輸之需求，低頻時訊號會於銅導線傳輸，高頻時因集膚效應訊號

會於石墨烯傳輸，因此可提供良好的傳輸能力。此結構也可降低銅之氧化情

形。 

 

技術專利特點： 

微帶線有著製作成品低、交直流接皆能傳輸並且與微波積體電路製程可完

全相容的優勢，常被用來作為微波電路中最基本的一種傳輸線結構，並且整合

共平面波導線，加上使用 CVD 製程將銅導線包覆一層石墨烯作為高頻的傳輸

導線。以石墨烯層作為高頻導線之部分結構，藉此提高導線整體的可靠度與降

低其阻值。而石墨烯包覆在銅外圍時，可提供導線有較長的放置時間，減少共

面波導之氧化問題，並且提高增加良好傳輸能力；有助於射頻微波積體通訊、

光電通訊及電路印刷電路產業在傳輸能力上有良好的發展。 

應用範圍： 

(1) 光收發模組 (2)光電元件(3)驅動 IC 元件(4)射頻天線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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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姚文隆 特聘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生產自動化技術、機電整合與機器人、創意設計、逆向工程與快速原型、智慧型

能源監控系統整合 

展件名稱 運用虛實整合架構研製夾取與安置系統之影像顏色辨識監控預警系統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研究旨在運用虛實整合(Cyber-Physical Systems， CPS)架構研製夾取與安置

系統之影像顏色辨識監控警報系統。現今製造業對於即時掌握生產狀態與追溯生

產資訊的需求逐年增加，其智慧製造之設備需具備感測、計算、控制與通訊等技

術的整合，然而傳統機械手臂夾取與安置設備在整合上，無法掌握設備及料件狀

態資訊，使其效率無法提升，故加入影像辨識與即時故障警報技術有其必要性。 

  

技術專利特點： 

本研究運用虛實整合 5C 架構設計行動監控警報、影像顏色辨識技術以及遠端

網頁資料庫，實現影像顏色辨識監控警報系統，以驗證樹莓派(Raspberry Pi)系統功

能的可行性。研究結果顯示： 

(1)所提出之行動監控告警可透過行動裝置，進行設備的即時監控操作，並透

過 LINE通訊軟體與 Email接收來自設備的警報訊息 

(2)影像顏色辨識對不同顏色的工件進行辨識與分類，其辨識結果可回授紀錄

至遠端資料庫中 

(3)透過遠端網頁資料庫可將資料庫的數據彙整成圖表，呈現在網頁畫面中，

提供系統操作人員遠端維護與應用，達到即時掌握設備資訊與狀態以及改

善人工紙本記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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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姚文隆 特聘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生產自動化技術、機電整合與機器人、創意設計、逆向工程與快速原型、智慧型能

源監控系統整合 

展件名稱 應用次一代 SCG控制技術快速建構智慧自動化系統之研究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隨著工業 4.0 的發展，智慧自動化系統之使用越來越普遍，系統之智慧控制需

要使用高階語言方能達成，然而高階語言編程對於工程師而言是有難度的，且費

時。運用方塊編程技術之簡單易懂與可自動轉換高階語言輸出的特性，工程師只須

拖拉與拼接控制指令積木即可完成一個控制系統程式之編程，可以提升編撰控制程

式的效率。 

  

技術特點： 

運用方塊編程技術編程控制程式，整合 SCG 控制閘道器技術完成智慧自動化系

統之編程與快速建構；再運用雲端技術整合智慧型行動裝置，建構具有遠端監控功

能之智慧自動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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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姚武松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馬達控制技術、機械傳動控制、伺服系統設計 

展件名稱 Watcher智慧熱偵測儀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Watcher 透過熱像分析與追蹤系統，提供智慧工廠熱分析巡檢、公共場

所安檢門禁測溫、豪宅智慧消防監控；提供智慧工廠更安全可靠的巡檢減

少人員直接暴露在危害風險中，豪宅裝潢熱源流向與分部測溫，即時通報

與警報。Watcher智慧熱偵測儀讓生活更安全。 

  

創新特色： 

產品技術透過熱顯像機芯搭載 AI 智能辨識系統與追蹤系統，並聯網提

供業主後台追蹤與定位熱源並精準測溫，並藉由視覺測距自動校正非製冷

式氧化釩對長波紅外線的衰減自動校正，提供更精準與自動追蹤目標測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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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洪盟峯 教授 謝欽旭 副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電子工程系 

技術專長 
通訊軟體協定、通訊網路品質保障技

術、多媒體通信網路技術 

計算機網路、嵌入式系統、智能計算 

展件名稱 智慧農業環控系統和物聯網網路技術 

研究方向 

/ 

成果 

展件簡述： 

隨著物聯網發展迅速，資訊科技快速的發展，使得農業已漸朝向智慧農業

發展。藉由包括 NB-IoT(圖一與二)和 LoRa(圖三與四)等物聯網技術的導入來達

到農業資料即時收集分析，以利後續整合為智動化農業環控系統。不僅可以降

低農務人力成本丶完整記錄植栽環境也可以將資料可視化(圖五)和分析來推論

更佳的栽種策略。此作品整合學校和合作企業的作品提供網路模組(圖二)丶測

控模組與軟體服務可以提供其他對智慧農業、有興趣的單位使用。 

 

創新特色： 

1. 將物聯網技術的導入，來達到農業環境監控、資料收集分析，整合成高效

率的智慧化環控系統，以自動化技術精確的控制栽種環境，並將作物生長

環境進行完整記錄與分析，降低栽種成本、提高作物品質。 

2. 分別比較運用兩種不同的物聯網技術(LoRa節點搭配 4G技術與 NB-IOT節

點) 將傳感器資料上傳至網路的差異，進而探討兩種部署方式可以對農地

遠端監控的優缺點，使得物聯網技術更密切的運用於農地場域。 

3. 針對需要多個節點監測且沒有電源的環境使用 LoRa 加上 4G 的解決方案

(圖三與四)，由於 LoRa低功耗的特性可讓電池續航力增加，透過 4G閘道

上傳數據，有效減低成本。 

4. 而使用有供電的溫室使用的是 NB-IoT的方案(圖一與二)，不但具有直接連

網的特性，系統也會根據各項感測器之參數，自動控制器件，讓數值回歸

正常。 

5. 為落實學術界先導性與實用性技術及知識應用研究，整合運用研發資源，

發揮大專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發能量，結合民間企業需求，培植企業研

發潛力與人才，藉此與唯卡樂科技、得也科技與樹德科大資工系合作，強

化學術研發與產業創新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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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翁健二 教授                               

學院類別 海事學院 

服務系所 電訊工程系 

技術專長 合作式通訊系統、無線感測網路、智慧型行動裝置、嵌入式系統 

展件名稱 應用於大量傷患事件發生時之傷患檢傷、現場災情指揮及救護車傷患後送等。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作品之緊急救護資訊平台是提供發生災難事件時，醫療救護的各個層

級、單位包括前線救護人員、行進救護車的急救任務規劃、後送醫療院所及上

級主管機關等，在醫療資源分配與調整應變策略之方式與訴求功能皆有所不同

的狀況下，藉由緊急救護資訊平台的應用功能進行協助，達到提升醫療、救護

資源最佳使用效率之目的。因此，針對災害現場人員之使用需求其操作均可在

智慧型手機上使用，對於現今行動裝置的普及程度絕對是符合使用需求與便利

性，並將傷患資訊藉由 NFC 手環保存方式克服氣候、訊號不良之環境因素與保

護傷病患隱私權、並且可進行無數次的存取，其讀取與修改之時間僅僅不到一

秒即可完成。如此一來證明本作品可兼具安全、快速與便利性並提升傷患醫療

品質。 

技術專利特點： 

本作品是藉由智慧型行動裝置、Web-Based 網頁平台及 NFC 手環，開發具

有檢傷、指揮、後送、及多種輔助功能的緊急醫療救護資訊系統，救護人員可

以利用 START檢傷的判斷流程快速完成傷患檢傷，也能在傷患記錄填寫基本資

料、標示受傷部位、記錄生命徵象、勾選急救處置、以及拍攝傷患特徵或受傷

部位照片，並且藉由 NFC 手環的保存，使檢傷的任務不管在沒有網路訊號還是

雨天等不良的災害環境不受影響。 

應用範圍： 

本作品乃遵守性別友善原則建立，不分男女皆可使用之操作介面，並提供

發生災難事件時，醫療救護的各個層級、單位包括前線救護人員、行進救護車

的急救任務規劃、後送醫療院所及上級主管機關等，在醫療資源分配與調整應

變策略之方式與訴求功能皆有所不同的狀況下，藉由緊急救護資訊平台的應用

功能進行協助，達到提升醫療、救護資源最佳使用效率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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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張簡嘉壬 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電子工程系 

技術專長 電子電路、嵌入式醫療系統、嵌入式系統(軟硬體)、Linux系統設計 

展件名稱 適用於火車鐵軌之自動潤滑系統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鐵路在列車行駛經過軌道的彎道或道岔時，車輪對於彎道道軌和道岔的磨

損非常嚴重，造成道軌使用壽命大幅減少。為解決此問題，最常見的就是注入

或噴注油液在兩界面間，然而目前現有系統卻常常無法有效產生潤滑效果。本

技術成功解決此問題，該技術主要在軌道的內側緊貼軌道內緣處安裝一個壓油

裝置，火車通過時，壓板被下壓，使壓油油缸腔內形成的高壓油液，經出油管

從噴油嘴噴射到軌道上，以產生潤滑效果。 

 

創新特色： 

(1)打造新噴油控制介面系統：建立新操作版面，包含機械裝置、微控器、充電

器、金屬感測器…等相互鏈結介面。 

(2)採新設計電路板 PCB：本設計將採高耐溫軍規設計，可耐高溫下運行。 

(3)提供太陽能充電顯示資訊：可直接觀看目前油壓機使用之電瓶狀況，在一定

時間後進行蓄電池更換動作。 

(4)提供可設定噴油間隔時間及次數：可經由單刀開關進行噴油間隔時間設計及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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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張簡嘉壬 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電子工程系 

技術專長 嵌入式系統設計、Linux系統設計、電力線載波 

研究方向 

/ 

成果 

本身具有相關軌道安全監控技術、抗干擾技術及通訊軟體技術等，並與高

鐵公司合設軌道設備實驗室研究及開發軌道相關零組件。並成立校級鐵道技術

中心，設有全國首座培訓鐵道機電技術人才的教育訓練場域，涵蓋軌道號誌、

軌道電力、車輛實習、轉轍器聯鎖通訊四大主軸教學的基地，持續培育鐵道技

術人才。 

台灣是全球科技製造業重鎮，有發展軌道技術的理想環境，透過開發與原

廠系統相容產品，並掌握機電核心系統技術，可以完成「國車國造」的最後一

哩路，讓台灣躋身軌道機電核心系統輸出國家之林。 

鐵道技術中心 8年多來協助高鐵、台鐵、及捷運系統開發零組件，取得超

過 42件國內專利，還將至少 21項技術移轉給鐵道公司，其貢獻程度獲頒教育

部第 3屆國家產學大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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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許文政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模具工程系 

技術專長 
非傳統加工、微製造系統與精微量測、生產自動化與品質檢測、自動控制、機

電整合 

展件名稱 可適應工件形狀的夾持器械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發明致力於泛用型撓性夾具；機構設計採饋縮體積方式透過線性滑台模

組乘載陣列式射銷鉗體，並以 9 支力敏電阻組成 3 行 3 列之感測器陣列與位移

訊號進行夾持穩固度之分析與驗證。首先在夾持幾何方面，依據射銷饋縮體積

的程度提出新式三維適應性指標代表其夾持包覆性並依據施力與位移判定夾持

點的勁度。實驗使用數字千分錶監測工件位移，並經夾持工件力回饋訊號與位

移確認足夠的夾持勁度。另，本發明進一步改良可動側的軌道內之緊固彈簧部

分增設氣壓囊，形成類似油壓虎鉗的鎖緊效果，以解決原先彈簧壓縮至盡頭所

造成的夾持勁度問題；又為適用於任意幾何型體的泛用型目的，又改良平面陣

列射銷為 V-枕式陣列射銷，以資大適用範圍。 

  

技術專利特點： 

本研究提出新三維適應性指標與夾持勁度之乘積作為夾持穩固度指標；進

一步對於夾持穩固度進行探討，發現隨著勁度的大幅提升，其工件位移量急劇

趨於零；但勁度過高至於逼近飽和時，則夾持穩固指標有一飽和現象甚至發生

夾持件滑移；且得出當夾具進行夾持時，導致夾持穩固的主要關鍵並不是施加

多少負載力於工件上，而是足夠的夾持勁度配合包覆性，使其能穩固地抵抗擾

動源。本設計適用於許多衍生之應用，例如任意形狀之骨骼之定位夾持，且驗

證於羊大骨之鑽孔獲穩固夾持，鑽孔呈正圓而不至破壞工件。因此，經驗證本

夾持設計不只適用於工業生產，尤適於醫學工程，如骨科之定位夾持，可提供

適應任意型體具足夠勁度之夾持且不致於破壞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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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許文政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模具工程系 

技術專長 
非傳統加工、微製造系統與精微量測、生產自動化與品質檢測、自動控制、機

電整合 

展件名稱 具備刀具修整功能的放電加工機台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案提出創新放電加工電極修整機構，並應用於精密放電加工與結合 EDM

加工迴轉軸之放電銑削技術。所謂放電加工與放電銑削適用於加工精密模具、

複雜纖細模孔與超硬合金材等且具相當前瞻的特殊加工法，其雖不受材料機械

性質影響，然製程極緩慢、電極消耗嚴重且經熱電作用影響表面品質；因此，

有必要結合其他輔助技術，來提高模具工件之尺寸精密度與超硬材料的加工速

度與表面的精度。本案內容包括提出: 

 (1)創新的電極修整補償機構 

 (2)具實用性電極補償演算法與其自動化修整法。 

 (3)結合電極補償的精密放電加工，與複合迴轉放電銑削加工法。 

 

應用範圍： 

本方法於最簡化的深孔 EDM 加工應用，則其加工實際深度，便與電極消

耗量無關，操作者只需持續修整電極與執行 EDM 加工至火花校模之持續時間

足夠小，確認最末道次的程式已被執行完成，就代表所需之深度公差已滿足。

連一般無 CNC功能之傳統機台，也可滿足具精度之設定深度 EDM深孔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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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許光城 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械工程系 

技術專長 塑性加工、奈米壓印成形、機械視覺、虛擬實境、精密製造與量測 

展件名稱 車用單向軸承自動化光學檢測系統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作品主要由工業級攝影機結合機器視覺技術，以達到車用單向軸承快速

檢測之成效。透過放射狀光源之照明裝置，配合檢測區域上方之工業型相機，

擷取影像取得軸承內圈表面結構影像，並透過影像處理與自動辨識系統，依據

單向軸承內圈及表面上多個物件特徵，判斷該軸承內圈表面上零件數量是否正

確。 

  

技術專利特點： 

1.自動化全檢，避免人工目視疲勞進而造成漏檢 

2.該設備已全面導入產線應用 

3.離線檢測之光源設計獲得專利 

4.離線檢測率為 100 % 

5.線上檢測率為 99.7 %，過檢率為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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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許進忠 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模具工程系 

技術專長 金屬成形 CAE、精密鍛造、精密模具工程 

研究方向 

/ 

成果 

以下為本身之專研領域： 

1.鍛造、輥軋與沖壓成形設計及 CAE分析  

2.扣件及輥軋產品最佳化設計及成形模具設計 

3.鍛造及輥軋成形全製程分析與知識庫系統 

4.輥輪及輥軋產品 2D/3D量測與誤差分析 

5.輥軋成形設備參數化設計與虛實整合系統開發 

6.專利分析與技術佈局 

近五年共進行 54 件產學合作案，包含產官學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技術服務、

諮詢關懷輔導及人才招募等，依產業廠商需求提供合作，以連續輥軋技術、鋁擠型

技術及抽管技術，協助廠商開發產品、模具及設備，共取得 5件技術移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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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郭峻志 助理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板金沖壓成形、五軸加工、智能製造 

展件名稱 飛機機身結構五軸加工技術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作品係為發展飛機機身結構五軸加工技術，其核心技術包括：「模夾治具

設計」、「五軸程式設計與模擬」、「航空零件高速切削加工」與「航空零件品管

與驗證」。零件開發整合五軸加工程式設計模擬擬、件上夾治具設計開發、五軸

高速切削加工與多軸量測等技術；開發過程依循 EN9100 航空品質管理規範，

並通過首件認證實裝於飛機上。 

  

技術特點： 

本作品應用件上夾治具與五軸高速加工技術開發高品質飛機機身結構零

件。以有效降低零件開發成本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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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陳文平 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電機工程系 

技術專長 機器人與無線網路整合應用、聲紋辨識與應用 

研究方向 

/ 

成果 

【二線式資料傳輸之開關及配電控制裝置設計】 

本技術核心為中央電腦監控系統具有「遠端監控通訊系統」及「網頁

監控平台」技術，本研發具有抗雜訊及長距離傳輸的優點，另一項優點為

室內燈具控制或多點控制或群組控制等多功能設定，於電腦端即可進行，

讓照明智能化，達到節電愛護地球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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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陳忠男 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光電工程研究所 

技術專長 微機電工程、半導體製程、微感測元件、紅外線工程、發光二極體 

展件名稱 熱型感測元件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發明之熱型感測元件係整合 CMOS 半導體製程技術與 MEMS 微機電技

術，並利用創新的多感測電阻設計原理，達成可微小化、積體化、大量生產之

高靈敏度熱型感測元件，技術上具創新與專利獨特之特色，並可利用現有晶圓

廠之 CMOS半導體製程產能進行大量製造，以降低製造成本與縮小元件尺寸。 

本發明之熱型感測元件技術可進行紅外線、溫度、壓力、流量以及氣體濃

度等物理量的量測，應用十分廣泛，包含智慧型手持裝置、物聯網、智慧家電

及工業檢測等。 

技術專利特點： 

本發明之熱型感測元件具有微小化、低功耗化、高靈敏度的優勢，可進行

紅外線、溫度、壓力、流量以及氣體濃度等物理量的量測，應用十分廣泛，易

於置入並應用於智慧型手持裝置、物聯網、智慧家電及工業檢測等領域，作為

智慧感測的最前線元件。 

競爭力分析： 

本發明之熱型感測元件已整合 CMOS 半導體製程技術與 MEMS 微機電技

術完成樣品製作與量測，確認可大幅提升感測訊號，極具商品發展潛力與競爭

優勢。此外，元件應用極為廣泛，在智慧型手持裝置、物聯網、智慧家電及工

業檢測等市場的需求下，市場潛力不容忽視。 

應用範圍： 

本發明之熱型感測元件可應用於智慧型手持裝置、物聯網、智慧家電等領

域，無性別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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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陳昭和 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電子工程系 

技術專長 影像 / 視訊處理與壓縮、電腦視覺 

研究方向 

/ 

成果 

研究主要包含影像視訊處理與電腦視覺領域，近年來引入深層類神經

網路之深度學習 AI 方式以優化或解決先前極難性問題，目標在培養研究生

熟悉影像視訊處理之程式撰寫、電腦視覺實作能力及 AI 技術，並以產業需

求創新性技術開發為研究主題，解決產業界技術瓶頸問題，同時也訓練出

產學技術兼能的畢業生以符合科技產業高級人才之需求標準。 

開發的先進智慧數位監控系統，透過影像識別於不同環境下，偵測異

常、雜訊、人像、車像等狀況，達到警訊及資料自動儲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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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陳銘志 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電子工程系 

技術專長 FPGA Prototyping、IP Design、VLSI Design、Information Security 

展件名稱 基於 iBeacon技術之跌倒偵測及人員定位系統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基於 iBeacon 技術之跌倒偵測及人員定位系統」是以低功耗藍芽 Beacon

定位技術、三軸加速度計、定位演算技術，針對須注意其跌倒及人員定位需求

所設計，其應用範圍包含須居家照顧監控的老人及於工廠內之作業人員做為作

業安全監控系統，協助人員安全之防護，在發生人員昏倒、摔落或危安問題

時，得以迅速獲知，並進行定位追蹤與跌倒(或摔落)之偵測，遠端監控人員可

在第一時間內掌握意外發生後的黃金救援時間，讓人員獲得更多的安全保障。 

本計畫推動目標為建立一室內人員定位系統，並設計一個腰掛式的配戴裝

置。在環境內設置藍芽接收裝置，接收人員配戴的裝置所發射之封包資訊，透

過自行設計的定位演算法，得知人員位置與移動路徑；再設計一跌倒偵測演算

法用以判斷跌倒，最終將訊息透過網路傳送至雲端資料庫進行處理，而管理端

可透過視窗介面程式清楚觀看各人員之所在位置、安全狀況等資訊。 

此系統結合了藍芽無線技術、雲端資料庫、電腦端 GUI 程式，為一套具有

跌倒偵測及追蹤能力的室內定位系統，本系統達到精準偵測及資料庫雲端化等

目的，希望能透過此系統能增加照護(或工安)管理的效率。 

應用範圍： 

本系統適合一般家庭對於老人、身障人士，不分男女性的跌倒照護上，本

系統所需的配戴裝置皆繫於腰際上，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且也適用於工廠內對

於作業人員的安全防護上，配戴人員是否跌落，或目前動態，都可以透過本系

統追蹤得知，減少工安問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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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陳錦泰 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械工程系 

技術專長 機械設計、光機電系統、流體力學、模擬計算、微機電系統 

展件名稱 具感測通報雲端系統之保全無人車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目前習用保全感應系統之被動式紅外線感應器，可作為感測特定範圍內人

體之移動。其偵測方式，係藉由進入偵測範圍內的熱源物體表面所發出的紅外

線，送到被動式紅外線感應器，而觸發被動式紅外線感應器發送偵測訊號，來

驅動感應系統上的被動電器裝置動作。但其構造卻仍有許多製造和使用上的缺

失，列舉如下所示: 1.所偵測的物體表面熱源，在傳遞至被動式紅外線感應器的

過程中，若週遭的環境條件不佳，如雨水、薄霧、水蒸氣或靠近一不穩定發熱

源時，偵側靈敏度將受到嚴重干擾，而容易發生誤判。2.容易受外界自然環境

的干擾，無法突破玻璃、水泥、木板等建築材料的阻隔，使其偵測範圍僅能限

於特定的室內空間，大大減低其實用性。3.僅針對有熱源的物體表面偵測，對

無熱源的物體則無法偵測。 

 

本創作乃一種具感測器偵測巡視通報雲端保全系統之自走車裝置包括:一閃

爍警示系統，用於在自動巡邏期間，代表此裝置正在執行勤務中；一自動照明

系統，目的用以周遭環境當中，光敏電阻於接收外在環境的光源，並根據光敏

電阻所接收的進光量，會根據環境周遭的光的大小，取決於 LED 燈的發光亮

度；一藍芽系統，事先須與手機藍芽，進行配對，並使用其雲端之介面。當此

自走車自動巡視在固定領域範圍內，一旦接收感測器裝置偵測到移動物體或是

人，蜂鳴器則會立刻通報並將照片傳送至手機或是平板平台，而達到事先防止

犯罪之目的。 

 

技術專利特點： 

本專利技術自走車裝置主要其功能為自動循跡及避障，同時可利用手機與

平板連接 WIFI 功能去監控周遭環境之功效；一閃爍警示系統，其功能代表正

在執行勤務中；一 CDS 自動照明，根據自走車的巡視周遭範圍內因環境中光源

不確定性，並增加光敏電阻去偵測環境中的光源，是其控制 LED燈的亮度；當

感測器一旦偵測到人或物體，蜂鳴器會同時發出警報，並將警報訊息，觸動藍

芽發射端，在發射端部分，會事先與手機藍芽做配對流程，利用手機拍照透過

網路並上傳至 Google雲端。 

自走車搭配感測裝置偵測在自動行走的過程中，一旦經由偵測到移動物體

或是人時，此時繼電器將會觸動動作，並經由定時裝置器，預定停止時間啟動

藍芽傳輸元件，並同時開啟照相/攝影裝置，經由 APP 軟件，傳送至手機與平

板上已達到物聯網之效益。當夜間巡視光線變暗時，CDS(光敏電阻)即將啟動

LED 照明燈，並清楚的照亮至巡視周遭範圍環境讓照相/攝影畫面更佳清晰。當

自走車自動巡視，根據固定路線自動巡視，沿著路線自動行走一但偵測高科技

犯罪，即警示信號傳送而達到立即通報之目的。 

 

應用範圍： 

本專利技術特別適合應用於各大賣場、各類展覽館、及自動化工廠等替代

或節約辛勞的保全人力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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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陳錫添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技術專長 生物技術、奈米材料、土壤復育、廢污水處理及實驗統計 

研究方向 

/ 

成果 

以土壤污染創新技術研發、微生物(厭氧)/分生技術推廣、生物分子催

化劑開發、催化劑固定技術開發等為研究方向。 

並成立「生物分子及生物復育技術實驗室」，簡稱為(BBTL)，主要是以

利用生物分子及生物復育技術等手段，去除有機毒化物，進而達成環境淨

化與保育的目標。 

一、土壤復育：生物自然降解技術開發:多環芳香碳氫化合物(PAHs)、

多氯聯苯(PCBs)、及氯酚(CPs)等污染物移除，包括: 降解影響、因子評估、

上述毒物分解菌菌相分析等- 利用不同金屬錯合物和過氧化氫降解多環芳香

碳氫化合物(PAHs)、多氯聯苯(PCBs)、及氯酚(CPs)之研究。 

二、氯酚之毒理探討：氯酚對蔗糖(sucrose)分解路徑探討、氯酚之毒性

馴化(acclimation)現象之研究。 

三、生物分子操作技術及環境微生物相探討：DNA 萃取之最佳化操作

程序、PCR 基因複製之最佳化操作程序、選殖基因之最佳化操作程序、

DNA 定序之最佳化操作程序、不同反應環境下微生物 DNA 指紋譜分佈建

檔。 

四、非線性模式建立與參數預估，以環工反應系統之模式建置(Fortran

碼編寫)及模式之診斷及使用時機之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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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陳瓊興 教授 

學院類別 海事學院 

服務系所 電訊工程系 

技術專長 數位訊號處理、控制系統 

展件名稱 物聯網魚塭養殖管理系統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專題物聯網魚塭養殖管理系統，係運用無線傳輸技術搭配各種感測器將

養殖中的溫度、溶氧量(DO)以及水位溢位等數值傳至管理室內的伺服器。可提

升水產養殖之產能，且能有效降低魚群死亡率以及人力成本之開銷。因應 pH

感測器無法長時間置於水中量測，使每到固定時間就必須耗費人力及時間，拿

儀器置各魚池中檢測。所以自行開發一套具機械手臂智慧養殖量測設備完成一

系列自動量測及保養之動作。 

 

技術特點： 

此系統分為控制端、量測端、伺服端與行動端。在控制端完成一系列量測

和保養動作後，將量測資料透過 WiFi傳送至伺服端。伺服端將資料整理完成，

透過網路傳送數據至行動端，檢測人員可以隨時透過行動裝置即時監測養殖池

水質，即使單一數據異常，系統會自行發出警報顯示在伺服端和行動端上通知

試驗人員。 

 
圖中 A至 D池水箱為模擬養殖場之魚塭。各個水箱中加入沉水馬達，並分

別連接上管線，可透過程式分別依序將檢測液抽至智慧量測手臂的待測盒。掛

載 pH 感測器之量測手臂將會自動下降至待測盒內即可開始讀取待測盒中之液

體，量測完後 pH 值數據會將傳送至嵌入式系統再傳送到伺服器。圖中之溫度

感測器、溶氧感測器及水位溢位檢測數據都將會透過無線傳輸模組傳至嵌入式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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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陸瑞漢 教授 

學院類別 海事學院 

服務系所 電訊工程系 

技術專長 天線工程、微波工程、通訊工程 

展件名稱 5G多天線系統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隨著通訊科技的蓬勃發展，現有的行動通訊裝置已多必須具有高速無線連

網功能，包含支援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5G)。然而，隨著行動通訊裝置小型化

趨勢，如何以有限的空間架構天線，以使其產生所需要的頻寬，已成為了行動

通訊裝置天線設計的重要課題之一。 

本發明的創新價值在於提出一種 5G 通訊系統用多重輸入輸出天線裝置，

包含八組 4G / 5G頻段的多重輸入輸出天線設計、16×16多重輸入輸出 5G頻段

天線設計，並且加入電容元件以激發低頻模態，並提出上下疊合式耦合饋入以

節省天線淨空區。 

技術專利特點： 

目前市面上手機之天線配置大多是兩款主天線(手機上下各一款)，且只有

第四代(4G)通訊頻段。本作品設計則是提出八款主天線(手機上下各四款)，除

了可涵蓋第四代行動通訊頻段外，亦可應用於計第五代(5G)行動通訊，再加上

毫米波的小型化 5G 天線，整體第五代行動通訊頻段 (3500 / 4900 MHz ) 可以達

成 16 × 16 MIMO系統，在第五代行動通訊 28 GHz 段可以達成 2 × 2 MIMO系

統，在第四代行動通訊 LTE / GSM低頻頻段 (698 ~ 960 MHz) 可以達成 8 × 8 

MIMO，LTE / GSM 中頻頻段 (1710 ~ 2170 / 2300~2690 MHz) 可以達成 8 × 8 

MIMO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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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黃世疇 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械工程系 

技術專長 柔順機構設計、有限元素分析、生物力學、振動控制 

展件名稱 手部物理復健裝置及其方法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發明設計輕巧簡單，並使

用 3D 列印機製作而成，具低成

本、操作容易等優勢。發明中將

指套連接拉線；於一基座上配置

導引槽、一集線槽及一調整旋轉

機構；將該拉線穿設於該導引槽

及該集線槽，且將該拉線固定於

該調整旋轉機構上；利用該調整

旋轉機構經由該導引槽及該集線

槽進行旋轉調整拉線，以帶動拉引指套進行相對移動。 

技術專利特點： 

本發明旨在提前釋放中風患者的手部痙攣狀態，操作簡單，只需旋轉滑輪

並將其鎖定。由於 ABS 塑料的合身形狀，此復健器符合人體工學且穿戴舒適、

安全。 

應用範圍： 

本發明已在高雄醫學大學中和紀念醫院復健中心臨床試驗應用。目前試作

雛型提共給中風患者試用，成效良好。未來於居家，診所，復健中心或是醫院

均可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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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黃勤鎰 助理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電機工程系 

技術專長 虛擬實境、機器人學、嵌入式系統、非線性控制、電力電子與馬達控制 

展件名稱 即時腦波眼動遠端遙控機器人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發明研究有別於目前腦波主流，多以多極點 EEG 量測腦波狀態(Alpha

波，Beta 波或集中、放鬆等等腦生理狀態)為截取訊息，因腦波生理狀態其狀態

轉換間所需時間很長，反應速度慢因此無達到即時控制之目的同時多極點 EEG

價格昂貴，安裝量測時間長。 

本研究創新發展出一種以簡單的單極點 EEG即可達到快速且遠端即時控制

週邊裝置。其為一種非侵入式腦波眼動輸入控制裝置，用以控制至少一種諸

元，該裝置包含偵測器及處理器，偵測器用以偵測眼球的動作，以產生相對應

的訊號封包，處理器具有一接收單元，接收來自該偵測器的訊號封包；解譯單

元將訊號封包予以解譯分析；分類單元將解譯分析後的結果，分類為多數種類

型的眼球動作；配對單元將各別眼球動作配對至相對應的諸元。而前瞻性在於

當本發明應用在文字輸入領域或是各種的受控物件，如醫療輔具、機械手臂亦

或是車輛控制領域時，對於無法利用手寫、言語、電腦打字等方式進行溝通的

使用者來說，藉由本發明可以主動運用眼球轉動來輸出控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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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黃榮富 教授 

學院類別 水圈學院 

服務系所 水產養殖系 

技術專長 生物學、無脊椎動物學、甲殼類動物學、海洋生態 

研究方向 

/ 

成果 

一、培育產業人才： 

1.以海域生態產學合作為例：說明對產業之技術發展或創新具有重要影響價

值，並能反饋於實務教學與專業技術人才培育。 

＊產學合作：每年可培育 1~2名碩士生參與研究相關主題，大學部每年約

5~8學生參與實地調查及分析工作，充實學生海洋調查的實務經驗，有助於

學生畢業後快速投入產業。 

2.以漁業輔導技術服務為例：說明促進產學緊密連結合作之效益，並對技職

教育專業人才培育有卓著貢獻。 

＊技術服務：102年開始每年可培育 1~2碩士生參與相關主題研究，每年約

60名大學部學生參與漁業輔導工作。在養殖戶輔導方面，102年至今漁業輔

導團隊在雲林地區共輔導 370位養殖戶，協助養殖戶取得產銷履歷，262份

的藥殘檢驗報告全數合格，107年輔導的養殖戶參加文蛤養殖競賽，計 13

名得獎，獲獎率 43.3%。 

3.合計上述 2項產學合作案，目前每年針對產界業實務訓練學員數(學生及

養殖戶)達 300人次。 

二、產學亮點：因台塑企業秉持企業在地營運與地方共存共榮、敦親睦鄰

的精神，於民國 98年 5月開始與本校推動「提升麥寮鄰近區域養殖漁業技

術及養殖漁產品附加價值研究計畫」。目前已執行 7年，輔導至今已有 216

位漁民以示範戶模式運作推動，輔導期間為了解決漁民在養殖生產過程

中，遇到束手無策的問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漁業輔導團隊在雲林麥寮成

立駐地水質快篩檢驗實驗室，推動養殖池風險管理作法，降低養殖期間的

風險，也設置益生菌工廠，教導漁民順應季節及養殖環境的改變，正確使

用益生菌的作法，讓養殖生物成長既快速、肉質又甜美，另成立技術交流

中心，建立團隊與漁民的情誼，並派有駐地人員平日巡視漁塭及輔導漁民

利用科學檢測工具，隨時掌握水質狀況，有效改善當地養殖環境及縮短處

理時間，進而提高漁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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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慈復明 副教授 

學院類別 海事學院 

服務系所 輪機工程系 

技術專長 鍋爐與自動控制、汽機與輔機、內燃機 

展件名稱 高功率高光效發光二極體的 LED天井燈連結升降器的產品系統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通過國家認證 CNS高光效 LED天井燈加升降器，可讓燈具更換和定其保

養時更便利。 

  

創新特色： 

專利型升降器可遙控和通過國家認証 CNS高光效 LED天井燈，防水耐高

低溫，有 100W/150W/200W/240W 可提供選擇。UFO Highbay 燈可用於工業

廠房、倉庫與物流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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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慈復明 副教授 

學院類別 海事學院 

服務系所 輪機工程系 

技術專長 鍋爐與自動控制、汽機與輔機、內燃機 

展件名稱 綠色能源永續發電的海水電池商品的研究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利用異質高能金屬放置於海水中使陰極與陽極的電化學作用產生電子流發

電，再利用陽極的副產品氫氣進行燃料電池二次發電，對應電流逆向使得陽極

的金屬於海水中減緩緩蝕；利用犧牲陰極方式降低陽極的腐蝕，保護陽極。實

驗設備放置海水電子電路以及能源再生模組，採三合一整合。海水發電供應海

上求生設備燈源，氫氣供應燃料電池模組的電力來源，陰極防蝕保護陽極降低

腐蝕。 

  

創新特色： 

本次作品模組設計特色為綠能再生永續的概念，以及兼具多重發電特性與

水下金屬防蝕的功能。模組設計 Arduino 無線傳輸控制，控制氫氣產生量，可

在安靜無聲的環境下進行電力轉換；此創新研發整合能源再生的技術，未來有

助於綠能與國防科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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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楊俊彬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金屬鍛造、沖壓製程開發、沖壓模具分析與設計、材料製成分析與製程開發、

材料與工件破損分析與改善 

展件名稱 復動化鍛造之差速器零件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差速器零件包含戟齒輪，十字軸，行星齒輪等其他零件，以上零件製程主

要可分成切削加工與非切削加工，其中非切削加工中的鍛造製程出的產品品質

最佳，而我們所使用的復動化鍛造技術又優於一般傳統鍛造技術，所生產出的

產品尺寸可以更精準，更省料化。復動化鍛造技術是使用垂直軸向楔塊構造與

XY 水平方向連桿構造進行鍛造，其設計出的復動化模具模組都可以裝置在一

般油壓成型機、沖床上進行生產，符合一般業界通用機台。 

  

技術特點： 

本作品都以復動化模具模組進行開發差速器零件，所開發之鍛件尺寸與精

度都與業界要求相符，且鍛件無毛邊且其鍛流線分佈均勻且為連續，接續且連

續性的流線分布可增加產品的抗灣強度與衝擊強度，可使產品使用壽命更加延

長，而材料使用率都可以達到 90%以上，如將其導入自動化生產可更節省人力

與節省機台使用率，提升生產效能。 

 

教師姓名 楊俊彬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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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金屬鍛造、沖壓製程開發、沖壓模具分析與設計、材料製成分析與製程開發、  材

料與工件破損分析與改善 

展件名稱 自動變速箱深引伸殼件沖壓製程技術移轉 

研究方向 

/ 

成果 

展件簡述： 

汽車變速箱是整部車的主要傳動系統，其主要之作用為將動力從引擎傳遞到

車輪，可分為自排與手排兩種。變速箱直接影響汽車的整體性能包操作性、傳動

性、噪音和安全性。由於駕駛上舒適性的要求，手動變速箱逐漸被淘汰，換成自

動變速箱，而自動變速箱之發展也從四段變速發展到五段、六段變速或八段變

速，甚至為無段變速，段數越多則換檔時震動越小，越為平順。 

 

創新特色： 

汽車自動變速箱前進離合器外殼作為研究載具，其研究是利用沖鍛的成形技

術，從下料到引伸和齒形輥壓成形結束約為 3 分鐘的時間，共節省約 90%的加工

時間，並且有效的提升材料的使用率、大幅縮短生產時間並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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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楊敏雄 教授 

學院類別 海事學院 

服務系所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技術專長 船舶動力系統、內燃機、輪機工程、熱傳增強應用、冷凍空調 

展件名稱 創新水平軸海流渦輪發電機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隨著全球綠能意識高漲，許多國家紛紛投入研究替代能源。台灣為海島型國

家，四面環海，擁有充沛的海洋資源。台灣東部流經黑潮，其流速穩定且具有龐

大潛能，為了汲取其能量，故使用海流渦輪葉片。本作品以數個環狀葉片圍繞著

中間的軸心進行環狀陣列，再者，以端版螺槳的外型作為設計概念，將斷面設計

為凹槽狀，更能有效使流體能量集中於葉片上，最後將葉片斷面弦長在靠在螺槳

外緣處線性增加，使其吸收葉片能量之表面積有所提升，提高整體渦輪輸出效

率。 

 

創新特色： 

1.特殊葉形，高流速低阻力，維持優良性能 

2.導槽葉形斷面，使流體能量更能集中於葉片，提高效率 

3.增加葉片外緣斷面弦長，使葉片掃略面積有效提升，提高性能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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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葉旻彥 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半導體工程系 

技術專長 導體磊晶成長技術、半導體光電元件、CZTS太陽能電池、微控器應用 

展件名稱 具 GPS可攜式環境氣體偵測暨網際網路遠端監控系統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此作品集合多種氣體感測器於同一可攜式裝置，可同時監測溫、濕度、一

氧化碳、乙醇、苯、氨氣以及硫化物氣體，可應用於監測工廠或任何具有無線

基地台可接收訊號之周圍環境各種氣體濃度等數據。圖(一)為裝置主體，圖(二)

為裝置內部圖。 

本系統自備架設一套伺服器隨時將監測裝置回傳之數值分析並加以儲存，

透過數據曲線可以展示濃度變化量，每台監測裝置都有 GPS 定位系統，可隨時

定位每台監測裝置所處之位置。並且結合應用自行開發的手機 APP，人手一機

可以非常方便且隨時隨地立即瞭解各監測地點的環境氣體狀況，幫助使用者掌

握所有監測地點的資訊。圖(三)伺服器人機介面，圖(四)歷史資料查詢介面。 

 

技術特點： 

1.具有多種氣體感測器，可偵測各種不同氣體。 

2.具有WIFI以及 GSM兩種傳輸方式的選擇模式。 

3.具備 GPS定位功能。 

4.具有網際網路嵌入人機介面功能，完全掌握所有裝置位置及該區域氣體濃度

訊息。 

5.提供歷史資料查詢及分析的功能。 

6.具有手機 APP提供查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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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劉世崑 副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光電工程研究所 

技術專長 半導體電射、光電量測技術、光電半導體製程、光纖通訊 

展件名稱 光捕捉微生物鑑別系統 

研究方向 

/ 

成果 

展件簡述： 

本研究是一種光捕捉微生物鑑別系統，一雷射光源裝置具有一光纖光鑷夾，

而該光纖光鑷夾用以捕捉一微生物體。控制該光纖光鑷夾及已捕捉微生物體，第

一次測量採用一預定速度，接著逐次增加或減少速度，直至微生物體剛好脫離光

鑷夾之光捕捉力為止。此時，所對應之移動速度即為一微生物逃脫速度；並利用

該微生物逃脫速度與一待鑑定微生物(未知種類)逃脫速度進行比對。 

 

創新特色： 

本檢測技術為一種光學技術且具有鑑別微生物類別之功能，利用光場捕捉微

生物體並進行測試。本技術屬於非接觸之方法，不必添加額外之試劑或染劑，不

會損害微生物體。建立完整的微生物資料庫後，可以快速判定雜菌種類，有助產

品快速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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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劉世崑 副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光電工程研究所 

技術專長 半導體電射、光電量測技術、光電半導體製程、光纖通訊 

展件名稱 
光捕捉微生物鑑別系統 / LIGHT-TRAPPING MICROBIAL IDENTIFYING 

SYSTEM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作品是關於一種光捕捉微生物鑑別系統將一顯微鏡裝置連接至一影像擷

取系統，且該顯微鏡裝置對應於一微生物體(已知種類)，以便該影像擷取系統

自該顯微鏡裝置擷取一微生物體影像。 

  一雷射光源裝置具有一光纖光鑷夾，而該光纖光鑷夾用以捕捉一微生物

體，以便在該光纖光鑷夾上形成一已捕捉微生物體。控制該光纖光鑷夾及已捕

捉微生物體，第一次測量採用一預定速度，接著逐次增加或減少速度，直至微

生物體剛好脫離光鑷夾之光捕捉力為止。此時，所對應之移動速度即為一微生

物逃脫速度；並利用該微生物逃脫速度(或速度範圍或平均速度)與一待鑑定微

生物(未知種類)逃脫速度進行比對，且依該待鑑定微生物逃脫速度之比對結果

判定一微生物種類。 

  相較於傳統的檢測法(如:大腸癌的糞便 DNA檢測、膀胱癌的尿液檢測

等)，本方法不需經過繁瑣的生物化學檢查步驟，可快速完成檢驗。另外，本作

品使用低成本之光纖微透鏡之製程技術，可大幅降低光鑷夾製作成本。 

  因本作品利用光能進行非接觸式捕捉微生物體並完成逃脫速度實驗，實驗

過程中完全不必添加額外之試劑、染劑、或標靶藥(如: Erbitux、Avastin)，也不

會損害活體樣本(如:動植物細胞、細菌、微生物、病毒等)。因此，本作品對不

同種類微微生物具有高度的鑑別效果，只需少量樣本即可完成鑑別工作。 

  

技術專利特點： 

  本檢驗方法具有鑑別微生物類別之功能。在實驗中，利用光鑷夾分別捕捉

三種不同種類之酵母菌：由實驗結果可知，第一種酵母菌的逃脫速度範圍為

25.58 ~ 29.95 μm/s；第二種酵母菌的逃脫速度範圍為 12.22 ~ 14.40 μm/s；第三

種酵母菌的逃脫速度範圍為 8.49 ~ 10.4 μm/s。此三種酵母菌所測得之逃脫速度

範圍並無重疊之處，証明本方法具有高的鑑別度。因此，本方法可以應用於鑑

別不同品種的微生物、活菌、或細胞等。當利用本方法建立完整的微生物資料

庫後，即可利用實驗結果與資料庫的數據進行比對，即可快速判定樣本之菌

種。對生產益生菌的產業，本方法可以快速判定雜菌的種類，有助其對產品管

控。本技術亦可應用於癌細胞種類及期別之鑑定工作，有助於臨床上癌症的即

時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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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劉世崑 副教授 

學院類別 電機與資訊學院 

服務系所 光電工程研究所 

技術專長 半導體電射、光電量測技術、光電半導體製程、光纖通訊 

展件名稱 光捕捉癌細胞期別鑑定方法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作品是關於一種光捕捉癌細胞期別鑑定方法；特別是關於一種雷射光束

捕捉癌細胞之病理期別鑑定方法；更特別是關於一種光纖雷射光束捕捉人類癌

細胞期別鑑定方法。本作品在較佳實施例之主要目的係提供一種光捕捉癌細胞

期別鑑定方法，其利用一光纖光學鑷夾測量一第一癌細胞平均逃脫速度及一第

二癌細胞平均逃脫速度，再利用該第一癌細胞平均逃脫速度及第二癌細胞平均

逃脫速度計算一逃脫速度比值，再利用該逃脫速度比值與一待鑑定癌細胞逃脫

速度進行比對，如此依該待鑑定癌細胞逃脫速度之比對結果判定一癌細胞期

別，以達成準確鑑定癌細胞期別之目的。 

本方法相較於傳統的檢測法(如:大腸癌的糞便 DNA 檢測、膀胱癌的尿液檢

測等)，不需經過繁瑣的生物化學檢查步驟，可快速完成檢驗。若病人本身之癌

症病理組織檢體品質不良，相對的會影響傳統檢測法之準確度，而本方法較不

受此因素影響。本方法已經實驗驗證，具較高之準確度。另外，本作品在光纖

微透鏡之整體製程上更為簡便，且能降低其製作成本之功效，並在生物醫學應

用領域上其操作利用光或光能以非接觸式進行捕捉微小物體，不必添加額外之

試劑或染劑(標靶藥物如:Erbitux、Avastin)，不會損害活體樣本(如:動植物細

胞、細菌、微生物、病毒等)，且其具有高捕捉效率及低捕捉功率。 

 

應用範圍： 

不分男女皆有可能得到各種不同的癌症，本癌症期別檢測方法並不受限於

特定癌症種類，因此本檢測方法適用於男女癌症病人，使醫生可快速又準確地

掌握癌症病人的病況，以造福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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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劉東官 特聘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人工智慧、製商整合技術、機電資整合技術、電子商務技術 

展件名稱 行動智慧製造生產管理平台 

研究方向 

/ 

成果 

展件簡述： 

本系統結合物聯網、資通訊、雲端技術、大數據及人工智慧技術，可適用於各種

製造業現場，透過智慧排程的技術，事先規劃整廠的生產活動，並產生生產通知

單與派工單，完成工作指派。現場人員透過物聯網/機聯網與 APP的報工回報生產

狀態，再經由雲端與大數據的技術，即時處理收集生產資訊。最後透過人工智慧

的運算統合 PDCA流程，達到全方位生產最佳化。 

 

創新特色： 

本系統透過人工智慧的精算規劃閉環生產管理 PDCA，透過人機料法測環全方位

生產資訊整合，實現 CPS料帳合一、數位工廠、智能製造的工業 4.0目標，特別

適用於少量多樣，抽單插單頻繁的生產模式，並已透過實際工廠導入驗證成效。 

 



79  

 

教師姓名 劉東官 特聘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人工智慧、製商整合技術、機電資整合技術、電子商務技術 

展件名稱 生產智慧排程系統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應用人工智慧技術於生產排程作業，輔助生產管理人員進行最佳化派工與管

理。 

技術專利特點： 

目前業界生產排程均由有經驗的生產管理人員人工手動編排，只能夠以訂

單交期的先後做為排程依據，導入人工智慧技術將使得生產排程系統能夠以交

期、機台負載、生產產能等多目標進行最佳化評估，使生產排程更貼近當下生

產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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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蔡坤穆 教授 

學院類別 管理學院 

服務系所 運籌管理系 

技術專長 物流資訊系統、通路管理 

展件名稱 智慧物流搬運機器人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智慧物流搬運機器人需搭配倉儲管理系統(WMS)及 RFID 等相關硬體設備方

能達到以下功能： 

(1)WMS 補貨模式場域功能：物流智慧搬運機器人可配合 WMS 發動補貨功

能，達到快速與減少人工之目的。 

(2)自動化上架場域功能 ：High jump WMS系統，可快速協助收貨完成後貨品

進行上架作為可供出庫的庫存規劃，完成儲存的步驟，WMS 倉儲系統收貨

後，貨位與貨架儲存皆由搬運機器人系統控制，由 RF槍送至機器人區的入

口後由機器人搬運定位並完成儲存，在大型物流中心大範圍的應用能夠降

低許多人力的需求。 

(3)快速即時庫存盤查場域功能：由 WMS 系統發動盤點，物流智慧搬運機器

人可協助將商品帶往 RFID reader 或透過 RF 掃描槍進行掃描，以節省人力

的方式快速進行盤點的操作。 

(4)智慧撿貨播種場域功能：物流智慧搬運機器人系統透過與 WMS 系統合

作，將貨到帶到人員位置，快速將貨品揀出、避免揀貨時重複走動的勞力

與時間，且搬運機器人上之貨架商品為多筆訂單整合的播種模式，再搭配

電子標籤亮燈模式，指示播種人員依每個播種盒所代表訂單的需求量，進

行播種，達到快速分揀動作與達到錯誤率下降之目的。 

  

創新特色： 

高科大在教育部的指導下打造了全國首座「智慧商務實做教學中心」其中智

慧物流實驗場域與旭貿科技合作引進全國第一套與阿里巴巴集團同步採用的快倉

AGV 物流智慧搬運機器人(與 Amazon Robot 作業相同)，可承載 600 公斤，搭配

IDC MarketScape評價國際上前五名之 High jump倉儲管理系統(WMS)，已在全球

如可口可樂、索尼、星巴克、臺灣永聯物流共和國等全球近 4000 個客戶使用。再

搭配 RFID 感測系統、輸送帶系統、機器手臂等設備，讓學生由商品進貨、透過

感測器等智慧設備輔助，取得貨品大小、數量、重量與保存期限，並進行儲放、

儲位規劃與快速揀貨等實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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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鄭安倉 教授 

學院類別 水圈學院 

服務系所 水產養殖系 

技術專長 水產養殖、水產繁殖、箱網養殖、飼料與餌料 

研究方向 

/ 

成果 

以水產養殖與繁殖為核心專業。近年以「藍海生物智慧繁養殖產業創生

人才培育」計畫，持續協助南部養殖業者提升產值，研究團隊開發了益生菌

與水底質改良劑，用於對抗石斑魚虹彩病毒(IV)與神經壞死病毒(NNV)，大

大提升育苗及成魚養殖成功率，使產量提升了 10%。 

鄭安倉說：「我們也同時應用在蝦類、文蛤、烏魚及午仔魚上，突破傳

統以抗生素養殖的觀念，讓臺灣的石斑魚養殖技術，更能勝出中國。」這項

技術也有利於海洋生態的永續性。除了對抗魚類病毒外，水下照明也是計畫

重點。以海生館的企鵝展示缸為例，需要模擬南極日出、日落的環境，以利

企鵝能夠在館內適應生活，但是現有設備採用的是鎢絲燈，除了耗電功率

大、電費高之外，也已經有多盞燈具損壞，因此藉由產學合作，委託設計新

型 LED 燈取代鎢絲燈，一舉解決所有問題，為海生館省下不少電費支出。

在此計畫下，高科大也協助海生館成功培育黃金鰺魚苗；運用益生菌改善大

尾虎鮫的生活環境，並孵育下一代，在養殖之外還要能夠繁殖，達到永續經

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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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鄭瑞鴻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模具工程系 

技術專長 
新產品開發設計、光機電熱整合製造、研發及專案管理、專利工程及分析、

企業發展策略 

展件名稱 IoT智慧製造教學平台 

研究方向 

/ 

成果 

展件簡述： 

IoT 智慧製造教學平台榮獲 2019 台灣創新科技博覽會銀牌獎。透過智能

監測系統，將本地端模具或機台上面各類感測器，從機械動作轉為電訊號。

將智慧機上盒收集的訊號，透由物聯網上傳到外部雲端資料庫，並能動態更

新。便能於遠端即時掌控模具或機台的各項生產數據，也可以進一步彙整

MRP/ERP，作為製程改善、或製程參數調整的依據，達到工廠自動化及智慧

化。  

創新特色： 

可攜式雲端 IoT 智慧製造監測系統教學平台，包括：PLC 可程式控制

器、HMI 人機介面設計、雲端 IoT 自動化教學平台、智慧機上盒、桌上型智

能矽膠射出成形機等，各類型系列性的智慧製造教學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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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賴俊吉 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技術專長 廢水工程、水質控制、環境微生物、廢棄物處理與管理 

研究方向 

/ 

成果 

生物製劑生產與應用、環境生物修復、廢水生物處理、固體物厭氧醱

酵、實驗設計與迴歸分析、有機毒性廢水厭氧處理程序(UASB、EGSB、

FluidizedBed)、厭氧處理程序的微生物發展控制、環境污染控制對地球溫暖

化的影響、湖泊底泥及垃圾掩埋場中微生物代謝反應、高濃度及高效率污泥

處理(卵型汙泥厭氧醱酵程序)、生物系統的數值統計分析、生垃圾的厭氧沼

氣醱酵程序、生垃圾的厭氧氫醱酵程序等為研究發展方向。 

本校「能源研究中心」自 89 年起，獲得經濟部能源委員會支援，開始

進行生質氫能研究計畫，試圖以厭氧醱酵方式，將事業廢棄物轉化為氫氣，

主要目的除了開發實用生物厭氧產氫技術，並藉此技術提升產值於生產土壤

改良劑協助土壤或底泥污染的復育，充份對於有機廢棄物進行能源與資源化

的回收再利用。有效運用大專院校研究人力，進行前瞻性研究，並培育能資

源暨生物醱酵科技人才。 

本研究中心以實

際廢棄生質物進行厭

氧醱酵產氫程序，依

據理論與單純基質的

研究成果為基礎，直

接應用於事業性的有

機廢棄物而發展固體

物醱酵產氫技術，從

小型試驗的成果，將

其應用於中型(100 公

升 )與大型模廠 (1000

公升)反應槽的量產規

模。結合分子生物的

技術，對於反應槽內

優勢產氫菌的社會結

構，提供更新更明確

的解析。針對 (廢棄 )

纖維素的水解醣化技

術的開發、土壤與底

泥生物處理的復育成

果相當豐碩。將成果

應用於業界的合作發

展，加強學界研究成

果及產業實廠規模之

結合，期可完成整個

能源科技發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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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薛明憲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技術專長 創新管理、智慧財產管理、固體力學、綠色能源管理、車輛工程 

展件名稱 引擎之旁通進氣飽和水霧電離化裝置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創作主要提供內燃機引擎進氣系統之額外進氣的空氣成分進行改良，利

用非熱電漿技術(non-thermal plasma， NTP)之方式將含有飽和水之空氣電解成

具有高能量電子、氫離子、氫氧離子自由基等高活性粒子額外輸入於進氣歧管

內，另外藉由可調溫之水蒸氣噴射裝置將水溶液轉換成可燃與助燃離子而注入

引擎進氣歧管內，以額外增加內燃機引擎進氣量，進而提升引擎燃燒效率與降

低有毒廢氣含量。在水蒸氣噴射裝置中採用超音波電子振盪器，將水溶液進行

超高頻震盪，藉以產生微細顆粒之霧化水蒸氣以增加與空氣接觸的面積，進而

提高空氣含水分子數量；同時引擎真空壓力造成水蒸氣噴射裝置內產生負壓，

導致外界空氣強制進入水蒸氣噴射裝置內接觸內部的水溶液而形成飽和空氣。

飽和空氣與霧化水蒸汽所混合之飽和霧化水蒸氣進入放電反應座中進行介電質

放電反應，藉以產生氫離子與氫氧離子等之高活性粒子水蒸氣，因此可產生氫

氣與氧氣等可燃物與助燃物以外，氫離子與氫氧離子等高活性粒子進入燃燒室

與燃料進行結合可提高燃燒速度，改善燃燒擴散速度與範圍，進而提高燃燒效

率與引擎輸出效率，同時降低有毒廢氣含量。 

 

應用範圍： 

1.汽機車改裝市場：本成品由於不會破壞原車之原廠設定，可直接裝設於進氣

系統部分，因此可先由改裝市場方面切入以漸進之方式推廣本產品。 

 

2. OEM市場：透過改裝市場之販售方式提供消費者使用後使原廠在相當多消費

者認同下考慮予以加裝於原廠車輛上，因此可透過 OEM廠之製作以搭配原廠

車輛之設定，使原廠車輛出廠時即配有本系統之裝置。 

 

3.電子點火控制市場：由於本創作採用非熱電漿方式藉由產生高動能微細粒子

而改變進氣空氣品質，可將本創作之技術結果拓展至相關綠色能源科技之產品

中，透過提高 COP值之考量上製作需要為小電力之物品進行改良，以發揮本創

作之擴展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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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薛博文 助理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人機伺服控制系統、自動化機電整合、復健輔助控制系統、綠色能源運用及管理 

展件名稱 工業安全巡檢無人機 

研究方向 

/ 

成果 

Guardian展件簡述： 

Guardian 可全自動進行垂直起降與長時間制空任務，任務半徑達到 20 公里以

上，並具備全景光學跟蹤系統 EODAS，並搭載 RTK 精準即時定位系統與 ADS-B

航道管理系統，另可額外掛載 2公斤內酬載，提供業主多種工業應用用途。 

創新特色： 

無人機混合翼型自動飛行控制，搭載全景光學跟蹤系統 EODAS，提供更安全

的飛行任務與跨單位交接控制提升工業任務作業效率。 

 

Sentry展件簡述： 

Sentry 可全自動進行垂直起降作業，並搭配輔助 360 度避障系統，任務半徑

可達 8 公里，並搭載 FullHD 畫質 32 倍光學變焦可見光與 640x512 畫質 4 倍變焦

熱顯像機，100 米內測距自動補償熱輻射校正，並具備目標追瞄系統與輔助跟蹤

系統。 

創新特色： 

無人機聯網作業系統與 360 度輔助避障系統，對地形比對定位系統，高畫質

光學酬載系統提供更安全的飛行任務與跨單位交接控制提升工業任務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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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薛博文 助理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無人機伺服控制系統、自動化機電整合、復健輔助控制系統、綠色能源運用及

管理 

展件名稱 機械加工設備節能改善及節能績效量測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馬達及附屬動力設備約占全球終端用電量近半(46%)，而工業用馬達約有超

過 60%都用於流體液壓型式的動力系統。在未來工業用電不斷攀升的趨勢下，

從液壓動力系統進行節能改善，便有其必要性。近年來馬達節能技術，被視為

解決龐大能源消耗及能源浪費的重要議題之一。基於此，本研究以機械加工設

備搭配新型節能伺服液壓動力系統及智慧電表進節能研究及效益評估展，動力

系統採用脫磁石同步馬達以直結方式整合油泵模組，並搭配智能化馬達調速控

制技術，在不同動力需求條件下，適時調整系統之動力輸出。 

  

技術特點： 

本作品之機械加工設備整合無刷同步脫磁馬達，其優點為在同功率下比傳

統市售感應馬達小，因此在機械加工設備在進行節能改善時，可不受空間影響

直接進行替換，並且透過智慧電錶進行用電量測及節能評估，具有節能 40%以

上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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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謝其昌 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機電工程系 

技術專長 微機電系統設計與製造、光機電整合設計、實驗應力分析 

展件名稱 可快速拆換之 LED光源模組，應用於外科手術燈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本發明為使用 LED光源模組以取代傳統手術燈鹵素光源，傳統手術燈動輒

150W~200W 之消耗功率以不符合當前節能需求。然而，鹵素燈的球狀配光方

式與 LED的指向型朗伯發光型態有極大差異，使得傳統手術燈的光學元件無法

直接適用 LED 光源。本發明採用 50W COB LED，透過投射與反射鏡組，將

LED 光源建構為擬似鹵素燈光源的配光型態；此技術可有效保留傳統鹵素手術

燈的主要光學結構，僅將光源區塊進行替換即可達到與原燈相同甚至更佳的光

學效果。手術燈的售價昂貴，因此雖然現在 LED光源技術成熟且耗能遠低於傳

統燈，但多數醫院礙於購置成本之花費，大多沒有意願更換 LED手術燈；本發

明可在最低的換裝成本下，保留醫院現有的燈具主體，僅更換核心光源模組，

不僅能夠延續傳統燈具之使用壽命、降低醫院換裝成本外，亦免除可能因替換

燈具造成醫療人員需重新適應設備之困擾。 

 

應用範圍： 

本發明之 LED光源模組能夠直接汰換老舊手術燈的核心光源，方便醫療人

員可以直接更換，不需將整體手術燈具換掉，且為原盞手術燈操作模式相同容

易上手，醫療人員不需特殊專業技能即可輕鬆拆卸，消毒與清洗相對簡化許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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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姓名 謝宗翰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模具工程系 

技術專長 
高分子奈米複材、纖維複材、高分子基材零件設計與成型黏著接合技術、結構

設計、有限單元分析 

展件名稱 碳纖維車用防撞樑與碳纖維安全鞋/安全帽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車用複材防撞樑是安裝在前保桿內鐵的位置，傳統內鐵是以鋼或是鋁合金

來製作，但其重量重，透過輕量化的碳纖維複合材料的導入，可讓重量減輕

40%(與鋁合金部件相比。碳纖維相關的人身部品，除可以保護人體的安全外，

也可透過輕量化的特性讓使用者感到更舒適。 

 

創新特色： 

產品為國內唯一的高科大模具工程系透過產學合作與廠商共同開發之複材

產品。此產品可以 90秒以內透過特殊模具設計與配方來達到快速成形的優勢。

讓高性能的複合材料可廣泛應用在消費性的產品(低價車輛部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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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謝宗翰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模具工程系 

技術專長 
高分子奈米複材、纖維複材、高分子基材零件設計與成型黏著接合技術、結構

設計、有限單元分析 

展件名稱 複合材料應用－八輪滑板、過夜包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八輪滑板本身的設計如同仿生機構一般，底層的龍骨強韌且能將前後輪的

受力平衡緩衝，V 行輪架能隨著地形自主的上下擺動，板子本身採用複合材料

製成，讓板客只需要在板身上維持自身重心就能體會到都市衝浪的樂趣。 

  

技術特點： 

複合材料相對於塑膠，具有高強度、輕量化且耐腐蝕的特色。其中，碳纖

維輕而堅硬，相較於塑膠滑板更方便攜帶，受到撞擊時受損程度也較低。而克

維拉纖維則擁有高韌性，在滑板轉向上有很大的幫助，不管是新手玩家或者是

專業級玩家都可以很輕鬆的駕馭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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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謝淑玲 教授        

學院類別 水圈學院 

服務系所 水產食品科學系 

技術專長 食品檢驗分析、保健食品、生物技術學、營養學 

展件名稱 化合物用於製備調控腸癌細胞轉移之藥物的用途 

研究方向 

/ 

成果 

技術說明： 

依據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於 2016 年所公告之 2015 年台灣十大死亡原因，

惡性腫瘤位居十大死因之首；大腸直腸癌死亡率更是在每 10萬人口中，就有高

達 24.2 人因大腸直腸癌而死亡(衛生福利部，2016)，可見大腸直腸癌對於人類

健康具有重大之威脅。癌細胞的轉移常是造成癌症治療失敗的主要原因，一旦

結腸癌發生轉移現象，其預後狀況皆相當不良，而且 90%以上癌症病患之死

因，即由於癌細胞轉移至遠端器官所造成之結果(Leber and Efferth、 2009)。近

年來，傳統醫學及補充替代醫學逐漸受到重視，如何利用天然食品之活性成分

達到抑制癌細胞之增生、降低癌細胞之轉移以及促進癌細胞死亡之目的，是目

前生物醫學、食品化學，藥學與營養等研究人員在癌症預防與治療之研究焦點

與重心。 

食物中的蛋白質經由水解過程中會釋放出具有生物活性胜肽的產物，且隨

水解胜肽胺基酸的排列順序和大小，其功能性及活性也有不同的表現。在魚類

水解胜肽的研究中指出，魚肉蛋白質水解後的胜肽中含有獨特的化學結構及特

殊的生理功能，例如：降血壓、免疫調節、抗氧化、促進鈣吸收等功能特性，

但鮮少對於癌症轉移之研究。 

國內外有關使用水產生物之水解胜肽於疾病的預防保健之應用研究仍缺

乏，因此本專利透過科學化之實驗數據，探討驗證魚類水解胜肽活性成分-肌肽

(carnosine) 在癌症轉移之化學預防的效用與調節機制。 

技術專利特點： 

1.蛋白水解液之特色 

蛋白質水解為一種將蛋白質降解成分子較小的胜肽片段或胺基酸的方式，

依據蛋白質水解程度可分為完全水解及部分水解，前者所得到的產物是各種胺

基酸混合物，後者則是大小不一的胜肽片段及胺基酸。許多研究指出，食物中

的蛋白質經由水解過程中會釋放出具有生物活性胜肽的產物，且隨水解胜肽胺

基酸的排列順序和大小，其功能性及活性也有不同的表現，如：金屬螯合、抗

氧化、降血壓、心血管保護作用等特殊功能性。 

2. 肌肽對於癌症轉移之分析結果 

肌肽可以降低人類直腸癌細胞 (HCT-116) 的轉移、侵犯、黏附與外滲作

用，達到抑制大腸直腸癌的轉移效果，這部分成果已於 2017年發表在國際會議

3rd Innovations in Cancer Research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中。 

應用範圍： 

藉由細胞實驗之結果得知肌肽具有抑制結腸癌細胞轉移之作用，其研究成

果目前已在申請中華民國發明專利，預計本發明可發展海洋食品藥用生物產業

之應用與推廣參考，對疾病預防具有正面意義，相信可提升海洋生物資源的應

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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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顏福杉 副教授 

學院類別 工學院 

服務系所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技術專長 

功能性分子(高分子&小分子)合成與物性研究、水溶性樹脂/水可分散性樹脂合

成與應用研究、配方分析與開發、化妝品配方分析與開發、廢棄物回收技術開

發、光學膜分析與開發、高分子材料與科學、材料工程、有機/無機塗佈材料 

展件名稱 經表面處理陶質顆粒與水性道路人孔蓋防滑材 

研究方向 

/ 

成果 

展件簡述： 

本技術專注於防滑材顆粒表面處理以符合於抗滑性高、具安全與綠色環保

需求產品之應用，經表面處理之特殊陶質粉料能與基材形成高度密著，所研製

出新創之水性高效防滑塗料能適用於增加平面、坡面、凹凸面之鋼材、鐵器、

人孔蓋底材表面之抗滑性之應用，結合所研發之應用施工設備，使其能達到易

施工、高抗滑、高密著性、高耐磨性。 

 

創新特色： 

本技術聚焦於礦粉表面之功能性處理，經處理後之顆粒，具有能與塗料基

材產生緊密結合的能力，經實際檢測得知可應用於多種樹脂系統以密著在多種

底材。將此種經表面改性的粉体應用於市場上未有丶且創新的水性防滑塗料

時，可從材料端解決產品使用後的環境污染問題與相對於傳統塗料的缺陷與不

足，可提升塗料止滑係數丶及抗衰性，以提升人丶車輛於行走時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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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校產學績優教師簡介 

以下介紹本校 109 年度產學績優教師，本校教師於校內外的產學合作累積許多

成果與能量，從此可了解教師執行產學推動的成果。若需要與這些產學績優教師接

洽，歡迎隨時與產學營運處聯繫。 

                                      ※本表以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姓名 職稱 學院 系所 專長 研究方向/成果 

尤若弘 副教授 
海 商

學院 

海 洋 休

閒 管 理

系 

水域遊憩管理

與規劃、運動

休閒管理、運

動行銷、潛

水、獨木舟、

划船、游泳 

本身以潛水、獨木舟、SUP、水域運

動管理、休閒遊憩管理、觀光旅運管

理等為研究核心。並致力推動水上休

閒運動，成立「科技潛水暨水域運動

教學發展中心」，運用本校休閒潛水

及職業潛水資源發展成為全方位培訓

場地，以培育對於休閒潛水暨水域運

動有興趣等人事成為潛水專業人才及

職業潛水之專業人才。 

王振華 副教授 
工 學

院 

環 境 與

安 全 衛

生 工 程

系 

設備完整性、

電腦化維修管

理、設備延長

開放評估 

製程設備可用度與可維護度改善研

究、設備管理電腦化與實務整合研

究、機電設備可靠度資料庫建立與相

關知識管理研究、多目標決策分析與

製程最佳化評估、製程數值分析與安

全評估。 

王敬文 
特聘教

授 

電 機

與 資

訊 學

院 

光 電 工

程 研 究

所 

數位影像處

理、生物特徵

識別、工業視

覺檢測 

主要研究項目為生物特徵識別與應用

包括人臉偵測、追蹤、與辨識，指

紋、手勢、靜脈、虹膜影像處理，多

模生物特徵融合與資訊隱藏技術、工

廠自動化生產設備視覺系統設計及相

關智能製造的研究發展為主。並設有

數位通訊實驗室，進行影像辨識、人

工智慧等系統研究開發。 

光學膜瑕疵檢測系統的開發成果，因

台灣傳統製造業面臨著工業 4.0 的衝

擊，現今製造業在產品檢測流程上，

依舊停留在使用人工檢測，若具有高

準確度且穩定性高的自動光學檢測系

統(AOI)，並開發光學影像處理中提高

光學膜生產效率以及品質。基於上述

緣由，本技術以非接觸式、自動化為

前提，設計了高準確率以及高穩定性

「光學膜瑕疵檢測系統」，本系統的

目的：(1)具有檢測範圍大(2)瑕疵判別

率高的優點(3)人力成本的節省(4)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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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的浪費(5)同時能跟上工業 4.0

的趨勢，增加產業競爭力。此技術贏

得 2018 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

雲端網際服務與其他應用組第一名! 

朱彥銘 
助理教

授 

管 理

學院 

資 訊 管

理系 

通訊工程、多

媒體網路、行

動 APP、雲端

系統、網頁程

式設計 

雲端系統、網頁程式設計、網路安

全、行動 App等研究方向為主。 

艾和昌 教授 
工 學

院 

模 具 工

程系 

光電量測、微

流體系統研

究、工程及技

術科學教育 

熱流科技以紅外線光學診斷、雷射質

點影像測速(PIV)技術為研究項目，而

再生能源工程技術為太陽光電應用科

技、系統設計為研究發展方向。 

2005 年成立南部太陽能學校，以產品

導向實作研究為主，並負擔太陽能光

電培訓及科教推廣任務，至今已有 18

件智慧財產專利發表，並應用於產企

業。與嘉藤電器近年合作開發海上衛

星浮標，成就該司成為世界第二大產

量的海上太陽光電微星製造商。與協

助國碩集團旗下新創公司碩和電子材

料，開發太陽電池用之鋁漿作商品驗

證前試件製作與測試，而該司曾創上

市 櫃 太 陽 光 電 產 業 之 股 王 ! 

這 20多年來本著「今日的科技是保護

明日的環境」，帶領著阿波羅太陽能

車隊研發與打造之太陽能車縱越澳洲

大陸 3000 公里及世界大賽 14 次，所

培育之太陽能電動載具專業技術車隊

學生超過 6 百人，目前正進行更智能

化的太陽能車研發設計。 

吳翌禎 教授 
工 學

院 

土 木 工

程系 

工程資訊整

合、工程資訊

視覺化、專案

管理、施工模

擬 

土木工程從規劃、設計、施工、營運

皆包含複雜的工程資訊，過去傳統方

法多以大量的文字及圖面進行描述，

但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這些工程資

訊得以用更有效的方法進行整合與管

控，本身以工程資訊整合、工程資訊

管理、資訊視覺化在營建工程之應

用、電腦輔助繪圖、建築資訊模型技

術與應用、工程軟體開發與應用為研

究發展方向。目前正極力推展工程大

數據分析及營建自動化等技術發展，

這些核心技術成果皆建構於 BIM 建築

資訊模型之基礎上。 

吳毓恩 教授 電 機 電 子 工 綠能供電系 近年以綠色能源供電系統、智慧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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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資

訊 學

院 

程系 統、太陽能照

明系統、智慧

型電網、電力

電子 

網、高效能電力轉換器為研發重點。

並研發「無線軸箱溫度監測系統」，

榮獲 2018烏克蘭國際發明展金獎，本

技術由溫度偵測設備及人機介面構

成，可裝置於高速鐵路列車的軸箱

中，特色是每五秒更新溫度，再透過

無線裝置回傳至人機介面，並可顯示

前四高的軸箱溫度，讓駕駛員及時掌

控各軸箱的溫度。「臺灣現階段尚未

有類似的溫度監測系統」，但目前高

速鐵路列車多使用溫度偵測貼片，一

旦顯示異常告警，駕駛員必須停車查

看，容易導致列車延誤。而新發明可

隨時監測軸箱溫度，排除短暫出現的

溫度異常。該系統另一項特點採低功

耗設計，使用鋰電池，可在不供電的

狀況下持續運作一年。 

李仁耀 教授 
管 理

學院 

國 際 企

業系 

大陸經濟、產

業組織、國際

貿易 

以產業組織發展、國際貿易、大陸經

濟為專長領域，與公家單位有豐富經

驗的產學合作，常與行政院農委會、

科技部，市政府等部門計畫，對於市

場分析及經濟體系有專業分析，對於

赴大陸投資也有第一手資訊。在時代

潮流下，國際企業呈現國際行銷、供

應及物流等多元化面貌，除參與產學

合作分析市場趨勢及產業政策，於財

務行銷、資訊管理、供應鏈及物流上

提供技術性後援。另外，在兩岸法規

限制下，先期投資規劃與分析可透過

校友提供相關資訊整合式服務。 

李孟璁 副教授 
海 商

學院 

海 洋 休

閒 管 理

系 

海洋資源規

劃、海岸管

理、遊憩衝擊

評估暨政策環

評、風險評估

與管理 

本身以海洋生態學、生態觀光、環境

影響評估、管理資訊系統為研究核

心。協助辦理公部門許多水域活動及

規劃之相關計畫，與南部縣市政府努

力，積極推動許多水域相關活動，並

訓練超過千名水域活動專才。水域活

動推廣從一般民眾，擴及至進入中小

學宣導海洋教育，並協助公部門提升

海洋領域專業知能，以極注重海洋人

才培育，針對高中小學教師進行海洋

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協助考取潛水證

照、辦理多場海洋體課程等，使學員

達親海、愛海目的後並能知海、用

海。主要工作涵蓋水域遊憩體驗、水

域安全提升、水域活動評估規劃、災

害防救訓練、海洋教育推廣及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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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 

李明聰 
助理教

授 

管 理

學院 

運 籌 管

理系 

運輸管理、時

間序列分析、

應用統計 

本身以交通工程、道路工程、交通安

全分析、路網規劃與佈設、交通資料

處理、高速公路交通控制、短期交通

預測、車流模式建立運用、綠色運輸

為研究發展方向。近年與公部門與財

團法人單位合作研討交通運輸之建

議、交通安全的研擬與分析等。 

如：與國營企業合作道路交通工程檢

討分析，建立出系統性的分析方法，

引進歐盟正推動的道路通車後交通安

全檢核工作，考量業主的特殊使用需

求，建立非運輸專業人員也易操作的

檢核事項與原則，為國內首度系統性

執行交通安全檢核工作，發掘交通事

故發生的可能原因，探討道路交通工

程的改善方法，避免僅檢討用路人疏

忽的因素。 

如：高雄市幹道 eTag偵測設備讀取率

不佳的因素，以旅行時間估計所需的

準確度，建立「旅行時間測量注意事

項」、「偵測率驗收及改善程序  」及

「旅行時間偵測設備佈設程序」，提

供政府及業者在技術上之規劃、設計

及驗收的程序。 

李國維 
助理教

授 

創 新

創 業

教 育

中心 

創 新 創

業 教 育

中心 

行銷與服務、

商品設計 

本身以創意、創新、創業教學課程設

計、薄膜與表面工程及模具設計與製

造為研究發展方向。 

協助公私營機構的文創商品開發需

求、推動創客與實作活動、辦理創新

創業人才培育研習課程、與勞動部合

作建置創客基地推動創客精神與課程

等等。 

沈建全 教授 
水 圈

學院 

海 洋 環

境 工 程

系 

水工模型試

驗、海洋環境

調查、人工魚

礁 

目前以人工魚礁設計與調查分析、現

場波浪、潮汐、海流調查研究分析、

水工模型試驗及海洋工程為個人研究

發展方向。並設置「生態工程實驗室

(Ecological Engineering Lab) 」，以海

洋現場環境調查、水工模型試驗、三

層式水閘門研發、新型曝氣機研發及

生態工法為研究核心。 

沈茂松 教授 
工 學

院 

土 木 工

程系 

大地工程、土

壩工程、擋土

開挖、工程監

測、營建防災 

國內目前所推動之工程建設計畫所遭

遇之因境，因此發展具有環保意識且

適於土木營建工程的破(拆)除裝置與

工法，進而於施工過程中達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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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有效率、無負面效應(損鄰、交

管、過度損傷、超挖等工安事件)且無

公害(噪音、震動、灰塵)之技術，一

直是土木工程實務與業界所致力的方

向，故本水刀科技應用研究中心與台

灣水刀公司合作，基於該意旨，並配

合以「花費最少的資源，產生最少的

廢棄物(災害)」之理念，提升國內土

木營建工程技術品質。 

針對擋土開挖與鄰房保護人才訓練與

認證中心部分，因應地質多變的地盤

與擋土開挖工法的適應性，從 82年至

102 年此二十年一個大週期，擋土開

挖損鄰的研究已有許多成果、專書與

實際成功的案例，唯一欠缺的是人才

培育，高應大工學院土木工程系從事

高雄地區深開挖工程的審查、救災，

前後 20年，今依 102年教育部典範科

技大學計畫，成立擋土開挖與鄰房保

護人才培育訓練與認證中心，以嚴謹

的教育態度、專業嚴格的培育過程，

給予擋土開挖與鄰房保護專業的訓

練，並經嚴厲的考核，才賦予合格證

書，以儲備擋土開挖與鄰房保護人

才，以供工程界所需，日後將成立

「擋土開挖與鄰房保護協會」，並推

薦認證合格學員給各縣市政府建管單

位，以管理各公民營所屬擋土開挖工

地。 

周志儒 教授 
工 學

院 

環 境 與

安 全 衛

生 工 程

系 

微波技術應

用、有毒廢棄

物處理及資源

化、水資源保

育 

1.水質監測技術：依據水體水質標準

規範進行水體品質評估作業。 

2.產業節能減廢技術：以薄膜材料最

適化模組、最適化薄膜高值性氣體分

離系統模組之研究，並針對媒組與媒

裂製程產生之燃料氣透過薄膜分離回

收高值性氣體再利用之技術進行評

估。 

3.生質能源技術：將廢棄鉑觸媒活化

回收再使用，並結合製程尾氣能源回

收轉化產製生質能源技術及其他高值

化產品，將微波應用朝向全方位功

能，符合能源技術開發、再生與經濟

之永續發展理念。 

周棟祥 副教授 
管 理

學院 

資 訊 管

理系 

服務科學、客

戶關係管理、

電信營運管

以服務科學、客戶關係管理、電信營

運管理、電子商務、行動服務、工業

4.0、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為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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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電子商務 方向。具有為國際產學合作案及跨校

的合作案經驗，產學經驗豐富。 

林志學 副教授 

電 機

與 資

訊 學

院 

電 子 工

程系 

數位影像處

理、資訊安全 

本身以智能運算與機器學習、大數據

分析與應用、資訊安全及醫學資訊應

用為研究領域。 

主要以人工智慧影像識別技術、壓鑄

品質預測技術及產業園區潛力廠商鑑

別技術為主。 

林欣宜 教授 
外 語

學院 

應 用 德

語系 

德語教學、應

用語言學、跨

文化溝通、第

二外語學習理

論 

本身以德語教學、德語師資培訓、跨

文化溝通與訓練及應用語言學為研究

方向。近五年與德語檢定單位合作共

同辦理德與檢定考試工作，將此測驗

的教材應用於語言教學培訓課程，使

其再規劃語言訓練的課程內容(聽說讀

寫)更為具體，並幫助學生有效訓練德

語能力，可於歐洲語言評量架構和教

學指引達到 B2-C1語言訓練課程的目

標。將學習成效及教學評估回饋

TestDaF考試檢定總部，有利學校與

國際教育產業機構交流及學校知名

度。 

林威成 教授 

電 機

與 資

訊 學

院 

資 訊 工

程系 

資料探勘、資

料庫系統  行

動計算、行動

商務 

大數據、工業 4.0、演算法、資料探

勘等為研究方向。 

配合疫情的需求，開發了雲端疫調系

統，最大特色為採取完全無接觸式設

計，從入校洽公大門口管制即啟動

QR Code掃描雲端登錄作業，警衛全

程不需與洽公者接觸，有效降低感染

風險。教職員生只要從踏進校園那一

刻起，從搭乘校車、體溫量測到教室

上課與餐廳用餐，都無須透過人工作

業，只要動動手指，透過手機掃碼就

能將校園內全部足跡收錄。而無人自

動體溫測量站，更可 24小時提供體溫

量測及上傳雲端疫調系統，進行資料

整合，也同時避免派駐量測人員遭受

感染風險。 

林啟燦 教授 
水 圈

學院 

海 洋 環

境 工 程

系 

有害廢棄物場

址整治、廢棄

物處理與管

理、空氣污染

學 

目前個人研究發展方向如下: 

1.有害廢棄物場所之清理、復育與管

理 

2.有害廢棄物場所之勘查、現場取

樣、儀器分析與數據處理 

3.毒性廢棄物之處理與管理 

4.空氣污染物之偵測、取樣與儀器分

析標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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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空氣品質數據之解析、統計與受體

模式分析 

6.污染物排放資料庫之建立與污染源

尋溯 

7.工業污染防治、環保法規 

8.環境教育、資源回收、再生與再製

造 

並設置三大特色實驗室，分別為環境

檢 驗 中 心 (Center of Environmental 

Analysis Services)、固體廢棄物分析實

驗室(Solid Waste Analysis Lab)、土壤

及底泥分析實驗室 (Soil & Sediment 

Analysis Lab)。 

一 、 環 境 檢 驗 中 心 (Center of 

Environmental Analysis Services):執行

建教合作計畫，進行環境中有機污染

物監測。 

二、固體廢棄物分析實驗室 (Solid 

Waste Analysis Lab):固體廢棄物處理

及實驗、專題研究。 

三、土壤及底泥分析實驗室 (Soil & 

Sediment Analysis Lab):進行土壤及底

泥分析研究。 

俞克維 教授 
海 事

學院 

輪 機 工

程系 

自動控制理論

與實務、智能

演算法、海事

技職教育 

本身以模糊控制理論、類神經網路、

船舶自航器設計、自動控制系統設計

與分析、智能控制理論、線性多變數

控制、船舶機電控制系統、監控系統

為研究方向。 

洪志興 教授 
財 金

學院 
金融系 地理學系 

本身以不動產投資與管理、不動產金

融與證券化、金融工程、公司理財為

研究發展方向。 

其合作主要工作內容以人才培訓與規

劃、不動產投資與分析、Fintech創新

應用研究為主。 

洪盟峯 教授 

電 機

與 資

訊 學

院 

電 子 工

程系 

通訊軟體協

定、通訊網路

品質保障技術 

本身以電腦網路、嵌入式系統、人工

智慧、感測網路、復健輔具開發、雲

端計算、農業資訊系統等研究為發展

方向。 

RFID在生活應用中，對於智慧身份辨

識的需求越來愈大，並且漸漸取代傳

統技術，以各種多樣的形式融入你我

的生活之中。本研發除能在任何需要

進行身份識別的情境中使用，諸如門

禁系統、提款驗證、車用鎖等等，高

安全性且低成本的優勢，在市場頗具

競爭力，多碼對多鎖的特色，更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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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便利性。師生共同研發的「運

用光譜編碼快速安全身份識別技術」

是利用可見光譜作為身份識別的密碼

簿，如以 24bit 轉換一道可見光可有 1 

千 6 百萬組密碼，轉換兩道光則有 

280 兆組密碼，其密碼的複雜性已遠

超越人類指紋及虹膜，且透過三色 

LED 光源合成光譜密碼，可以提供高

容量、快速完成身份驗證。而具有學

習能力的身份識別，每次身份驗證後

即變更密碼並避免密碼重複，可提供

更安全的防護。2017泛珠三角大學生

計算機作品賽榮獲金獎! 

翁佳樑 副教授 
工 學

院 

營 建 工

程系 

建築生產、建

築構法、綠色

營建、營建業

之資源循環 

本身以永續建築生產與管理、建築構

法開發與評估、建築物外牆診斷與維

修技術、綠建築技術與營建業之資源

循環等為研究方向。主要協助公部門

及地方產業之推動公共安全措施、材

料安全之專業鑑定、永續節能技術提

升、材料開發及施工程序指導等工

作。 

翁健二 教授 
海 事

學院 

電 訊 工

程系 

合作式通訊系

統、智慧型行

動裝置、嵌入

式系統 

本身以合作式通訊系統、無線感測網

路、智慧型行動裝置、嵌入式系統為

研究方向。合作研究領域分別為海洋

科技創新應用服務、行動應用服務開

發建置服務、電子資通訊軟硬體整合

研究、資通訊技術研究開發，以及相

關技術移轉案。 

高興一 副教授 
海 商

學院 

海 洋 休

閒 管 理

系 

海洋資源、觀

光休閒、海洋

運動 

本身以水域休閒運動管理、休閒遊憩

管理、觀光行銷管理、觀光人力資源

管理為研究核心。主要合作內容為水

域活動人才培訓計畫、休閒水域活動

體驗行銷推廣、帆船保養、海洋遊憩

活動發展計畫等。因產學合作學生參

與實習人數超過 3 百人，推廣水域人

才推廣人數超過 4 千人以上，輔導學

生考取相關水域運動證照超過 4 百

張。 

張國棟 副教授 
水 圈

學院 

海 洋 環

境 工 程

系 

海洋學、海洋

環境動力、海

洋污染擴散 

目前以海洋污染傳輸擴散、海洋物理

環境調查與監測、海岸工程及海岸異

常水位偵測分析為研究發展方向。並

設置兩大特色實驗室，分別為海岸水

與 環 境 實 驗 室 (Coastal Water and 

Environment Lab)及海洋污染擴散實驗

室 (Marine Pollutant Diffusion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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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岸水與環境實驗室 (Coastal 

Water and Environment Lab):OILMAP 

軟體可進行溢油擴散行為的模擬研

究。 

二、海洋污染擴散實驗室 (Marine 

Pollutant Diffusion Lab):資料擷取控制

系統提供各類儀器資料擷取支援分析

與研究。 

張 簡 嘉

壬 
教授 

電 機

與 資

訊 學

院 

電 子 工

程系 

嵌入式系統設

計、Linux 系

統設計、電力

線載波 

本身具有相關軌道安全監控技術、抗

干擾技術及通訊軟體技術等，並與高

鐵公司合設軌道設備實驗室研究及開

發軌道相關零組件。並成立校級鐵道

技術中心，設有全國首座培訓鐵道機

電技術人才的教育訓練場域，涵蓋軌

道號誌、軌道電力、車輛實習、轉轍

器聯鎖通訊四大主軸教學的基地，持

續培育鐵道技術人才。 

台灣是全球科技製造業重鎮，有發展

軌道技術的理想環境，透過開發與原

廠系統相容產品，並掌握機電核心系

統技術，可以完成「國車國造」的最

後一哩路，讓台灣躋身軌道機電核心

系統輸出國家之林。 

鐵道技術中心 8 年多來協助鐵道及捷

運系統開發零組件，取得超過 42件國

內專利，還將至少 21項技術移轉給鐵

道公司，其貢獻程度獲頒教育部第 3

屆國家產學大師獎! 

許進忠 教授 
工 學

院 

模 具 工

程系 

金 屬 成 形

CAE、精密鍛

造、精密模具

工程 

以下為本身之專研領域： 

1.鍛造、輥軋與沖壓成形設計及 CAE

分析  

2.扣件及輥軋產品最佳化設計及成形

模具設計 

3.鍛造及輥軋成形全製程分析與知識

庫系統 

4.輥輪及輥軋產品 2D/3D 量測與誤差

分析 

5.輥軋成形設備參數化設計與虛實整

合系統開發 

6.專利分析與技術佈局 

產學合作案包含產官學產學合作、人

才培育、技術服務、諮詢關懷輔導及

人才招募等，依產業廠商需求提供合

作。並已連續輥軋技術、鋁擠型技術

及抽管技術，協助廠商開發產品、模

具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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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長華 教授 
海 事

學院 

輪 機 工

程系 

控制理論、人

工智慧、數位

訊號處理、渾

沌理論與應用 

本身以控制理論、數位訊號處理、人

工智慧、渾沌理論與應用為研究方

向。近年致力協辦 STCW 國際公約與

國內海事教育接軌之工作，有鑒於

STCW 公約為海勤人員最基本的國際

公約之一，持續朝此領域追求卓越，

確立本校之海事教育領導地位。並積

極協助教育部及交通部建立符合

STCW 國際公約之教育訓練系統，主

持建立電技員題庫。 

郭文田 教授 
工 學

院 

土 木 工

程系 

工程材料、混

凝土工程 

本身設有「精密材料實驗室」，以混

凝土技術、奈米材料研發、材料微觀

技術、再生材料運用、非破壞檢測、

顯微結構分析、結構物腐蝕及防治、

火害安全學、價值分析專論、結構修

復補強、掩埋場監測系統、材料專家

診斷系統、混凝土品質保證、品質管

理、複合材料研究分析等實驗科學為

研究發展方向。 

並設有「營建材料檢測研究中心」，

其中心試驗項目為瀝青混合料瀝青含

量及洗油後粒料篩分析、馬歇爾、瀝

青黏度、瀝青混凝土鑽孔及厚度、壓

實度試驗；瀝青混凝土路面平坦度及

三米直規試驗；路面標線厚度及玻璃

珠含量、抗滑係數試驗；混凝土圓柱

試體、鑽心試體、CLSM 圓柱試體及

水泥砂漿試體抗壓試驗。 

郭俊賢 教授 
工 學

院 

模 具 工

程系 

燃料電池系

統 、  微 燃

燒、  微機電

系統微流體 

本身以燃料電池系統、微機電系統、

綠能科技等研究方向。本身在燃料電

池領域以研究超過 10年，除了燃料電

池基本研究外，現已拓展至燃料電池

各項相關技術與周邊軟硬體，包含該

電力系統之設計配置與燃料攜帶性的

研究，並積極協助輔導傳統廠商朝向

綠能市場的目標邁進，不僅促進台灣

氫能產業之發展，更期望為永續環境

貢獻一己之力。 

郭峻志 
助理教

授 

工 學

院 

機 電 工

程系 

沖壓模具設

計、分析與製

造、智慧製

造、精微成

形、檢夾洽具

設計 

板金沖壓成形、五軸加工及智能製造

等領域為研究方向。並與本校機電系

林栢村特聘教授的研究團隊合設「金

屬產品開發技術研發中心」，提供國

內外產企業金屬加工或智能製造的研

究開發設計，可提供之服務技術分別

為 3D 曲面量測、曲面重建或建構、

沖鍛、沖壓成形分析、沖壓模具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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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結構強度分析等。 

一、3D 曲面量測：3D 逆向掃描之服

務，採用德國 GOM 公司之 ATOS 光

學掃描設備，本設備具有高精度、快

速量測及高可攜性等特點，普遍應用

於研發設計、品質保證及生產流程

等。 

1.針對小型零件及精微零件之量測，

可使用 ATOS I SO完成量測。 

2.針對一般零件之量測，可使用 ATOS 

I完成量測。 

3.針對大型零件(e.g.汽車)之量測，先

以 TRITOP 進行零件之三次元座標系

統量測，再輸入至 ATOS I 進行量

測。此法不受零件大小而限制。 

4.ATOS I隨附之 ATOS Professional軟

體，可對 ATOS I 掃描之結果進行一

系列之編輯與輸出，如三角網格編

輯、參量檢測、三角網格輸出及報告

製作。 

二、曲面重建或建構：採用法國

Dassault systems公司之 CATIA，透過

逆向工程解決方案，來產生以實體數

位模型或造型草圖為基礎的外形設

計。 

1.DSE(逆向雲點編輯):針對量測系統

所輸出的初步掃描資料，進行雲點編

輯、整理、清理、轉換格式輸出。 

2.GSD(造型設計):針對經 DSE 初步整

理之雲點，進行曲面重建。 

3.QSR(逆向曲面重建 ):針對簡單雲

點，可由電腦輔助進行曲面重建。 

三 、 沖 鍛 、 沖 壓 成 形 分 析 ：

DYNAFORM 是美國 ETA 公司，以

LS-DYA 為求解核心，專門為金屬沖

壓產品及模具設計所開發的專業系

統。 

1.成形性模擬(FS)可進行單沖站和連

續模的設計與驗證。它揭示隱藏的問

題領域，讓設計在精確的基礎上進行

來優化設計。 

2.胚料尺寸工程(BSE)可廣泛地用於評

估坯料尺寸及排料，或是連續模料帶

排料設計及成本評估。同時，在產品

設計的初期，可用於評估胚料薄化，

厚度變化及成型極限圖(F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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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具系統分析(DSA)有效地預測在模

具生產線沖壓許多相關的問題。它是

用來分析廢鋼脫落/移除，模具結構的

完整性及鈑金傳輸/處理過程的分析。 

4.優化平台(OP)可以幫助用戶找出問

題所在，通過整合優化設計以提高性

能和品質 - 減少皺紋，細化和撕裂。 

四、沖壓模具開發：採用法國

Dassault systems 公司之 CATIA， 本

程式之機械設計模組可加速產品開發

的核心活動。機械設計模組亦可透過

專用的應用程式，來解決板金與模具

製造商的需求，以大幅提昇其生產力

並縮短上市時程。 

1.PD(零件設計):本模組的彈性使用者

介面可提升開發模具各部件之效率，

亦有特殊功能可使開發流程從繁而

簡。 

2.AD(組合件設計):本模組藉由多種拘

束，將多個零件實體組合成一件大型

機構或模具。 

五、結構強度分析：採用美國

ANSYS 公司之 ANSYS Structure，本

軟體可求解複雜的結構工程問題，制

定更快更好的設計決策。利用有限元

分析(FEA)工具可實現模擬的定制化

和自動化，同時將模擬進行參數化以

分析各種設計情境。ANSYS結構力學

軟體可輕鬆連接到其它物理場分析工

具，從而在預測複雜產品的行為和性

能時提供更高的保真度。 

陳文平 教授 

電 機

與 資

訊 學

院 

電 機 工

程系 

機器人與無線

網路整合應

用、聲紋辨識

與應用 

【二線式資料傳輸之開關及配電控制

裝置設計】 

本技術核心為中央電腦監控系統具有

「遠端監控通訊系統」及「網頁監控

平台」技術，本研發具有抗雜訊及長

距離傳輸的優點，另一項優點為室內

燈具控制或多點控制或群組控制等多

功能設定，於電腦端即可進行，讓照

明智能化，達到節電愛護地球的效

益。 

陳宏鐘 副教授 
海 事

學院 

造 船 及

海 洋 工

程系 

船舶結構、複

合材料、結構

振動 

本身以船舶結構、複合材料、結構振

動、船舶性能量測、電腦輔助設計為

研究方向。並設置有材料力學實驗室

及振動實驗室兩大研究特色實驗室。 

一、材料力學實驗室：主要以材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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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材料衝擊測試研究分析。本實驗

室主要提供教學及研究實驗功能，提

升學生對各項材料物理特性之瞭解，

及材料品質之確認，並探討材料性質

之各種知識。本實驗室儀器定期校

正，取得船級協會認可，提供相關業

界材料試驗服務，對象包含國內外造

船廠及相關產業界，協助產業升級。 

二、振動實驗室：實驗室教學與研究

並重，整合結構反應、振動噪音及船

體姿態軌跡等量測能力，發展實船量

測技術，提升船體運動性能之瞭解與

能力。因應造船遊艇等相關業界需

求，提供運動性能、振動噪音及船體

應力量測之服務，確認船舶之性能與

安全性，提升船舶設計建造能力。 

陳育仁 教授 

商 業

智 慧

學院 

會 計 資

訊系 

資訊系統開發

與導入、企業

電子化、知識

工程與管理 

本身以企業電子化、網路商業智慧、

財會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應用為研

究發展方向。並設有財會大數據分析

與應用實驗室(Big Data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Lab)，曾執行及研究與大

數據或人工智慧等相關議題之產學合

作計畫。 

陳政任 教授 
工 學

院 

環 境 與

安 全 衛

生 工 程

系 

製程研發與安

全設計、火災

與爆炸防制、

化學災害應變 

本身以化工製程、半導體製程及化學

災害應變為發展方向。 

1.化工製程：製程放大、研發與安全

設計、緊急排放系統評估與設計、火

災與爆炸防制、意外事故調查。 

2.半導體製程：製程安全評估、製程

尾氣分析與控制、半導體氣體安全。 

3.化學災害應變：應變程序、災害現

場偵檢、災後除污、處理與復原。 

而過去五年持續承接環保署毒災應變

計畫、環保局毒化物管理計畫、南科

管理局緊急應變系統操作計畫等政府

相關單位計畫及承接產業界、財團法

人等計畫。 

陳昭和 教授 

電 機

與 資

訊 學

院 

電 子 工

程系 (建

工 /燕巢

校區) 

影像 / 視訊處

理與壓縮、電

腦視覺 

研究主要包含影像視訊處理與電腦視

覺領域，近年來引入深層類神經網路

之深度學習 AI 方式以優化或解決先

前極難性問題，目標在培養研究生熟

悉影像視訊處理之程式撰寫、電腦視

覺實作能力及 AI 技術，並以產業需

求創新性技術開發為研究主題，解決

產業界技術瓶頸問題，同時也訓練出

產學技術兼能的畢業生以符合科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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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高級人才之需求標準。 

開發的先進智慧數位監控系統，透過

影像識別於不同環境下，偵測異常、

雜訊、人像、車像等狀況，達到警訊

及資料自動儲存的功能。 

陳華明 教授 

電 機

與 資

訊 學

院 

光 電 工

程 研 究

所 

射頻電路設

計、微波元件

量測、天線設

計理論與實務 

射頻電路設計、微波元件量測、天線

設計為研究方向，並設置特色實驗室

「天線與微波元件實驗室」，開發

4G/5G 終端裝置 MIMO 天線研發、

4G/5G 基地台及小型基站陣列天線研

發、毫米波波束成形陣列天線研發、

RFID圓極化讀取天線及標籤天線研發

及提供業界天線與微波元件之設計諮

詢與委託量測服務等。所培育學生參

加 2020 通訊大賽-5G 多天線系統創新

設計競賽，榮獲冠軍、亞軍、連騰科

技特別獎、川升科技特別獎及評審團

特別獎共 5項大獎獲得 57萬獎金! 

陳錫添 副教授 
工 學

院 

環 境 與

安 全 衛

生 工 程

系 

生物技術、奈

米材料、土壤

復育、廢污水

處理及實驗統

計 

以土壤污染創新技術研發、微生物(厭

氧)/分生技術推廣、生物分子催化劑

開發、催化劑固定技術開發等為研究

方向。 

並成立「生物分子及生物復育技術實

驗室」，簡稱為“BBTL”，主要是以利

用生物分子及生物復育技術等手段，

去除有機毒化物，進而達成環境淨化

與保育的目標。 

一、土壤復育：生物自然降解技術開

發:多環芳香碳氫化合物(PAHs)、多氯

聯苯(PCBs)、及氯酚(CPs)等污染物移

除，包括: 降解影響、因子評估、上

述毒物分解菌菌相分析等- 利用不同

金屬錯合物和過氧化氫降解多環芳香

碳 氫 化 合 物 (PAHs) 、 多 氯 聯 苯

(PCBs)、及氯酚(CPs)之研究。 

二、氯酚之毒理探討：氯酚對蔗糖

(sucrose)分解路徑探討、氯酚之毒性

馴化(acclimation)現象之研究。 

三、生物分子操作技術及環境微生物

相探討：DNA 萃取之最佳化操作程

序、PCR 基因複製之最佳化操作程

序、選殖基因之最佳化操作程序、

DNA 定序之最佳化操作程序、不同反

應環境下微生物 DNA 指紋譜分佈建

檔。 

四、非線性模式建立與參數預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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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工反應系統之模式建置(Fortran碼編

寫)及模式之診斷及使用時機之研究分

析。 

傅新彬 
特聘教

授 

管 理

學院 

行 銷 與

流 通 管

理系 

供應鏈管理、

電子商務、商

業自動化、服

務作業管理 

本身以電子商務與策略模式、商業自

動化、服務業作業管理、供應鏈管

理、企業經營績效評估為研究發展方

向。合作案類型以產業人才培育、企

業 MIS/研發諮詢評估、顧客關係管理

與規劃等為主。 

黃榮富 教授 
水 圈

學院 

水 產 養

殖系 

生物學、無脊

椎動物學、甲

殼類動物學、

海洋生態 

1.以海域生態產學合作為例：說明對

產業之技術發展或創新具有重要影響

價值，並能反饋於實務教學與專業技

術人才培育。 

＊產學合作：每年可培育 1~2 名碩士

生參與研究相關主題，大學部每年約

5~8 學生參與實地調查及分析工作，

充實學生海洋調查的實務經驗，有助

於學生畢業後快速投入產業。 

2.以漁業輔導技術服務為例：說明促

進產學緊密連結合作之效益，並對技

職教育專業人才培育有卓著貢獻。 

＊技術服務：102 年開始每年可培育

1~2 碩士生參與相關主題研究，每年

約 60 名大學部學生參與漁業輔導工

作。在養殖戶輔導方面，102 年至今

漁業輔導團隊在雲林地區共輔導 370

位養殖戶，協助養殖戶取得產銷履

歷，262 份的藥殘檢驗報告全數合

格，107 年輔導的養殖戶參加文蛤養

殖競賽，計 13 名得獎，獲獎率

43.3%。 

3.合計上述 2 項產學合作案，目前每

年針對產界業實務訓練學員數(學生及

養殖戶)達 300人次。 

楊俊彬 副教授 
工 學

院 

機 電 工

程系 

金屬沖鍛成形

製程開發、模

具設計、加工

製程及模擬分

析 

以金屬鍛造、沖壓製程開發、沖壓模

具分析與設計、材料製程分析與製程

開發及材料與工件破損分析與改善為

研究核心。 

由於國內鍛壓產業之年產值可達千億

台幣以上，面對國內外競爭須提升其

產業技術往精密化成形製程發展，才

能達到省加工，省材料，省人力之目

的，以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競爭力，

故成立「模具與鍛壓製程技術中

心」。而目前國內針對精密鍛壓製程

技術研發之單位寥寥無幾，所能提供



108  

姓名 職稱 學院 系所 專長 研究方向/成果 

產業之支援有限，無法滿足國內鍛壓

產業廠商在技術研發與技術輔導之需

求，且國內學術界缺乏為鍛壓產業，

提供為在職訓練或在學培育之處所，

故須成立本中心，協助業界提升技術

並協助業界培養相關人才。 

楊國珍 教授 
工 學

院 

營 建 工

程系 

鋼結構、橋樑

工程、耐震工

程 

本身長期投入鋼結構及橋樑工程之專

業研究領域。  

研究成果工程實用連續兩年獲選中華

民國鋼結構協會論文獎，並投入考選

部專技考試命題、閱卷及典試服務，

近期亦協助內政部編修「鋼結構極限

設計法及施工規範」之國家規範編

修。 

葉榮華 教授 
海 事

學院 

輪 機 工

程系 

原動力廠設

計、內燃機

學、熱傳學 

本身以原動力廠設計、內燃機學、熱

傳學為研究核心。 

以分析船舶進口燃料進出之可行性分

析及輪機員/船員之題庫編審、擴充或

試務工作為主。 

劉文宏 教授 

海 洋

商 務

學院 

海 洋 事

務 與 產

業 管 理

研究所 

海域使用管

理、海岸管

理、漁業政策

與管理、海域

空間規劃 

本身以海域使用管理、海岸管理、漁

業政策與管理、箱網養殖工程等研究

方向。為發展海洋事務及海洋產業之

研究、教學與活動，致力銜接海洋事

務與產業之理論與實務，整合本校海

洋事務領域之既有教學研究及附屬單

位資源，成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

洋事務研究中心」，運用科學魚探、

側掃聲納、海流儀和底棲拖網、高效

能益生菌應用技術、水底質維護劑之

施用技術及優質投餵管理暨馴餌技術

等，提供環境檢測與評估、水質監測

與分析、推廣教育、人才培育等。 

劉東官 
特聘教

授 

工 學

院 

機 電 工

程系 

人工智慧、多

目標最佳化、

航空與生產排

程、供應鏈管

理 

以人工智慧、生產排程為研究發展方

向。並成立「製商整合暨金屬產業鏈

雲端技術特色實驗室」提供智能排程

設計、智慧自動化、供應鏈管理等演

算法技術核心應用。 

歐宗殷 副教授 
管 理

學院 

行 銷 與

流 通 管

理系 

資訊應用 

本身以資料探勘與大數據分析、服務

數據決策分析、數位行銷與數位創新

轉型、企業 e 化營運管理等為研究發

展方向。合作案類型以工廠導入智能

自造、精實生產管理系統、連鎖門市

商品銷售及分析、虛實整合技術創新

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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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匡忠 教授 
工 學

院 

環 境 與

安 全 衛

生 工 程

系 

火災學、防火

工程、防火性

能設計 

十多年來專攻工業及建築防火研究，

其兩年任職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防火

試驗室。另在專業服務部分，自民國

94 年 7 月擔任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土

木工程及建築技術委員會委員，參與

國家標準之起草及審議，另為台灣建

築中心防火避難、防火標章審查委

員、成大性能中心評定委員、防火材

料協會理事與防火門協會顧問。除每

年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外，另主

持或共同主持多項標準檢驗局、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環保署、災害防救委

員會等委託計畫及與產業界合作之產

學計畫。另主持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研

究案「裝修材料國際調和防火性能基

準與試驗方法之實驗研究」、「建築物

初期滅火新技術之研究(Ι)-裝修材料底

材熱/煙特性及檢測規範研究」亦針對

國家標準之應用進行研討。對火災過

程中之從可燃材料性質、不可燃材料

受火害性質、火災動力學中之延燒、

侷限空間火災、電腦火災模擬到隧道

火 災 、 燃 燒 毒 性 均 有 研 究 。 

因應各產業發展之需求，各項產品、

商品之品質均需加以檢測，此「檢驗

品質」觀念與政策已於政府與工程界

形成共識，因此本院整合本校工學院

相關專長師資、以及各項設備，特成

立「產業與環境危害檢測中心」，以

因應未來社會所需之「產品檢驗」。

本中心目前已通過 TAF 溫度與熱領域

之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

「圓錐量熱法(CNS 14705 含 ASTM 

E1354、ISO 5660-1)」及「自動閃火

點測試儀(ASTM D56)」之試驗認證，

並依據 ISO/IEC 17025 國際標準及國

際或國家發佈之檢驗規範辦理測試/校

正服務，建立品質管理與技術系統，

可提供委託單位對測試/校正結果具公

信力及滿意的品質服務。此外，由於

本中心結合校內之研究能量，除提供

檢測結果外，更能以研發及產學合作

之角度對產業及受測廠商提出研發建

議，達促進產業發展之目的，此研發

及提出建議之能力則非一般檢測中心

所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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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坤穆 教授 
管 理

學院 

運 籌 管

理系 

物流資訊系

統、通路管理 

本身以物流資訊系統、通路管理、冷

鏈物流管理為發展方向。合作案類型

以冷鍊物流人才培育、智慧零售科技

化分析、機器人倉儲策略等為主。 

蔡曉雲 
助理教

授 

工 學

院 

環 境 與

安 全 衛

生 工 程

系 

環安衛產業學

習、有毒氣體

控制理論 

以化災緊急應變、工業安全、環境分

析為主，並近年以毒性化學物質危害

預防管理與事故應變整備為研究發展

方向。 

過去五年與環安系陳政任特聘教授共

同持續承接環保署毒災應變計畫、環

保局毒化物管理計畫、南科管理局緊

急應變系統操作計畫等政府案及國際

產學案件為主。 

鄭安倉 教授 
水 圈

學院 

水 產 養

殖系 

水產養殖、水

產繁殖、箱網

養殖、飼料與

餌料 

以水產養殖與繁殖為核心專業。近年

以「藍海生物智慧繁養殖產業創生人

才培育」計畫，持續協助南部養殖業

者提升產值，研究團隊開發了益生菌

與水底質改良劑，用於對抗石斑魚虹

彩病毒(IV)與神經壞死病毒(NNV)，

大大提升育苗及成魚養殖成功率，使

產量提升了 10%。 

鄭安倉說：「我們也同時應用在蝦

類、文蛤、烏魚及午仔魚上，突破傳

統以抗生素養殖的觀念，讓臺灣的石

斑魚養殖技術，更能勝出中國。」這

項技術也有利於海洋生態的永續性。

除了對抗魚類病毒外，水下照明也是

計畫重點。以海生館的企鵝展示缸為

例，需要模擬南極日出、日落的環

境，以利企鵝能夠在館內適應生活，

但是現有設備採用的是鎢絲燈，除了

耗電功率大、電費高之外，也已經有

多盞燈具損壞，因此藉由產學合作，

委託設計新型 LED 燈取代鎢絲燈，一

舉解決所有問題，為海生館省下不少

電費支出。在此計畫下，高科大也協

助海生館成功培育黃金鰺魚苗；運用

益生菌改善大尾虎鮫的生活環境，並

孵育下一代，在養殖之外還要能夠繁

殖，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賴俊吉 教授 
工 學

院 

環 境 與

安 全 衛

生 工 程

廢水工程、水

質控制、環境

微生物、廢棄

生物製劑生產與應用、環境生物修

復、廢水生物處理、固體物厭氧醱

酵、實驗設計與迴歸分析、有機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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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學院 系所 專長 研究方向/成果 

系 物處理與管理 廢水厭氧處理程序(UASB，EGSB，

FluidizedBed)、厭氧處理程序的微生

物發展控制、環境污染控制對地球溫

暖化的影響、湖泊底泥及垃圾掩埋場

中微生物代謝反應、高濃度及高效率

污泥處理(卵型汙泥厭氧醱酵程序)、

生物系統的數值統計分析、生垃圾的

厭氧沼氣醱酵程序、生垃圾的厭氧氫

醱酵程序等為研究發展方向。 

本校「能源研究中心」自 89年起，獲

得經濟部能源委員會支援，開始進行

生質氫能研究計畫，試圖以厭氧醱酵

方式，將事業廢棄物轉化為氫氣，主

要目的除了開發實用生物厭氧產氫技

術，並藉此技術提升產值於生產土壤

改良劑協助土壤或底泥污染的復育，

充份對於有機廢棄物進行能源與資源

化的回收再利用。有效運用大專院校

研究人力，進行前瞻性研究，並培育

能資源暨生物醱酵科技人才。 

本研究中心以實際廢棄生質物進行厭

氧醱酵產氫程序，依據理論與單純基

質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直接應用於事

業性的有機廢棄物而發展固體物醱酵

產氫技術，從小型試驗的成果，將其

應用於中型 (100 公升 )與大型模廠

(1000 公升)反應槽的量產規模。結合

分子生物的技術，對於反應槽內優勢

產氫菌的社會結構，提供更新更明確

的解析。針對(廢棄)纖維素的水解醣

化技術的開發、土壤與底泥生物處理

的復育成果相當豐碩。將成果應用於

業界的合作發展，加強學界研究成果

及產業實廠規模之結合，期可完成整

個能源科技發展體系。 

龍仕璋 副教授 
管 理

學院 

科 技 法

律 研 究

所 

科技管理、智

慧財產權管

理、產業與科

技政策 

本身以智慧財產權概論、商業模式與

商機辨識等為研究方向。合作案類型

以政府標案之行銷管理、經營管理、

產業發展等為主。 

戴輝煌 教授 
海 商

學院 

航 運 管

理系 

海運經營與管

理、港埠競

合、國際複合

運輸 

榮獲中華民國 107 年海運有功人員獎

項。本身以海運經營與管理、港埠競

合、國際複合運輸為研究發展方向。

近期的研究核心為港埠管理運輸商業

模式、策略分析與規劃為主。其合作

主要工作內容以港務公司新南向商機

分析、營運管理、產業分析為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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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政府部門有關貨櫃港口營運趨勢

之研究分析等專業評估工作。 

薛明憲 副教授 
工 學

院 

工 業 工

程 與 管

理系 

異向性熱傳導

學、彈性力

學、汽車學、

有限元素法 

薄膜分析、異向性熱傳導學、彈性力

學、流體力學、熱傳學、熱力學、汽

車學、焊接技術、有限元素法、數值

分析等研究為核心技術 

魏裕珍 副教授 
管 理

學院 
金融系 

財務時間序

列、市場微觀

結構、財經資

料探勘 

本身以行為經濟學、財務時間序列、

市場微觀結構、財經資料探勘為研究

發展方向。近五年主要整合海量財金

新聞與文本探勘技術，應用於金融科

技服務模式，包括建置財經新聞具決

策參考價值之各類指標、以發明專利

為基礎，鏈結訊息蒐集與分類，將相

關資訊以資料庫型態儲存，作為學習

研究及產學合作之基礎。透過產學合

作導入新聞媒體與金融資訊服務企業

之創新服務模式。再此期間，投入各

類創新與創業相關資源整合及產學計

畫爭取，藉由跨領域合作，鏈結產官

學研創等資源。 

蘇玄啟 副教授 
管 理

學院 

財 務 管

理系 

公司理財、財

務報表分析、

財務管理、投

資學 

本身以公司理財、財務報表分析、營

運資金管理、創新與創業管理為研究

發展方向。近五年積極參與校內外各

項產學合作計畫，主軸以財務管理專

業並跨領域至其他產業或協助產業創

新開發。並秉持學用合一的教學理

念，參與產學合作除協助解決台灣公

私營機構營運困境外，並可將業界的

實務經驗發揮在教學上，為本校學生

帶來學用合一的專業知識累積。 

【案例】 

1.台灣農業商業轉型相關產學計畫：

以商業創新與財務管理專業協助台灣

農業相關公部門或私人企業執行農業

加值轉型計畫。 

(1)執行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專案：農務

及 時 人 力 需 求 平 台 維 運 計 畫 

(2)與新創公司高科大好時光開發「燕

巢芭樂冰棒研發試作計畫」 

2.公私營機構的商業模式創新計畫：

協助解決商業轉型與商業困境。 

(1)金融科技系統開發與商業模式創新

之輔導計畫 

(2)國際創業聚落財務規劃暨商業模式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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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俊連 教授 

電 機

與 資

訊 學

院 

電 機 工

程系 

電力系統、船

舶電機系統、

分散式能源管

理系統 

電力系統、電力品質、微電網、離岸

風電及船舶電機為研究發展項目。 

研究開發之「船舶發電機裝置容量決

策系統」之技術為船舶發電機組容量

節能設計方法。可決定出適當的船舶

發電機組裝置容量及調派，提升發電

效率及降低能源成本，以降低發電成

本，有助於提升船舶能源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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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產學合作服務窗口及 LINE諮詢專線 

★若有意與本校進一步諮詢合作模式，歡迎洽詢本校服務團隊： 

聯絡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產學營運處－產學運籌中心 

聯絡電話：+886-7-6011000 

通訊地址：82445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號(第一校區/創業園區) 

官方網站：https://caic.nkust.edu.tw/ 

高科大產學媒合平台：https://mmp.nkust.edu.tw/ 

 

服務團隊：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電子信箱 業務職掌 

謝其昌 產學長 31400 
cchsieh@nk

ust.edu.tw   

1.綜理全校產學營運工作 

2.綜理處務 

3.產學營運處業務之規劃及工作
之督導 

4.主持召開產學處各項會議 

5.各單位間之溝通、協調和聯繫 

6.特殊事件及突發狀況處理 

陳琮明 主任 31470 

tmtonychen

@nkust.edu.

tw 

1.綜理產學運籌中心相關工作。 

2.提升產學合作效益，統籌中心
的運作。 

史孟祥 資深經理 31472 
meng@nkus

t.edu.tw 

1.爭取政府大型專案計畫及產企
業資源。 

2.負責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媒
合、訴訟諮詢、商品化及衍生
新創事業輔導等業務。 

3.辦理產學合作技術交流與成果
展示推廣等相關活動。 

黃冠中 專案經理 31479 
michael@nk

ust.edu.tw 

1.協助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各案
之媒合。 

2.科學園區企業協助與輔導。 

3.中大型企業連結。 

蘇貞文 專案副理 31471 

chenwen87

@nkust.edu.

tw 

1.高科大產學媒合平台諮詢服
務。 

2.國營企業服務：企業服務窗
口、協助企業人才培育，辦理
產學技術諮詢交流會或企業參
訪等 

3.研究中心產學支援、並協助推
廣中心研發能量。 

4.廠商會員服務。 

https://caic.nkust.edu.tw/
https://mmp.nk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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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珍 專案副理 31476 
jasmine985

@nkust.edu.

tw 

1.協助本校產學與技轉加值服務
之活動規劃與執行。 

2.辦理技術加值與推廣及校內專
利與技術盤點活動。 

3.負責產學合作活動專案業務企
劃與支援。 

龔紅菱 專任助理 31473 

red@nkust.e

du.tw 

1.推動校內產學合作等業務。 

2.協助高科大產學媒合平台維護
等事宜。 

3.其他產學活動支援與臨時交辦
事項。 

潘薇婷 專任助理 31477 

bonjour1004

@nkust.edu.

tw 

1.中心請購簽核系統登記桌。 

2.中心公文系統分派登記桌。 

3.中心公務信箱管理 (含中心行
事曆管理) 。 

4.中心承接計畫經費核銷。 

5.產學合作案各項行政協助。 

6.校內各項調查彙整窗口 (含大
事記/電腦設備調查/..等) 

呂虹瑩 約用組員 31476 

vickylu@nk

ust.edu.tw 

1.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分
項計畫 BA 產學處管考聯絡總
窗口。 

2.產學中心經費控管。 

3.協助中心推動各項業務。 

4.臨時交辦事項。 

    

    

 

                        

                                                     

 

 

★高科大產業服務窗口 Line諮詢平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產學營運處臉書粉絲團： 

mailto:jasmine985@nkust.edu.tw
mailto:jasmine985@nkust.edu.tw
mailto:jasmine985@nk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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