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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人才與研發是產業發展的關鍵要素，例如美國矽谷的成功，史丹佛大學扮演非

常關鍵的角色，臺灣技術研發能量充沛，如能將其結合運用在產業上，定能發揮雙

方效益與促進產業升級。 

據統計，目前在海外僑臺商約有 4 萬多家，力量及資源龐大，為深化全球僑

民與臺灣在各領域的連結及合作，由僑委會扮演槓桿支點，建構國內產學研發

單位與全球僑臺商間合作網絡，邀集臺灣 各大學校院國際產學合作聯盟共同研商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透過資訊、人脈及資源之整合，提供僑臺商跨境便

利諮詢，推動國際產學合作，不僅幫助僑臺商產業升級，同時也協助我國大學

開拓國際市場，創造雙贏。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內容除包含提供僑臺商跨境諮詢服務及安排

僑臺商與產學研發單位間交流、媒合及參訪外，更進一步整合各大學國際產學合作

聯盟產學合作資源，彙編「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提供僑臺商各大學產

學合作中心聯繫窗口資料，並彙整各校創新研發成果與產學合作方式、概況及資

源等面向，將僑臺商與國內產學研發機構鏈結對接，作為僑臺商提升競爭力及

產業升級之利基。 

今後僑委會仍將秉持一貫的政策立場，輔導與協助僑臺商事業發展，期由本「全

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的編撰，讓僑臺商在發展事業的過程中，能善加運用

國內研發技術升級及成果產業，並從中感受到政府支持的力量。同時期盼僑臺商與

政府密切攜手合作，使臺灣經濟再度躍升。 

 

 

 

 

 

  

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童振源 

202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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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致理科技大學為新北地區唯一以培育卓越商務人才為主的科技大學，累積 56

年優良校譽，為當地企業培養各類商務專業人才。歷年來，本校在各項評比及校

務、專業類評鑑中屢獲卓越佳績。多家知名專業調查機構屢獲全國私立技專校院

之最高評價，例如 2016至 2021年連續 6年榮獲 1111人力銀行「企業最愛大學」

調查私立科技大學第 1名，2020年天下 Cheers 雜誌評選「TOP 20大學辦學績效

卓越」學校，2020 年遠見雜誌「臺灣最佳大學」技職前 20 強，所培育學生更為

業界所樂用。 

本校鄰近北北基桃重要產業園區及商業中心，與工商業、服務業，乃至農業，

均有甚為緊密之產學連結，為鄰近地區中小企業提供產學合作服務。本校參加財

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合作績優單位」選拔，共五次（2011、2013、2015、

2017 及 2020 年，每 2 年可參加一次）榮獲產學合作績優大學，顯示本校落實在

地產業鏈結之服務成果極獲社會肯定。另，本校於泰國、越南、汶萊及馬來西亞

成立辦事處，推動合作交流業務，且積極推動學生國際移動力，近 4年學生海外

實習及研習走向 3大洲、14國超過 700人次。 

隨著資訊科技及 AI 技術發展與在商務上的廣泛應用，為能「培育服務業科

技創新商務人才」，本校近年來聚焦於「智慧商務」與「智慧生活」兩個面向之

辦學特色。在金融科技(FinTech)、智慧零售、智慧餐飲、智慧物流、數位行銷

(MarTech)、電腦稽核、跨境電子商務、物聯網、AR/VR虛實體驗、AI機器人生

活應用等領域逐年有明顯成果，有助於爭取產業加值之產學合作機會。本校教師

更可擔任企業輔導顧問，為在地產業及全球僑臺商提供專業服務，共同努力拓展

國際市場，使學校與產業界建立更密切的共好雙贏合作關係。 

 

致理科技大學校長 陳珠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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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集臺灣各大學校院國際產學合作聯盟共同研商「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

結合臺灣研發能量，協助僑臺商產業升級，並為國內大學開拓國際市場，創造雙

贏。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以產學合作雙方需求為導向，執行項目如下： 

(一) 於僑委會官網建置「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專區，連結各校產學合

作單位官網，增進媒合機會。 

(二) 設立 LINE 總機單一窗口，提供僑臺商跨境諮詢服務。 

(三) 結合僑委會僑臺商邀訪活動，安排參訪各校產學合作單位，進行媒合交

流。 

(四) 彙編「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提供僑臺商組織及各大學產學合

作中心聯繫窗口資料及各校產學合作服務內容與相關案例。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公告於(IA.Taiwan-World.Net)及僑委會官網「僑

臺商專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歡迎臺商朋友免費下載參考運用

並踴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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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學特色與研發能量 

(一) 產學特色與研發案例說明 

本校位於板橋、中永和、新莊、三重、土城、三峽等新北市人口稠密及工商

業活動熱絡地區，是唯一以培育卓越商務人才為主的科技大學，本校積極與中華

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新北市商業會、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中華民國無店

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國際物流暨供應鏈協會、會展產業策略聯盟、中華民

國物流協會、臺灣冷鏈協會、臺北市中小企業同業公會等簽訂策略聯盟，共獲得

935家企業簽訂就業守護神合約，建立深度夥伴關係，以促進區域性產學合作之

發展。 

1. 落實教師實務研究，展現產學能量 

本校與板橋鄰近區域之商業、服務業，乃至農業，均有甚為緊密之產學連結，

為鄰近地區中小企業提供產學合作服務。財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合作績

優單位」選拔，本校2011~2020連續五屆榮獲產學合作績優大學（全國私立大學

僅7所學校獲獎），顯示本校落實在地產業鏈結之服務成果已獲社會肯定（如圖

1）。 

  

圖 1  2020年度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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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產學合作機制，落實在地服務 

本校特別重視在地產業服務，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與全國商業總會、新北市

商業會、各產業公協會及新北市政府共同成立「致理菁英顧問團」，自2012年推

動迄今，已有8年實績。教師除協助企業解決問題及改善經營績效，並爭取政府

資源挹注，將診斷結果回饋教學，輔導及帶領學生進行實務專題與參加校外競賽，

增加產學合作機會，與業界建立良好夥伴關係，進而增加媒合學生實習與就業機

會。2017-2020年度教師至企業提供免費診斷及輔導服務，共355件。 

 

3. 鼓勵智財專利申請，促進技術移轉 

2017-2020年師生研發專利成果案件一覽表，詳如表 1。2019年度有 15件研

發專利通過，遠高於 2017及 2018年度，成果明顯進步。另外，專利技轉化商品

之推動情形詳如表 2，包含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之技轉，目前陸續有教師簽訂技

轉合約中。 

  



 

6 

 

表 1  2017-2020 學年度專利案件一覽表 

學年

度 
系科 創作人 

專利 

類型 
專利名稱 

2017 資訊管理系 郭玟琳 新型 智慧型杯墊 

2017 企業管理系 吳宜靜 新型 智慧型拐杖 

2017 商務科技管理系 彭建文等 新型 一種烹飪用電子產品之自動控制裝置 

2017 財務金融系 蔡淵輝等 新型 桌上遊戲裝置組及其遊戲軌道 

2017 財務金融系 蔡淵輝等 設計 桌上遊戲軌道之部分 

201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謝承憲等 新型 鬧鈴機構 

2017 資訊管理系 呂崇富等 新型 可攜式嬰兒防窒息及防遺失裝置 

2017 商務科技管理系 彭建文等 新型 一種植栽自動照顧裝置  

2017 商務科技管理系 高楊達等 新型 商場產品資訊自動推播系統 

2017 商務科技管理系 彭建文 新型 智慧型烹飪設備 

2017 商務科技管理系 高楊達等 新型 管理即期農產品的系統 

2017 財務金融系 蕭晴惠等 新型 桌遊牌組 

2018 企業管理系 林冠成 發明 
刷除烘豆炭粉塵之烘豆裝置 /Baking 

devices for brushing out dust of charcoal 

2018 商務科技管理系 彭建文等 新型 一種具有警報裝置之插座安全護蓋 

201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費聿明 新型 四色 LED控制裝置 

2018 商務科技管理系 彭建文等 新型 一種具有安全鎖之插座安全護蓋 

201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費聿明等 新型 具美白及顯示牙菌斑之牙刷裝置 

2018 多媒體設計系 張淑萍等 新型 桌遊裝置 

2018 多媒體設計系 張淑萍等 新型 教學互動裝置 

2018 企業管理系 蘇文仲等 新型 趣味餐具 

2018 資訊管理系 吳亦超 新型 球體積計算裝置 

2018 應用英語系 林佳靜等 新型 具有容量顯示之多媒體儲存裝置 

2018 應用英語系 林佳靜等 新型 行動儲存裝置資料讀取系統 

2018 通識教育中心 王瓊芬等 新型 
軸旋式可變傢俱/Furniture with rototable 

bearing 

2018 通識教育中心 王璟 新型 具更換刷毛之震動洗衣刷 

2019 通識教育中心 陳盈瑞等 設計 提袋 

201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桂嫻等 新型 
自動感測粉塵溫濕度、抑制塵螨之吸塵裝

置 

https://fd100.chihlee.edu.tw/
https://fd100.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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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度 
系科 創作人 

專利 

類型 
專利名稱 

2019 商務科技管理系 彭建文等 新型 
一 種 可 拆 卸 組 合 之 手 環 裝 置 /A 

Combinative Bracelet Structure 

2019 商務科技管理系 彭建文等 新型 
一種可秤重之書包/A Weighable School 

Backpack 

2019 商務科技管理系 彭建文等 新型 
一種具有提醒功能的顯示裝置/A Display 

Device with Reminding Functions 

2019 企業管理系 林冠成 發明 W 型水霧清刷機 

2019 企業管理系 倪達仁等 新型 支付型環保飲料供應裝置 

2019 商務科技管理系 高楊達等 新型 消費行為洞察系統 

2019 資訊管理系 楊智偉等 新型 具結合社群通訊平臺之招生互動系統 

2019 資訊管理系 林裕棋 新型 具人臉辨識之圖書館環境作業系統 

2019 資訊管理系 楊智偉 新型 智慧型感測溝通指環 

201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鄭來宇等 新型 照護陪伴裝置 

2019 多媒體設計系 王年燦等 新型 桌遊裝置 

2019 企業管理系 金揚傑等 新型 防丟搜尋裝置 

2019 企業管理系 吳宜靜等 新型 調味吸管 

2020 資訊管理系 楊智偉等 新型 實境彈奏裝置 

2020 資訊管理系 楊智偉等 新型 虛擬語言學習裝置 

2020 資訊管理系 楊智偉等 新型 智慧校園導覽裝置 

2020 資訊管理系 楊智偉等 新型 酒後安全防護裝置 

2020 資訊管理系 楊智偉等 新型 極限運動裝置 

2020 財務金融系 李世欽 新型 基金篩選系統 

2020 財務金融系 蔡淵輝 新型 基金投資績效回溯系統 

2020 國際貿易系 黃培真等 新型 口袋杯 

2020 企業管理系 吳宜靜等 新型 調味吸管 

  

https://fd100.chihlee.edu.tw/
https://fd100.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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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師研發成果技轉化成果表 

學年

度 
系科 

技轉 

教師 
技轉商品 合作廠商 專利證號 

2017 多媒體設計系 王年燦 參魘前導片製作 

萬豐創意映

像股份有限

公司 

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

MOST105-2622-H-263-0

01-CC3 

2017 企業管理系 吳宜靜 
自發光安全手杖

智慧化應用研究 

中華寰宇整

合有限公司 
新型專利 M509564 

2018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費聿明 

4 色 LED 控制裝

置 

極創整合事

業有限公司 
新型專利 M569144 

2018 國際貿易系 李慕真 

傳統小家電專業

通路效用加值計

畫 

穩達商貿運

籌股份有限

公司 

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

MOST107-2745-8-263-00

1 

2019 通識教育中心 陳穎慧 
平安納福–創意環

保提袋 

一朵創意工

作室 
設計專利 D199418 

2019 多媒體設計系 張淑萍 

整合簡報軟體與

Line 之翻轉教學

工具研發與應用 

旭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新型專利M578847 及簽

訂產學合作案 42萬元 

2020 資訊管理系 林裕淇 

具人臉辨識之圖

書館環境作業系

統 

泓笙數位股

份有限公司 
新型專利 M59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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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師生創新研發設計或參加國際型發明展競賽，於 2017-2020年獲獎殊榮

詳如表 3。 

表 3  2017-2020年創新研發與設計之國際競賽成果表 

年度 系科 輔導教師 參賽作品名稱 獎項 

2017 商管系 彭建文 
一種自動烹飪之控制

裝置(smart cooking) 

2017 年 第 28 屆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銀牌 

2017 商管系 彭建文 
一種自動之植栽照顧

裝置 

2017 年 第 28 屆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金牌 

2017 資管系 呂崇富 
可攜式嬰兒防窒息及

防遺失裝置 

2017 年 第 28 屆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銀牌 

2017 資管系 呂崇富 
可攜式嬰兒防窒息及

防遺失裝置 

第 31屆日本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

競賽-金牌 

2017 企管系 郭文琳 智慧型杯墊 
2017 年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

展-銀牌 

2017 商管系 彭建文 
一種自動之植栽照顧

裝置 

2017年第 13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

-銀牌 

2017 多設系 楊凱鳴 小男孩與怪獸 2017韓國首爾國際青年影展提名 

2018 商管系 高楊達 
商場產品資訊自動推

播系統 

2018韓國WIC世界創新發明大賽

-金牌及特別獎各一面 

2018 多設系 吳國禎、陳奕愷 流浪瓶蓋 2018 1項金點概念獎 

2019 商管系 彭建文 
兒童 Fun 手環、提醒

寶、秤重書包 

2019第 30屆馬來西亞 ITEX國際

發明展-三面銀牌及特別獎 

2019 多設系 陳世倫 Rhythm of Tea 2019 iF 1項國際設計大獎 

2020 資管系 呂崇富 
可攜式嬰兒防窒息及

防遺失裝置 

2020 第二十三屆俄羅斯阿基米德

國際發明展-銀牌 

2020 多設系 

陳世倫 消失的城堡 

2020 德國紅點 5 件品牌與傳達設

計獎 

陳世倫、張淑萍 臺灣水果 cake 

陳世倫 友善環境包裝 

陳世倫 互助臺灣 

欉培元、陳世倫 
漢字印藝 -中文印刷

美學 

2020 多設系 陳世倫 Sculpture Wine 
2020美國 One Show Interactive 廣

告創意國際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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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為本校商管系彭老師運用師徒制帶領學生研發專利參展，不僅榮獲國際發明

展之金牌獎，更獲得教育部潘文忠部長於 2017年 9月 30日特別接見國際十大發

明展金牌得主學校之學生代表。圖 3 為本校資管系林裕淇教授榮獲「2020 第 16

屆國際傑出發明獎」獲邀至總統府接受蔡總統頒獎合影。 

  

圖 2  本校師生榮獲國際發明展金牌獎受教育部長肯定 

圖 3  本校資管系林裕淇教授榮獲「2020第 16屆國際傑出發明獎」與蔡總統合影 

4. 產學服務加值，永續致理品牌特色 

本校教師協助企業申請中央與地方 SBIR 計畫、SIIR 計畫、CITD 計畫、臺

北市產業發展研發補助計畫，以及經濟部技術處科技研究發展專案「4G 智慧寬

頻應用城市補助計畫」等計畫，以本校教師研發與產學能量，協助企業爭取政府

資源，輔導企業創新與產業升級。  



 

11 

 

(二) 產學及研究領域學者介紹  

教師 

姓名 

系所 領域 重要產學計畫名稱 

陳珠龍 企業管理系暨

服務業經營管

理研究所 

物流管理、生產管

理、作業研究 

1. 全通路在地關懷銀髮就醫陪伴媒合服

務心價值推動計畫 

2. 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聯盟計畫 

楊雅棠 

 

企業管理系暨

服務業經營管

理研究所 

服務行銷管理、服務

商業模式、行銷研

究、消費者行為 

1. 婚慶產業服務營運管理人才培育 

2. 臺北希望廣場全通路消費行為與展售

績效調查 

劉基全 企業管理系暨

服務業經營管

理研究所 

智慧零售大數據分

析、大數據行銷研

究、企業資源規劃、

顧客服務管理 

1. 後勤資訊管理運用大數據分析提供主

官決策支援之研究 

2. 運用人工智慧提升後勤資訊管理效能

之研究 

劉芬美 財務金融系 公司財務管理、創投

事業評估、企業評

價、企業競爭分析 

1. 長興及公館淨水場未來發展規劃委託

技術服務案 附屬事業開發評估及財務

分析 

2. 三重二號配水池暨加壓站新建工程多

目標利用 市場研究與財務評估 

3. 「雲端茶飲創新商業模式驗證與顧客

價值管理」產學合作 

4. 數位金融人才連貫式培育方案 

蕭晴惠 財務金融系 統計分析、績效評

估、金融市場、財務

報表分析 

1. 「新北職人在地傳承 X技術再造」委託

專業服務案 

2. 開放引進外籍家庭看護工成效評估與

選擇聘僱原因研究計畫 

蔡秉恒 財務金融系 文字探勘、機器學

習、社群分析、程式

設計 

1. 臺東縣 TTArt+藝術授權加值應用與智

慧行銷 APP 

2. 智慧城鄉 AI智慧應用服務研究計畫 

3. 餐廳營運預測模型與系統開發計畫 

4. 外資投資報告自動化學習分析 

謝金賢 會計資訊系 財務會計、成本管

理、績效評估 

1. 駐點滬尾共創綠色旅遊新價值 

2. 技專校院技優領航計畫 

陳建佑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關係利益、工作雕

琢、品牌依附 

1. 以調解中介模式探討旅館員工利社會

服務行為:職場排擠、積極主動人格 

2. 飯店員工負面職場八卦與工作敬業：以

調解中介模式探討諧和式熱情與工作

資源豐富性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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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銘尉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行銷企劃實務、社群

媒體行銷、數位行

銷、數位廣告設計研

究、數位廣告優化 

1. 大數據導向之數位整合行銷產學合作

計畫 

2. 塩胖品牌導入數位行銷與大數據分析

之研究 

3. 2019 年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粉絲

專業經營研究 

4. 特樂通數位行銷優化研究 

費聿明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人因與系統工程、智

慧物流、創新行銷策

略、服務創新模式 

1. AI x RPA智能商務運用行為分析 

2. 萊爾富 Hipay行動支付消費者行為分析 

3. 協助智能食代運用 AI推廣品牌計畫 

4. 協助運用 AI 數位平臺創造品牌形象躍

升計畫 

鄭來宇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使用者經驗設計、服

務創新、人電腦互

動、供應鏈管理與物

流管理、服務業行銷 

1. 數位顧客關係管理之整合模式建構與

實證分析(I) 

2. 數據化程式教育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

案 

張國謙 

 

休閒遊憩管理

系 

行銷管理、消費者行

為、服務品質、餐旅

管理 

1. 應用損失趨避探討遊客購物目的地信

任對滿意度與再遊意願之影響：目的地

情感與地方依附之中介 

陳鴻彬 休閒遊憩管理

系 

觀光需求分析與預

測、休閒產業優化創

新服務、旅運資訊管

理與應用 

1. 桃園市政府休閒農業區跨域輔導診斷

委託案 

2. 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計畫-在地產學

鏈結共創綠色體驗新價值 

林國榮 

 

國際貿易系 應用一般均衡分

析、勞動經濟學、國

際貿易理論、國際金

融 

1. 辦理照顧服務員之就業歷程及離職因

素研究 

2.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計畫 

王珍一 

 

國際貿易系 國際企業管理、跨國

企業談判 

1. 財務數據組合解析之初探 

2. 泰國經濟 4.0對臺商在東南亞佈局之分

析研究 

高千文 應用英語系 文化英語導覽、國際

商務英文、字彙與閱

讀 

1. 數位遊戲式學習任務對英文冠詞習得

之效益探討 

2. 商貿英文數位教材製作 

林裕淇 

 

資訊管理系 企業網路通訊管理、 

資訊安全管理、資訊

安全與網路認證 

1. 瑞竣科技導入資汛安全管理系統之研

究 

2. 環資國際集團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

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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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智偉 資訊管理系 服務體驗工程方法 

、人因工程/人機互

動研究、服務科技創

新、物聯網應用、區

塊鏈應用 

1. 智能農場與 IoT框架體驗應用服務設計

與商模驗證研究 

2. 虛擬隨身運動教練服務之智慧監督與

指導 

3. 虛擬隨身運動教練服務數位體驗與訓

練指導品質評量研究 

4. 在線程式學習助教機器人服務設計與

商業實證研究 

黃信博 

 

資訊管理系 視覺色外貌、色彩科

學應用、機器視覺、

智慧機器人應用 

1. 建置彩色光源與白光源下銀髮族的平

板顯示器影像白度資料庫以提升視覺

舒適度 

2. 抬頭顯示器視覺清晰與舒適度研究及

其數學模型開發 

樊祖燁 商務科技管理

系 

資訊管理、策略管

理、創新管理、科技

管理 

1. 組織結構化銷售管控系統之建立與實

施 

2. TBSA進階檢定推廣之研究 

張淑萍 多媒體設計系 教學設計、教材設

計、教學原理與方法

與教案設計、數位學

習應用與發展 

1. 數位深耕計畫－數位教學知識體系建

立與實施計畫 

2. GOLF學用接軌專案數位教材開發計畫 

3. 數位學習新興科技應用元件研發 

4. 整合簡報軟體與 Line 之線上翻轉教學

工具研發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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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學實例 

(一) iCHEF × 致理科大財務金融系蔡秉恒教授共同發表《臺灣餐飲白皮書》 

iCHEF 與學界合作，首度發表 2018 年《臺灣餐飲白皮書》，希望忠實反映

臺灣餐飲產業的實際狀況，並提供業界作為開店與長期經營的參考。計畫負責人

致理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助理教授蔡秉恒蒐集了 2013 年至 2016 年期間採用 

iCHEF 服務 1 年以上之餐廳的營運數據，超過 3 億多筆資料去識別化後，篩選

營收、來客組、客單價等資料進行深度分析，並發現與經濟部所作的全臺餐飲產

業走勢相符。 

分析顯示臺灣餐飲產值連續 10 年成長，2016 年至 2017 年間有近 3%增長。

由於第一季營業天數較少，第二季的餐飲商機成為全年最旺；消費者今年在節慶

與假期時的消費力比去年更強，每組客人消費年成長率以 6 月迎接暑假（8.2%）

居冠，其次是 2 月農曆過年（7.6%）、12 月聖誕節加上跨年（5.9%），建議餐飲

業者應提前部署準備，抓緊過節商機。 

臺灣小餐廳多元發展，各種類型皆有成長空間。值得注意的是，酒吧類型的

餐廳表現稱霸多項指標，像是開店數成長翻倍，營業額成長率（15.7%）最高，

來客數年成長率（15.5%）也由酒吧稱王；同一指標還能觀察到，拉麵店在雨後

春筍般林立後出現退燒現象、進入轉型期，幾年前大量開出的咖啡店今年仍微幅

成長，至於美式餐廳的受歡迎程度則明顯回溫。 

經營餐廳的勝利方程式有 4大重點：第一，現在常見的網紅店雖然著重擺盤與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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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但先決條件仍是食物必須好吃；第二，用送餐取代打折的促銷，可讓消費者

有感更能有效控制成本；第三，咖啡店不能只賣飲品，讓消費者享用精緻餐點進

而感到飽食才能長遠經營；第四，酒吧應結合音樂、展演活動，展現個性化與特

色體驗，更能提升開店的生命週期。 

 

 
（圖由左至右為致理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助理教授蔡秉恒、iCHEF 共同創辦人程開佑、凱基銀

行創新科技金融處資深副總經理周郭傑、開吧餐飲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魏昭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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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致理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李銘尉教授 × 抑菌銅除臭襪品牌行銷 

1. 研發理念 

AB65運用銅離子抗菌技術在襪子上 由於實驗證實養殖使用的漁網含有銅合

金線，能達到抗菌的效果，而恰巧人的足部是很容易受到細菌侵入。故興起了想

要做襪子的想法，隨著元祥金屬突破網袋編織技術時，決定將製作銅線技術拓展

到機能紡織品的領域，成為業界唯一使用銅離子抗菌技術製作襪子的公司。因此，

品牌的產品，創始團隊都認為是來自海洋的襪子，採用與漁網同樣的技術，又稱

之為「漁網襪」。由於銅離子，具有健康機能特性，希望可以透過技術讓消費者

都能擁有足部健康。 

2. 成果與貢獻 

 品牌理念系統設計 

AB65帶您探索足健康的奧秘 - AB65 健康抗菌科技，原名為 Agua Bronze，

65代表 6種元素 5種礦物，是元祥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創立的新品牌，運用

「銅離子」抗菌的特性，將銅合金與尼龍纖維做結合製成多項織品，此為市面上

特有技術，可說是「銅」相關織品的領導品牌。養殖漁業起家的他們，以老祖先

友善環境的智慧作為研發基礎，秉持著同心協力與精益求精的精神，打造出獨樹

一格的健康品牌。因此品牌標語設計以「AB65 足健康」為標語，是因為 AB65

起源於彰化，而中南部的居民較北部人更常使用閩南語，這個標語不僅可達到健

康訴求，且利用臺語的諧音，使消費者方便記憶，除了能藉此傳達品牌理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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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凸顯品牌價值。 

踝襪 長筒運動襪 

特性:全毛巾底設計，適合年輕族群，此襪款

適合需要長時間站立或是長時間跑動的族

群。 

特性:全毛巾底設計，此襪款適合打高爾夫球

或長時間跑動的運動，如:籃球、跑步。 

  

紳士襪 運動襪 

特性:此襪款為薄款，部分族群喜歡穿著絲棉

的襪子，最適合上班需要穿著皮鞋的族群。 

特性:兩點巾（腳趾及後腳跟)設計，中間為

半厚的設計，透氣強，適合各項運動及休閒

爬山運動。 

  

 

 品牌視覺識別系統設計 

 新 LOGO-設計理念 

   在 LOGO設計部分，最初設計出數十個 Logo樣式，最終團隊經過視覺錘方法

的測試，選定出最新的 Logo，認為不但能完整傳達品牌理念，也兼具現在美學

基礎，Logo設計理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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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理念：綠色表示環保健康、藍色表示大海意象，Logo中的魚從魚的頭部

是藍色，漸層式的到尾巴變綠色。表示 AB65的襪子孕育自大海，而成為健

康概念產品。 

 符號理念：符號為一隻魚的形狀，藉此傳達 AB65是因為從漁網研發開始，

讓漁獲量增加，所以用魚來表達。而魚身與尾巴交接處則帶入紡織的意像，

表示為從漁網延伸為紡織品的過程。 

 文字：AB65，以綠色表達「健康意象」，同時保留 Agua Bronze，65 代表 6

種元素 5種礦物，與元祥金屬來自金屬專業的技術相應。 

 改造前元素過於單調，改造後的 LOGO較具現代感，同時改變魚的方向，表

示游向外界、大海的意象。 

 

 產品包裝設計 

 改造前：原有包裝上的資訊較為複雜，消費者沒辦法清楚看見產品的特色及

資訊，且設計較普通，難以感受到產品的價值性。 

 改造後：本團隊將包裝重新設計，將漁網及海洋的特色結合在包裝上，並在

包裝裡附贈品牌小卡，讓消費者了解品牌的故事。 

 新包裝呈現主要從「漁網」延伸，前端的部分使用魚頭造型，使其樣子看起

來像一隻魚的圖案，藉此傳達品牌理念。且相較他牌的包裝，設計上較為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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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後之 LOGO 改造後包裝構想 

 
 

 員工制服 

 改造前:目前元祥金屬擁有 188位左右的員工，雖因各部門的需求，各自有不

同的穿著考量，但這 188位員工延伸的人脈圈就是行銷的前端部隊，為強化

凝聚力，建議設計專屬的 AB65制服。 

 改造後:每週四定為制服日，設計一套專屬 AB65的員工制服，讓整體看起來

更整齊有序，不但能讓員工能擁有歸屬感，也能象徵公司的企業形象，協助

宣傳，制服必須兼具實用性，不過度廣告化，因此只加上AB65簡單的LOGO，

讓員工假日也想穿。  

  

國家精品獎網頁列示 AB65 AB65員工制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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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客行銷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每天都有新興的事物出現，導致先前的資訊容易被覆蓋、

遺忘。KOL行銷的影響力雖然較大，但其效果卻無法持續下去，反觀部落客行銷

能夠將資訊永久保存在網路上，再加上 SEO優化就能將效果發揮到最大。 

本次合作篩選出以下這四位部落客，都是習慣跟網友分享消費心得的部落客，

希望透過體驗活動，讓部落客在體驗產品過後可以幫 AB65寫一篇使用心得，並

針對產品的特點加以說明，使消費者可以更加了解 AB65。 

  部落客-「女王的美妝保養殿堂」合作文章內容 

文章連結: http://mypaper.pchome.com.tw/joli0608/post/1380384594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mypaper.pchome.com.tw%2Fjoli0608%2Fpost%2F1380384594%3Ffbclid%3DIwAR1pw_fP8kDOsyTbYhUmtZyYNIjiIz5MJynt7-RsBa7vyTaNJWd_Ky0p6c8&h=AT1TDMwtoCreg5UtC_zv63RH1fxmbZnW8mztJU-bxvfJ2DyIQD5l4GTPO2lBIeJe9NWUMQd04o-M5DN5nbELXSEDS_rXbpQhwJD3wItBoC7PDSl-sAmIGDBSRkQxFXdEr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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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學合作服務窗口  

★如欲進一步瞭解或與本校合作，歡迎洽詢以下人員： 

 

姓名 職稱 任務職掌 

林維恆 專員  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協助執行 

 產學合作案管考 

 舉辦產學合作活動 

聯絡方式 (02)2261-1197 

v203@mail.chihlee.edu.tw 

2205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段 313 號 

海外僑臺商單一服務窗口：林維恆專員 

致理科技大學僑臺商服務專區 LINE 諮詢專線： 

 
  

mailto:v203@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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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校協助企業商務診斷服務流程： 

林維恆  專員 

聯絡方式 

(02) 2257-6167#1722 

v203@mail.chihlee.edu.tw 

2205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313 號 

mailto:v203@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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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致理科技大學篇】 

編著者：僑務委員會僑商處 

地址：100 臺北市徐州路五號十五樓  

電話：(+886)2-2327-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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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務委員會 

關心您 
 

http://www.ocac.gov.tw/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https://ia.taiwan-world.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