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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據科技部 2020 年統計，臺灣全國研發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為 3.63，是

全世界第三大投資研發國家，並與德國、美國、瑞士，並列全球 4大創新國，臺

灣技術研發能量充沛，若要走向國際，能與「引路人」與「合作夥伴」的海外僑

臺商共同合作，將是事半功倍的最佳選項。 

海外僑臺商約有 4萬家企業遍布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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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僑委會也將持續以調查需求、資訊彙整、直播介紹、交流會、參訪

及媒合等面向，藉由整合產業、官方及學界三股力量，針對不同的區域產業特

性，激發出創新的動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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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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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介紹  

 

  為鏈結國內學研機構與海外僑臺商進行產學合作交流，由僑委會搭建平臺，

邀集臺灣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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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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銘傳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介紹 

一、學校特色介紹 

本校自 1957年 3月 25日奉教育部令准設校至今，秉持「人之兒女、己之兒

女」的教育理念，落實「誠、樸、敬、毅」的校訓精神，以培育「追求卓越，培

養理論與實務並重，具備國際視野之人才」為宗旨，並據此理念與宗旨，設定「專

業化」、「卓越化」及「國際化」三大教育目標。 

 

(一) 自我定位 

銘傳大學的自我定位為： 

「強調創新教學、重視應用性研究之國際化綜合大學。」 

本校以「知識產業化、產業知識化」的務實教學，以強化應用性研究，促進

產學合作與互惠，給予學生與時俱進之產業新知，達到學以致用之教育目標；教

師面則積極促進教師研發成果與產業聯結。本校以成為國際化綜合大學自期，

2001年即已建立國內第一所全外語授課之國際學院，多年來在國際交流、形塑校

園雙語及營造國際氛圍不遺餘力，而國際學生數在國內大學中名列前茅，享有盛

譽；通過「美國中部各州校院高等教育評審會」( Middle State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MSCHE )及美國國際商管學院聯盟(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 )等國際認證，更是奠定銘傳大學為國際學

府之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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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願景 

  銘傳大學的願景為： 

  「致力於連結社區，實踐社會責任；全球接軌，成為亞洲頂尖、世界知名大

學。」 

為落實在地經營、深耕國際之宏觀願景，本校長期致力於連結社區，對於本

校所在之士林、龜山及金門，發展聯結社區產業，積極推動教學模式與實作環境

的創新，強化課程與產業接軌。而為因應全球化趨勢，實現本校成為「亞洲頂尖、

世界知名大學」的願景，本校打造國際化大學特色，除領先全國率先成立國際學

院外，2009年順利通過「美國中部各州校院高等教育評審會」( MSCHE )評鑑，

正式取得美國認證，成為亞洲第一所美國大學。2016年 4月本校再度接受MSCHE

實地訪視，獲得十年再認證。此外，本校管理學院自 2014年參加 AACSB認證，

並於 2017 年以最短時間通過認證，成為全球不到 5%通過認證的商管學院。銘

傳大學擁有台北、基河、桃園、金門分部與美國分校，更積極與姐妹校合作拓展

更多的海外校區，已成為一所國際知名的學府，更以「在地知識全球化，全球知

識在地化」而奮進。 

 

(三) 達成辦學特色之因應策略 

1. 因應大趨勢之改變 

本校於 2016 年起，即規劃「VR 整合研究中心」( 包括：傳播學院之「VR

暨未來媒體實驗室」、資訊學院之「VR 虛擬實境與技術應用實驗室」、設計學

院之「VR虛擬實境實驗室」、觀光學院之「VR休閒旅遊實驗室」 )。此外，106

學年度與資策會簽訂區塊鏈合作方案，藉以建立本校區塊鏈應用技術之研究與教

學環境。面對 AI 時代來臨，本校積極推動 AI 學校：AI 無人機學校、AI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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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AI VR學校、AI語言學校、AI智慧校園學校( Big Data )、AI金融學校、

AI 海上學校(金門校區)、AI 醫療學校、AI 傳播學校等，進行跨域整合與跨院合

作，啟動泰國、越南、緬甸等招生計畫。 

 

2. 校務研究新作為 

本校建置「雲端 IR 資訊平台」，於雲端環境下收集、儲存、分析及展現學

生學習成效資料與校務研究成果，快速整合校內外各類巨量資料，即時轉換為校

務發展規劃執行所需參考的資訊，對於所關注的議題進行簡易的統計分析，以分

析圖表去挖掘問題或證明成效，強化學校整體校務分析能量，進而整合行政及教

學機制，確保學校整體校務發展、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3. 跨領域整合 

本校採「設立新學位學程」、「建構微學分課程」及「開設跨域學位/學分學

程」三大方向，做為跨領域整合三大執行主軸，培育本校學生成為高國際移動力

之全球化人才，引發學生自主學習，在跨領域協作、產業連結實作及創新創業之

能力，不斷成長且精進。 

 

4. 創新教學提升實習就業 

本校研擬一系列精進創新教學、推展創新課程及跨域創新學習等方案，並成

立「銘傳創業學院」，藉由教學單位之虛擬團隊任務編組，行政單位擬訂各領域

規劃方案，達到在校學習與未來職場無縫接軌目標。在推動智能校園建置上，整

合軟硬體設施、打造未來教室，配合創新學習需求及多元化學習方式，建構一個

能積極迎向未來的創新環境。課程設計與執行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加強與產業

交流以達到產學接軌，並增設產業實務課程，以提升專業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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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落實國際化教育 

植基於本校國際化之優勢，因應未來國際高教競爭，將致力於以全球就業為

目標，培育具國際移動力之人才，期能在國際化特色上再創高峰。未來在國際化

教育作法上，將增進各國姊妹校彼此的交流和互動，強化與國外姊妹校的合作關

係，持續辦理教師赴美深化授課知能、推動海外姐妹校菁英來臺研習交流交換等，

提升國際交流機會，增進國際視野，並擴大辦理交換學生移地學習，增加國外學

習機會，藉由以上作為，強化教師及學生之國際力，落實本校國際化教育之目標。 

 

(四) 辦學績效 

本校辦學績效卓著、成果豐碩，近年重要成果包括： 

1. 本校 2016年 6月通過「美國中部各州校院高等教育評審會」( MSCHE )

再認證，取得最長之十年再認證週期。 

2. 本校管理學院於 2018 年 7 月以三年半時間取得美國國際商管學院聯盟

( AACSB )認證，創下最短取得認證的紀錄。 

3.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排名(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本校自 2016年起連續四年登上全球最佳大學及亞

洲最佳大學排行、連續三年登上新興經濟體大學、以及連續兩年登上黃

金時代最佳大學，2020 年公告排行 251+；學科部分，在全球最佳大學

「商業與經濟學科排行榜」名列 501+之大學。 

4. 本校進入 2021亞洲大學排名( QS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2021 )401-450

名，已連續 4年進入 QS排名。 

5. 上海軟科教育信息諮詢公司發布「2020軟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 Shanghai 

Ranking’s Global Ranking of Academic Subjects )」，本校在社會科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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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旅遊休閒管理」學科大躍進，從 2019年全球第 51-75名，躍升至

全球第 37名，位居台灣第一，亦是台灣私校唯一進榜，在兩岸三地高校

排名第五。 

6. 本校「社會科學」學門 2019 年 9 月首度進榜頂尖學術指標查詢排行

(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 )，論文被引次數排名世界前 1%，今年

公布完整 11年數據顯示，本校有 3篇論文入選高被引文章。 

7. 西班牙教育部高等學術研究委員會公布最新「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Webometrics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 WRWU」，本校在台灣排名

26、亞洲排名 333、世界排名 1357，其中在學術網頁能見度及影響力高

居私校第一。 

8. 本校通過科技部 109年度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125件，名列全國第四、

私校第二。本校參加科技部「108 年度大專生研究創作獎」獲獎件數為

私立綜合大學第一。 

9. 本校 109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共獲得 35件，為全國第二。 

10. 本校自 100至 104年度連續五年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105

年獲教育部「友善校園卓越獎」等獎項，為全國大專校院唯一獲獎學校。 

11. 在國際招生方面，本校 108 學年度境外生( 學位生 )共計 1,957 位，高

居私立大學第一名，顯示本校辦學績效獲國內外學生肯定。 

12. 《遠見雜誌》發布「2020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調查結果，本校「在學

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成效」項目連兩年奪下全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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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學合作案例 

  在豐富的教學資源及多元的學生環境下，結合產、官、學、研的資源。為強

化與產業的對話，本校鼓勵學院鏈結教師研發能量、發揮人力專長及創新技術等，

成立產學暨推廣處，綜理產學合作相關業務。 

 

(一) 銘傳大學近三年產學合作重要媒體報導 

■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蒞訪銘傳大學金門分部（2020-11-02） 

  僑務委員會童振源委員長 10/26 上午蒞訪金門分部，關懷銘傳金門海青學子來台在

金學習情況，銘傳大學產學推廣暨國際李藍瑜副校長和國際教育交流處劉廣華處長親赴

金門陪同參訪。 

  當天童委員長率王文雯秘書、僑民處陳世池處長和宋惠芸科長，印尼金僑後代黃奕

炳退休中將(銘傳應中所博士)、新加坡金僑後代陳德新次長、菲律賓金僑家庭後代何國

傑副院長、台灣金門同鄉會楊維居總會長等，參觀金門分部 VR 虛擬棚、烘焙教室、廣

電教室、攀岩場、果嶺、高爾夫球場及水域活動。 

  隨後金門海青學生向嘉賓們介紹將於 11/6 舉行的烘焙成果展作品，童委員長則說

明僑委會架構的數位平台，希望同學廣加利用，踴躍參加各項影片、歌唱等競賽活動。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7695/ 

 

https://www.week.mcu.edu.tw/3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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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僑輔工作交流會在銘傳舉行（2020-07-29） 

  為建立僑輔工作聯繫管道制度化，適時反映僑輔工作面臨問題，行政院僑務委員

會主辦、銘傳大學承辦 109年度北區第 5屆僑輔工作交流平台定期會第 1次會議，7/29

於銘傳大學台北校區大會議室圓滿完成，當天僑委會大家長童振源委員長率業務主

管，及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衛福部、勞動部相關主管等，近百位北區各校僑輔單

位業務承辦人參與。 

  童振源委員長在開幕中致詞表示，感謝僑輔人員對僑生輔導的付出，讓僑生得以

安心就學；感謝在台擁有最多僑生的銘傳大學承辦此活動。並分享僑委會未來將運用

新科技服務僑胞，升化服務內容和範疇，運用在台優勢，匯聚僑胞力量；他強調將和

大學共同致力推動僑教和海外招生，也透過華語教學擴大影響層面。銘傳大學沈佩蒂

校長則表示，感謝僑委會架構此僑輔工作交流溝通平台，並鼓勵各校僑輔人員藉此充

分進行工作經驗交流，讓僑生輔導經驗完整傳承。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6887/ 

 

  

https://www.week.mcu.edu.tw/3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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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駐華大使蒞訪銘傳大學 關懷泰籍學子（2020-12-21）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 (Thailand Trade and EconomicOffice)通才大使(Executive 

Director Mr. Thongchai Chasawath)12/16 蒞臨銘傳大學桃園校區參訪，並和在銘傳就讀

分布於國際學院傳播、時尚、觀光、資訊學程和國企系的 11位泰籍學生和 9位華語生，

共 20位在桃園 Q501 會議室進行座談，關懷他們在銘傳的學習和生活情形。 

2018/3/15 銘傳大學駐泰國教育文化中心成立，當時由現任行政院僑委會委員長童

振源(時任中華民國駐泰國經濟貿易辦事處代表)和本校李藍瑜副校長(時任國際學院院

長兼銘傳駐泰中心主任)共同揭牌。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8344/ 

 

 

 

  

https://www.week.mcu.edu.tw/3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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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智造節 12/12邀你玩創意抽大獎（2020-12-09） 

  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主辦、銘傳大學產學暨推廣處承辦「2020創客智造

節」12/12(六)在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登場，將有 50個大專校院、創客社團、民間團體

參展交流。當天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林仁昭分署長、銘傳大學沈佩蒂校長、科教館劉

火欽館長都將出席盛會。 

  創客智造節以科技創新、互動創意、數位創作為主軸，現場除展示「我是創客-

創意設計競賽」優勝作品，揭曉得獎團隊並頒獎外；還規劃智造職人講堂、機器人表

演賽及豐富體驗活動，歡迎闔家蒞臨科教館玩創意，歡度一個創意周末！ 

  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林仁昭分署長指出，北分署除了開辦多元的職訓課程培訓民

眾專業技能，為了培養民眾創新實踐能力， 105 年在五股設立「物聯網創客基地」，

目前會員人數超過 3,000 人，每年舉辦 200多場工作坊與 20多場主題講座；今年雖然

受到疫情影響，但投入創客活動的民眾不減反增，參賽組別從去年的 72組激升到 155

組，提升了 1倍多，創客基地整體服務的人次也提升了 33%，顯見大家積極運用創意

思考，為生活帶來更多便利與趣味。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8161/ 

 

https://www.week.mcu.edu.tw/3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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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策院 IP內容產製成果 銘傳數媒製作繪本實虛整合導讀系統（2020-11-16） 

  為鼓勵未來內容的開發產製，文化內容策進院推動「IP 內容產製新科技應用開發」

獎勵計畫，11/4 舉行成果發表暨媒合會，銘傳數媒系「《兩扇門》立體插畫繪本實虛

整合導讀系統設計」入選青創實驗組，將插畫立體書以真人形式演出，讓角色從書中

跳脫，創造出新閱讀模式的 AR 繪本。 

  數媒系「《兩扇門》立體插畫繪本實虛整合導讀系統設計」，由李宏耕、章耀勳、

吳昭蓉、詹仕鑑等 4位老師，帶領大三動漫文創學程、大四數媒系共計 15名學生參與，

分成 4D View拍攝、3D 場景物件與配角人物製作、Unity AR/VR 系統整合、音樂設計

等小組，耗時近 5個月完成演員表演、影像拍攝、旁白錄製、還原書籍建築 3D 模型、

美術設計、音樂設計及 AR/VR 技術等。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7825/ 

 

 

  

https://www.week.mcu.edu.tw/3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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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復育台灣土地盡一份心力！銘傳大學攜手芙彤園共創大學社會責任（2020-11-06） 

  大學社會責任（USR）已是國際潮流，英國及歐盟已將社會責任實踐列入大學發

展及評核指標，台灣教育部在 2017 年開始試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劃」（USR 計

劃），鼓勵大學師生在運用社會資源時，能夠更關心公共議題，並善用專業反饋社會，

結合地方居民及企業協力推動社區及產業發展。 

  銘傳大學為亞洲第一所美國認證大學，長期鼓勵創新，為善盡大學社會責任，除

了設立 USR 專責單位，協助讓學術研究與社會需求契合，除了支持生態永續魚菜共

生、弱勢關懷住民職訓、創生新媒永續生活等計畫，更進一步與知名社會企業芙彤園

深化合作，於今日 (5 日)舉辦正式簽約儀式，共同發揮社會影響力。芙彤園社會企業

成功打造台灣莊園級國際香氛品牌 Blueseeds，在台東扶植小農原民以自然農法種植香

草復育土地，尤以栽種皂香草提取天然皂素取代界面活性劑知名，全系列精油及香氛

洗沐商品均為純天然 0人工化學合成添加，健康環保商業模式屢獲國內外獎項，國內

外多家上市櫃企業均與之合作社會責任 CSR商品及贈禮。 

➤報導連結： 

https://news.knowing.asia/news/c552c0fa-4142-4b7e-bc15-320bf2e47e04 

 

  

https://news.knowing.asia/news/c552c0fa-4142-4b7e-bc15-320bf2e47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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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德科技捐贈銘傳大學五百支健康手環 展開產學合作契機（2020-10-08） 

  蓋德科技許賓鄉董事長 9/28 捐贈銘傳健康手環，由銘傳大學全球教育系統李銓總

校長代表接收，藉此捐贈儀式為雙方在健康科技領域，開創產學合作發展的新契機。 

  李銓總校長致詞時表示，蓋德是台灣高齡照護與遠距醫療應用產業的指標性公

司，具有智慧穿戴、醫療終端、互動應用等創新能力，堪稱科技養老服務產業的台灣

之光。未來銘傳 AI醫療學校將與蓋德科技產學串連，導入創新的整合技術，建構具國

際競爭力的行動健康產業。 

  此次蓋德科技捐贈物品，除 500支健康手環，還包括遠距醫療箱、數據管理後台

及服務推播等支援系統，也將開放 APP 程式的原始碼及開發工具供銘傳學生實作，讓

雙方合作不僅是單純的設備捐贈，而是平台、學程更是未來市場上的共同合作。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7261/ 

 
  

https://www.week.mcu.edu.tw/3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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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 Show出自我 銘傳大學推出行銷培訓課程（2020-09-03） 

  109年桃園市休閒農業區農業體驗培訓行銷輔導計畫，由桃園市政府農業局主

辦，銘傳大學產學暨推廣處、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校友會合辦，8/25-9/9 推出一系列行

銷培訓課程，8/25 在銘傳大學桃園校區設計大樓 M104 會議室展開，桃園市政府邱俊

銘副秘書長、銘傳大學產學暨推廣處林育慶處長特別蒞臨開幕式致詞。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校友會理事長張宗洲表示：很高興與產學暨推廣處合作開設小

農培訓課程，透過桃園市農業行銷輔導計畫，協助在地農場轉型，打造小農行銷新思

維！也期許學員未來能運用所學，為桃園市培育出更多優良的休閒體驗農場。 

  本次課程共計超過 50名桃園市在地青農的熱情參與，第一堂課由傳院校友會張宗

洲理事長為學員分享社群行銷的小技巧，後續課程也邀請到銘傳廣電系李美萱校友、

商設系王用賓校友，以及業界知名講師，來講授網紅行銷的相關知識；在接下來為期

長達六天的培訓當中，期許學員們彼此互動、學習成長，一起力拼小農經濟！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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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與威剛集團簽署產學實習合作（2020-09-01） 

  銘傳大學和威剛科技為促進在教育與產業實務的緊密合作，沈佩蒂校長和威剛集

團陳立白董事長代表雙方，於 8/24 在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Q501會議室，簽署產學實習

合作協議書。 

  銘傳大學擁有科研與實作能力的師生團隊，威剛科技為國際著名科技領導品牌。

雙方未來在智慧校園、物聯網應用、電動車、大數據、生物科技等領域，將建立產學

合作研發關係，相互支持協作共創產學合作發展。在實習合作方面，建立管道溝通有

關實習場所、實習時數、實習導師及實習內容；在在職人才培訓方便，銘傳大學規劃

員工的職能教育訓練課程，培訓提升企業在職進修。另外，透過實習合作管道，威剛

可擇優錄用銘傳表現優異校友。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7009/   

 

  

https://www.week.mcu.edu.tw/3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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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未來人才 康和捐贈銘傳大學金融科技學院獎助學金（2020-06-20） 

康和證券鼓勵青年學子求知圓夢，捐贈銘傳大學金融科技學院學生獎助學金 30

萬元，藉此拋磚引玉，希望更多企業在追求獲利之餘，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資助家境

清寒及成績優異的學生們努力求知向上，也期許這些同學日後學有所成、發揮所長，

能夠傳遞關懷助人的善行、回饋社會。 

康和證券董事長鄭大宇表示，人才是金融業最重要的資產，康和希望能與銘傳大

學金融科技學院加強產學合作，培育更多的金融科技人才。 

今（2020）年適逢康和證券成立 30周年，董事長鄭大宇率高階主管於 6月 19日

代表康和捐贈銘傳大學金融科技學院 30萬元作為獎助學金，顯得更具意義。鄭大宇勉

勵獲獎的學生，除了要繼續追求學業與專業知能，更應懂得飲水思源，感謝師長的培

育與付出，也期許同學將這分鼓勵、關懷的善行謹記，將來有所成就時，能夠回饋母

校和社會，傳遞善心善行。在金融科技發展快速的今天，康和希望透過回饋社會與學

校的義行，與銘傳大學共同來扶植、培育具有金融科技專長的人才，未來能對產業發

展盡一分心力。 

➤報導連結：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464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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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Views 結合《清明上河圖 VR：金蘭居》 跟動態立體人物同遊北宋（2020-01-31） 

隨著科技的進步，有越來越多創作團隊嘗試讓古畫以不同形式呈現，帶領觀眾進

入藝術的奇幻世界。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於 2019年製作《清明上河圖 VR：金

蘭居》，使用最新的 4DViews 技術，引領觀眾進到北宋時期，體驗當時的民間風情。

負責該計畫的助理教授章耀勳表示：「在參與此計畫前，本系在學校 VR 整合研究中

心的協助下，完成巡撫衙門的古蹟重現以及清明上河圖的部分場景建置。本次藉由

4DViews 技術，讓清明上河圖中的人物以動態立體樣貌呈現，使得整個 VR 體驗更加

活潑朝氣。為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受，特意挑選一般大眾較不熟悉的『金蘭居』為

主場景。」 

➤報導連結： 

https://iplab.culture.tw/home/zh-tw/intelligence/31493  

 
  

https://iplab.culture.tw/home/zh-tw/intelligence/3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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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數媒系參與台北 101空中藝廊計畫 讓世界看見銘傳（2020-01-08） 

遠眺臺北 101大樓，你是否覺得大樓外牆光采奪目？臺北金融大樓公司為了讓跨

年活動增添驚喜及創意話題性，特邀請銘傳大學等六所大專院校設計相關學系，導入

觀光局 2020臺灣觀光策略－脊梁山脈旅遊年，為 101大樓設計六段各 90秒的動畫，

並於 1/13-14晚間 18:30-19:00 在 101外牆 T-PAD展演輪播，展現臺灣設計創意的軟實

力。 

本次 T-PAD動畫展演輪播計畫，本校由數位媒體設計學系莊佳琦老師獲推薦擔任

產學計劃主持人，並由數媒系章耀勳、陳佳琦老師擔任共同主持人，加上兩位數媒系

研究生羅敏及廖歆語，五位師生費時四個月，協同製作主題為「文化傳承、豐盈心靈(體

驗部落文化)」的 90 秒動畫。莊佳琦老師表示，本次展示的作品以原住民文化裡的豐

富底藴為發想創作元素，重新詮釋傳統文化與祭典活動，設計簡約亮麗的角色造型來

呈現，讓觀看者有全新的視覺感受，並帶出台灣原民文化的亮點。此外，設計團隊也

巧妙的將銘傳大學校徽及數媒系系徽融入動畫之中，讓全世界的觀看者，透過動畫，

看見銘傳！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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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和台北榮總桃園分院簽署產學合作（2019-11-25） 

  銘傳大學產學暨推廣處辦理 2019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創客基地運作計

畫，11/23 在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2019創客智造節-創客基地成果展」圓滿完成，廣

邀國內創客社團、企業組織與創客夥伴參與，讓民眾體驗並發揮「動手做」與「解決

問題」的創客精神，活動相當熱鬧。 

  勞動力發展署黃秋桂署長、北分署林仁昭分署長、科教館陳雪玉館長和銘傳大學

劉國偉國際副校長等一起主持開幕式，產學暨推廣處林育慶處長、黃怡儒副處長和傳

播學院倪炎元院長和廣告暨策略行銷系陳柏宇主任、資訊學院楊健貴院長和資工系李

開暉主任等一起參與此創客智造盛會。 

  資工系有 2組學生作品參展，由資訊學院楊健貴院長指導，資工系四年級鄭晨軒、

李進、黃識丞作品「智慧插座應用之研究」，該研究可收集家中的用電數據並分析，

監控電器的用電量、時間與電費計算，並具備定時功能及用電異常即時告警訊息；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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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和台北榮總桃園分院簽署產學合作（2019-11-25） 

  為強化在地連結、整合研究發展能量，銘傳大學與台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11/13

假台北榮總桃園分院院部會議室，舉行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典禮儀式院方由盧星華

院長偕醫院一級主管參加，本校由劉國偉國際副校長代表，兩岸暨境外生院李安仁院

長、健康科技學院吳慧中院長及所屬學系主管共同與會。簡單隆重的儀式為雙方的教

學、研究等各方面合作正式開啟嶄新的一頁。 

  今年 7 月，在李安仁院長的引薦下，健康學院吳慧中院長帶領生科系林翰佐、醫

管系翁永卿、醫工系陳姵如三位系主任訪問台北榮總桃園分院，並與醫院醫事人員討

論可能的合作議題，雙方的討論相當熱烈，也發現在高齡醫學與長照等主題可以進行

一些研究合作，因此定下簽署合作備忘錄的共識。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4720/ 

 
  

https://www.week.mcu.edu.tw/3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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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休憩 VR環境體驗 協助桃園市推廣綠色休閒（2019-04-22） 

  桃園市政府 2019 世界地球日系列活動「簡單生活實驗室—2019 年桃園市環境教

育主題展」，強調環境保育和永續發展的推動重點，休憩系與桃園市政府合作，即日

起至 4/28 止，在中壢銀河廣場，舉辦一系列有趣的展演和講座，歡迎大家前往認識休

憩系學生的現場服務和 VR 成果。 

  今年桃園市環保局以「簡單生活實驗室」為環境教育活動主題，此次，休憩系與

桃園市政府的世界地球日慶祝活動結合，林莉萍主任指導 VR 論文專題學生和「環境

保育與教育」的修課同學，協助製作和提供 VR360 影片，協助推廣綠色休閒，發揮大

學社會責任 USR。 

  休憩系林莉萍和張軒瑄教授合作，自 2018年於銘傳大學 VR 整合研究中心下成立

「VR 休閒旅遊實驗室」，一年來致力於 VR 的研究、教育、產業實務結合，有計劃

的培養學生跨領域學習。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2921/ 

 

  

https://www.week.mcu.edu.tw/3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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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商設產學合作 桃園區同安街 183巷壁面煥然一新（2018-10-15） 

  商業設計系透過設計學院院長洪啟東的媒合，與美商傑明工程顧問產學合作，執

行桃園市政府水務局「促進民間參與桃園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

(BOT)計畫－後巷壁面美化設計示範案」，商設系馮承芝老師帶領吳逸宣、陳禹涵、

王芃厤、曾翊晴等 4位該系四年級學生，為桃園市桃園區同安街 183 巷規劃四大主題

壁畫設計，在日鼎水務公司協助施工下，九月中旬完工，10/2 由桃園市長鄭文燦親臨

主持下，熱鬧舉行完工茶會，煥然一新的社區彩繪壁畫，立馬成為桃園市熱門的新打

卡景點。 

  「同安街 183巷」在商設系馮承芝老師帶領吳逸宣等 4位學生協助設計牆面壁畫，

過程中曾多次邀集居民討論，最後以大桃園地區的自然景觀與市民間的互動，呈現出

五彩繽紛的巷弄美景，分為「奇幻旅程」、「幻想桃花源」、「樂活桃花源」及「四

季桃花源」等四大主題，並找來老畫師彩繪上色，牆面彩繪達 256.41 公尺，後巷地面

也鋪上抿石子整平，美化後的小小後巷，成為都市裡的鄉村綠洲，也被選為彩繪牆面

示範點。 

➤報導連結： 

https://www.week.mcu.edu.tw/30797/ 

 

https://www.week.mcu.edu.tw/3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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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數位行銷 銘傳大學與 13企業產學合作（2018-01-17） 

  為使學生在大學時就能實作數位行銷，銘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今天宣布將與包括

厚生市集等 13家企業簽訂產學合作計畫，預計將有 200名學生參與，並進行遊戲化自

動販賣機等計畫，藉此替產業界提供不一樣的行銷特色。 

銘傳大學說，本次產學合作將進行包括人臉辨識與數位互動看板、遊戲化連網自動販

賣機、Beacon 聯合廣宣推播 3大計畫。企管系主任陳純德解釋，數位看板可以依據臉

部辨識的結果，結合大數據資料，推送符合消費者的資訊，進一步介紹商品的賣點。 

  在販賣機方面，陳純德表示，透過在校園建置數位行銷實驗室，開發新型態的自

動販賣機，與智慧票卡結合，採遊戲方式互動得到積分，為購物增添趣味；至於廣宣

推播，則是藉由即時分析、修正行銷方式，提供企業研發行銷策略。 

➤報導連結：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180117/HPTAG6LRFIWOG7YMTX7H26NCEA/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180117/HPTAG6LRFIWOG7YMTX7H26N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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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年產學合作辦理績效 

1. 積極辦理僑委會各項培訓營隊從事國民外交（2008年-迄今） 

歷年來本校積極辦理僑委會各項培訓營隊，都獲得學員的高度評價。積極參

與以行動從事國民外交，提升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 

 

「108年僑務委員會全國僑生社團幹部研習會」於銘傳大學基河校區熱鬧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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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連續 4年辦理勞動部推動創客基地運作計畫-彙管作業服務（2018年-迄今） 

為配合勞動部為培育創新人才，建構友善的創業環境，提高整體產業創新能

力，銘傳大學產學暨推廣處連續 4年辦理推動創客基地運作計畫，整合轄區資源，

共同建構友善的創新環境，推廣創新，培育人才，齊力厚植國家競爭力。 

 

2020創客智造節 

 

3. 連續 5年辦理教育部青年政策論壇-主持人才培訓（2008年-2014年） 

青年是國家人力資源發展的主要勞動力來源，亦是國家經濟實力能否穩定進

步的主要關鍵，有鑑於此銘傳大學產學暨推廣處連續 5年辦理教育部青年政策論

壇，深獲各界好評，善盡學校社會責任。 

 

教育部青年政策論壇-主持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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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連續 12年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2008年-迄今） 

為配合政府提升在職勞工知識、技能及態度，銘傳大學產學暨推廣處連續 5

年辦理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以激發在職勞工自主學習，累積個人人力資本，提升

國家整體人力資本目標。並獲得Ａ級執行單位的評價，此項評價顯示所有的人才

培訓流程，都依據 TTQS的 PDDRO訓練體系。 

 

 

5. 辦理北區職業訓練中心失業者職業訓練-Java程式設計班（2013年） 

依據雙北地區( 臺北市、新北市 )廠商人力及職業訓練需求調查，Java程式設

計人才需求量非常大，故辦理 Java程式設計班課程，期望透過短期密集訓練培養

產業所需之人才並輔導學員考取 SCJP國際證照，以提升學員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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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學研究成果效益 

  本校系所完整多元，師資眾多優秀，多具實務經驗，其產學合作研究能量皆

成果豐碩，特選 19位優秀教師與產官學界合作案例說明如下： 

 

1. 洪啟東 教授 

服務單位 設計學院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專長領域 

都市規劃與設計、社區規劃與防災、土地使用與政策評估、環境災害與

減災規劃、社經脆弱、災害防救、區域政策、性別與消費 

產學合作 

「宜蘭縣災害防救深耕第 3期計畫委託專業技術服務勞務(2019年續約)

採購案」，桃園：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2019 年。（擔任計畫

主持人） 

 

(1) 具體成果 

A. 建置宜蘭縣各類災害潛勢圖資，強化縣府及鄉鎮市災害應變能力 

   蒐集彙整宜蘭縣內各鄉(鎮、市)相關災害潛勢資料，運用各類災害

境況模擬系統進行模擬推估影響範圍及災損，協助製作(更新)鄉(鎮、市)

轄內災害潛勢圖資，供地方單位防災規劃運用，並建立防災圖資更新機

制，將防災圖資更新技術轉移宜蘭縣政府。 

  
製作觀光防災導覽看板，提供詳盡的觀光資訊、鄰近避難收容場所及防災

知識等資訊 

  
考量三星鄉多為外籍勞工及配偶，

繪製印尼文簡易疏散避難圖 

考量三星鄉多為外籍勞工及配偶，

繪製越南文簡易疏散避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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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潛勢圖 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圖 

  
坡地災害潛勢圖 海嘯溢淹深度潛勢圖 

  
中文版簡易疏散避難圖 英文版簡易疏散避難圖 

B.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進行氣象情資研判，提供決策參考 

a. 提供熱帶性低氣壓、西南氣流及颱風等氣象資訊、颱風路徑資訊、

各國颱風預測路線、雨量預判等氣象情資資料，並配合宜蘭縣各

項活動提供相關資料。 

b. 團隊亦於二級開設（海上颱風警報發布）進駐縣災害應變中心進

行情資分析簡報，協助縣長於「災害應變中心會議」作災情的決

策分析，例如，颱風路徑及其造成的威脅與災害規模；颱風情資

分析資料係依據降雨預測與淹水，坡災、土石流等災害發生之虞

的地區。 

c. 協助彙整宜蘭縣各類型之歷史災害，建置近十年颱風災害基礎資

料庫，災害來臨時可依據資料庫，快速擷取曾發生過的歷史災情、

災損等資料，以期能更加全面及精準的判斷災情。 

  
進駐宜蘭縣災害應變中心協助提供氣象情資研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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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劉廣華 副教授 

服務單位 國際學院國際事務與外交學程 

專長領域 國際戰略、策略安全、區域研究 

產學合作 

計畫說明: 鼓勵我年輕世代赴海外進行交流，拓展我國青年國際視野，提

升國際參與能力，善盡全球公民責任，宣介中華民國，同時深化我國與

新南向國家之雙向交流。 

銘傳大學國際事務與外交學程為能達到此計畫之目標，籌組執行專案團

隊除融合學校之資源並將銘傳大學外交學程所有師生全心投入，為使此

計畫能順利執行並且提高整體計畫之效益。 

 

(1) 產學合作內容包括： 

A. 宣傳與甄選階段 

B. 海外研習培訓 

C. 開幕典禮以及出團授旗典禮 

D. 文宣品設計 

E. 返國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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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莊睦雄 教授 

服務單位 設計學院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專長領域 防救災教育、韌性社區推動、防救災體系規劃 

產學合作 

(1) 2019 年度連江縣災害防救深耕第三期計畫，連江縣政府。擔任主持人。 

A. 開發產品 

a. 繪製防災地圖，撰寫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b. 防災演練規劃與辦理。 

c. 連江縣防災教育與防災士培訓辦理。 

d. 連江縣颱風暴風圈觸地分析系統。 

e. 提升縣府及其鄉鎮層級災害防救作業能力。 

f. 提升防救災相關人員專業知能。 

g. 強化縣府及鄉鎮災害應變能力。 

h. 強化與充實災害防救資源資料庫及平臺建置。 

 

 

 

 

 

 

 

 

 

 

 

       颱風暴風圈觸地分析系統 

 

(2) 2019 年應變管理資訊系統(EMIC)演練委託專業服務案，內政部消防

署。擔任主持人。 

A.開發產品 

a. 應變管理資訊系統演練規劃與辦理。 

b. 應變管理資訊系統演練系統優化建議。 

 

 

 

 

 

 

 

 

 

 

 

應變管理資訊系統操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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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 年度千手護家園-自主防災社區」-新北市板橋區振義里防災社

區，紅十字會。擔任主持人。 

A. 開發產品 

a. 繪製環境診斷地圖，社區防災議題對策工作坊。 

b. 防災社區、企業防救災規劃與推動。 

 

 
     社區防災工作推動與工作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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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蕙文 教授 

服務單位 共同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專長領域 多元評量、分組合作學習、英語教學、研究方法 

產學合作 

2019年資訊科技增能學分班由教育部指導、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承辦，資

訊學院(資工系、資傳系、電通系)協助辦理 

 

(1) 共計開設 5門課程，課程資訊如下： 

 

 

 

 

(2) 學員出席率、及格率高達 9成以及 9成 5以上，統計結果如下： 

 

 

 

 

 

 

(3) 授課實際情況如下： 

 

(4) 本校資訊學院系所完整多元，師資眾多優秀，多具實務經驗，為本校

名列前茅重要系所。且資訊學院教師副教授以上等級占全學院八成，

其研究能量、產學合作、教學表現皆為本校之首。透過本次產學計畫，

共計協助 29位中學教師完成資訊科技領域增能，順利取得新版本教

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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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汪志勇 副教授 

服務單位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金融科技、公司治理、產業分析 

產學合作 

交通部所屬國營及公股事業董事會效能評估及法人代表考核制度之研究-

以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為例 

 

(1) 本研究建立適用交通部所屬國公營事業之董事會效能評估辦法草

案，建立董事會效能評估問卷，並修正既有之法人代表考核制度。董

事會效能評估自評問卷基於 4大核心價值「財報」、「內控」、「法

遵」及「風控」，發展出「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提升董事會

決策品質」、「策略與規劃」、「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內部

控制」、「政府和利害關係人的溝通」、「財務與風險議題」7大面

向，國營事業共 36題，公股事業共 37題參考問項。 

(2) 法人考核度方面，本研究建議將法人考核代表制度改為計分制，各項

目按優良可劣等級分別給予分數，最後按總分給予適當的評價回饋。 

(3) 並以臺灣港務公司為對象，進行董事會效能評估與法人代表考核之試

評。並依據相關試評結果，提供交通部相關資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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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蔡英哲 助理教授 

服務單位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專長領域 財務與風險管理 

產學合作 

臺灣民眾長照需求調查 

(1) 了解「五種族群」對於長照勞務的需求 

 

族群 對象說明 特徵 

族群 1A 親人已(曾)有長照需求，撥打

1966且符合長照 2.0 的族群 

女性居多、居住中部與南部

地區比例較高、50歲以上、

已婚者比例較高... 

族群 1B 親人已(曾)有長照需求，撥打

1966但不符合長照 2.0 的族

群 

女性居多、居住中部與南部

地區比例較高、35~59歲、

已婚者比例較高... 

族群 2 親人已(曾)有長照需求，未撥

打 1966但有長照需求族群 

女性居多、居住北部地區比

例較高、30~64 歲、已婚者

比例較高... 

族群 3A 目前尚無長照需求者，積極

面對長照風險者 

男性居多、居住北部地區比

例較高、40歲以上、已婚者

比例較高... 

族群 3B 目前尚無長照需求者，消極

面對長照風險者 

男性居多、居住中部與南部

地區比例較高、49歲以下、

未婚者比例較高... 

 

(2) 商業長照保險服務之建議 

根據上述五種族群長照勞務需求狀況做成三面向建議： 

A.根據長照勞務成因，建構長照成本推估因子，運用於核保或定價等領域。 

B.根據長照相關財務決策，定位商業長照保險目標族群，以利業務推廣。 

C.根據長照 2.0的使用狀況，了解每戶每月的長照資金缺口，以滿足各種族

群的經濟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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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駱信昌 副教授 

服務單位 設計學院商品設計學系 

專長領域 商品設計、人因工程、服務設計 

產學合作 

電競配備相關產品創意設計 

 

(1) 當消費者企圖融入電玩的虛擬世界，希望會有什麼樣的輔助設備是

最令人期待的？是能與手指結合的高觸感滑鼠、鍵盤？還是不會產

生壓迫感的酷炫耳機？也可能是提供筆記型電腦降低溫度的散熱

器？或是具有獨特個性的電腦機殼？ 

(2) 本合作案依循曜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Thermaltake Technology Co., 

Ltd.)以致力創造完美的使用者經驗理念，及享受娛樂、電競、科技、

生活的文化品牌的精神，透過觀察、分析玩家與電玩之間互動的模

式，經由『熱情、瘋狂、可行』這三大元素，並以具有商業開發價

值為訴求，考量合理化的技術與科技條件，提出協助玩家提升技

能，融入遊戲情境，或是感到更舒適的設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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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廖卿枝 副教授 

服務單位 設計學院商業設計學系 

專長領域 

品牌識別體系設計、色彩學理論與應用、編排設計、視覺傳達設計、

視覺認知 

產學合作 

2019年大專校院推動 iPAS 合作，工業技術研究院委託，擔任計畫主

持人。 

(1) 配合經濟部為充裕產業升級轉型所需人才，推動產業人才能力鑑定

業務，整合產官學研共同能量，建立能力鑑定體制及擴大辦理考

試項目，由經濟部核發能力鑑定證書，並促進企業優先面試/聘用

及加薪獲證者。 

(2) 色彩之應用實務，在設計與製造端都是必須謹慎處理的一環，產

品、包裝或平面設計無一不需要配色觀念、理論與技巧；無一不

需要了解色彩心理、或不同文化背景者之偏好與禁忌，才能做出

合宜之色彩計畫；同時在製造端，不論是產品材質之色彩處理或

印刷前、印刷後、或者是電腦螢幕之 RGB色光之管控，都必須仰

賴正確色彩觀念與技巧才能完整呈現，因此擁有色彩規劃師執

照，是設計師資格的被認同之重要能力之一，也將會是未來的趨

勢，是以極力配合經濟部政策強力推動，鼓勵在學學生，考取相

關證照提高職場競爭力。 

(3) 研究成果：完成色彩學加強輔導課，如下圖所示。團報成績：有

46 位報考，3 位缺考，24 位通過獲證。以必考科目分別來看，色

彩學通過率 46.51%，色彩實務 58.86%。 

 

 

第一名作品 

 

 

 

 

 

 

 

 

 

  



 42 

9. 馬國宸 助理教授 

服務單位 設計學院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專長領域 災害脆弱度與韌性評估、災害潛勢模擬、災害管理與防災教育 

產學合作 

(1) 提升地方政府推動防災工作之能力 

A. 災害潛勢調查 

B. 防災地圖運用與更新 

C. 辦理教育訓練和講習 

 

(2) 強化地區災害韌性 

A. 災害想定與脆弱度評估 

B. 議題式桌上型兵棋推演與座談會 

C. 辦理兵棋推演 

D. 推動韌性社區 

E. 盤點防救災能量 

 

(3) 促進民眾參與防救災工作 

A. 向民眾推廣防災工作 

B. 編訂防災手冊架構 

C. 調查與整合民間志工團體 

D. 邀集企業參與防災工作 

 

(4) 其他創新作為 

A. 強化辦理韌性社區 

B. 金門縣道路樹倒塌風險圖製作 

C. 動植物疫病縣府防救災機制探討 

D. 收容避難場所開設 SOP 影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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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章耀勳 助理教授 

服務單位 設計學院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專長領域 虛擬實境、擴增實境、遊戲設計、遊戲式學習 

產學合作 

創 IP 秀 4D實驗計畫–清明上河圖虛擬實境化 

(1) 計畫將 4DViews 動態容積立體捕捉技術與虛擬實境進行完整的結

合，將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的一部份，以金蘭居為主，實作出一個文

物導覽系統，其中包含以清明上河圖文本為根據而製作的 3D 虛擬

場景，動態立體捕捉技術錄製的人物角色動畫，以遊戲引擎製作的

互動導覽系統，把平面的圖畫轉換為栩栩如生的 3D 虛擬世界，配

合虛擬實境的浪潮，讓更多人能夠親近中華文物，達到文化資產數

位化保存以及推廣之用，同時也結合學校課程，讓學生藉由參訪

4DViews 攝影棚以及實際案例操作，來認識動態立體捕捉技術的應

用，達到拓展此一新穎技術的目的。 

 

 

  
   3D 金蘭居虛擬場景        動態容積立體捕捉拍攝 

 

  
       計畫成果                 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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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遲文麗 教授 

服務單位 傳播學院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資訊管理、管理資訊系統、系統分析、資料庫管理、電子商務、

程式設計、網頁程式設計 

產學合作 

(1) 數位教材製作計畫(108/9/16~108/12/31)，陞蕓企業有限公

司；擔任主持人。 

(2) 監試體驗網-試務實境影片製作計畫(108/9/9~108/12/31)，財

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擔任主持人。 

(3) 影音資訊管理系統開發計畫(108/12/1~109/5/31)，陞蕓企業

有限公司；擔任主持人。 

(4) 影片拍攝企劃及製作 

A.完成教材數位化及線上教材製作模組及上架機制。 

B.完成監試影片：「MP3 播放器操作說明影片」及「考試中

行動電話發出聲響處理作業流程」。 

  

  

  
C.完成影片上架、Mata Data紀錄系統、影音使用權限設定、

影片瀏覽及調閱機制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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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劉忠陽 助理教授 

服務單位 傳播學院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專長領域 數位媒體製作、網路行銷 

產學合作 

(1) 臺北市楊家秘傳太極拳協會網頁設計與網路推廣 

A. 本計畫為「臺北市楊家秘傳太極拳協會」設計與維護網頁，工作內

容包含影片拍攝與剪接、動畫製作、企業 CIS、網路社群經營、網路

形象推廣與網路廣告與行銷。 

 

B. 合作產出 

 

 

(2) 中國電視公司快點購網路行銷 

A. 本計畫為「中國電視公司快點購」進行多次產品的網路行銷，工作

內容包含電視購物直播、行銷企畫、產品影片拍攝與剪接、動畫製

作、、網路廣告與行銷。 

 

B. 合作產出 

 

 

 

  



 46 

13. 李御璽 教授 

服務單位 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 

產學合作 
(1)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數位客戶感知標籤建置、企金戶開放資料風險評

等建置、客戶評分卡及預測模型建置 (2021/2 ~ 2021/12) 

(2) 京城商業銀行：手機銀行用戶行為分析與模型建置  (2019/11 ~ 

2020/4) 

(3) 資策會&杰德影音：模型資訊及方法論 (2019/11 ~ 2020/2) 

(4) 資策會：Social Bot 語料應用與互動模式設計研究 (2019/3 ~ 2019/11) 

(5) 緯創資通：工時系統之價值發現：典範員工模式形塑 (2018/10 ~ 

2018/12) 

(6) 資策會：使用者需求自動化數據探勘方法研究 (2018/3 ~ 2018/11) 

(7) 資策會：多元數據使用者需求趨勢分析工具開發 (2017/3 ~ 2017/11) 

(8) 證交所：整合結構化與非結構化大數據構建對上市公司管理預警系統

之研究 (2016/4 ~ 2016/9) 

(9) 資策會：智慧聯網產品服務使用者分析工具開發 (2016/3~2016/12) 

(10) 已主持科技部計畫 2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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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顏秀珍 教授 

服務單位 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資料分析、機器學習 

產學合作 
(1) 飛迅特科技：Auto-ML系統開發及導入 (2020/10 ~ 2021/5) 

(2) 立至國際&環保署：天然災害環境復原管理系統開發-第三期 (2020/1 

~ 2020/6) 

(3) 立至國際&環保署：天然災害環境復原管理系統開發 -第二期 

(2019/10 ~ 2020/3) 

(4) 立至國際&環保署：天然災害環境復原管理系統開發-第一期 (2019/7 

~ 2019/12) 

(5) 桃園機場捷運公司：運量數據分析之研究 (2019/5 ~ 2019/9) 

(6) 資策會：雲端服務暨巨量資料產業發展計畫 (2017/10 ~ 2017/12) 

(7) 全聯：全聯 4.0消費者之購買行為分析 (2017/8 ~ 2017/10) 

(8) 工研院：消費者生活事件偵測分析 (2016/1 ~ 2016/12) 

(9) 已主持科技部計畫 23件。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E8%B4%AD%E4%B9%B0%E8%A1%8C%E4%B8%BA%E5%88%86%E6%9E%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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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何祖鳳 副教授 

服務單位 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電子檔案管理、數位圖書館、智慧計算 

產學合作 
(1) 國家檔案共筆協作系統功能增修及整合建置案，檔案管理局，主持人。 

(2) 檔案共筆協作機制推廣服務案，檔案管理局，主持人。 

(3) 開發產品： 

依據行政院 2019年 1月 10日核定「智慧政府推動策略計畫」推動策略

之導入公民參與與社會創新，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於「文書檔案

數位變革計畫」規劃建置檔案目錄、照片共筆協作平臺，並就未涉機敏

性之檔案目錄資料先行試辦，續依試辦結果增修系統功能及辦理國家檔

案資訊系統整合作業。 

共筆目的係為導入公眾參與力量，協助解決國家檔案目錄描述質量不

足、提升查詢檢索品質及倡議公民參與機制。共筆做法於新加坡、美、

澳及歐盟雖已實行一段時間，惟我國於檔案共筆仍屬起步，為使共筆機

制及系統更臻完善，爰辦理本專案。 

本專案於兩年度內已成功建置「全民檔案大師共筆系統」，所有功能合

計 85項，包括前臺使用者功能 66項，後臺管理者功能 19項，以符合社

會大眾進行共筆時的方便性及系統管理者的需求。此外，為擴大全民參

與，本專案辦理多元化推廣活動，成效顯著。「全民檔案大師共筆系統」

網址為：https://cap.archiv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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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黃永全 副教授 

服務單位 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 

專長領域 

旅行業經營管理、觀光消費者行為、遊程規劃與設計、航空票務管理、

節慶活動規劃 

產學合作 
(1) 經營與行銷管理： 

A.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2021年臺北市動物保護文宣品印製計畫」，

2020.08，計畫主持人。 

B. RTM 泛旅遊協會「旅遊業跨領域整合與教育推廣計畫」，2018.03，

計畫主持人。 

C. 手信坊有限公司「建立門市服務標準化與提昇服務品質計畫」，

2015.12，計畫主持人。 

D. 御臻企業行「清潔服務業經營管理與行銷規劃案」，2014.12，計畫

主持人。 

 

(2) 遊程規劃與設計： 

A.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2019 銀髮族遊程設計競賽」，2019.06，計

畫主持人。 

B. 拓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觀光遊程規劃競賽行銷推廣案」，2016.03，

計畫主持人。 

C.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觀光遊程規劃師培訓計畫案」(六年

期)，2015.08-2021.09，計畫主持人。 

D. 圓鼎旅行社有限公司「旅行業遊程規劃設計競賽與行銷推廣」，

2014.11，計畫主持人。 

 

(3) 航空票務管理： 

A. 臺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業務與推廣計畫」

(三年期)，2015.09-2018.09，計畫主持人。 

B. 臺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Travelport 全球分銷系統教育推廣計畫」(三

年期，2018.09-2021.09，計畫主持人。 

 

(4) 節慶活動規劃： 

A. 豪翌廣告材料有限公司「2020 桃園地景藝術節-社區小旅行規劃執

行」，2020.08，計畫主持人。 

B. 四季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主題活動整合行銷與服務計畫」，2019.10，

計畫主持人。 

C. 地平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節慶活動規劃與服務計畫」，

2019.06，計畫主持人。 

D. 金璽旺工程有限公司「2019 大甲媽祖遶境活動－彰化駐駕服務品質

與信眾滿意度調查計畫」，2019.03，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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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開發服務流程與線上教學系統 

A.開發御臻企業行【清潔大師】清潔服務業服務工作標準作業流程與

管理機制。 

B.建立【手信坊】門市服務標準化與提昇服務品質系統。 

C.開發【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遊程規劃師線上教學與認證系

統。 

D.開發【臺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國際航空客運票務線上教學與認證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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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戴世玫 副教授 

服務單位 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學系 

專長領域 

家庭暴力防治等保護性社會工作、新住民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督導、社

區工作、社會福利服務輸送與評核 

產學合作 

(1) 2019 年度成果 

A. 2018-2019年間受衛生福利部委託完成全臺 22縣市北中南東共計 12

場次社區推動家庭暴力初級預防服務模式盤點與工作人員增能，研發

社區推動家庭暴力初級預防教案 3套，含兒童保護、老人保護及家庭

暴力防治腳本大綱。 

B. 2017、2018、2019年連續 3 年以銘傳大學為名通過招標評選，取得

衛生福利部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並續以取得 2020年科技部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2) 主持研究案 

A. 2019年度委託科技研究計畫—本土兒少目睹及受虐創傷經驗之社會

心理現象探討，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擔任計畫主持人，執行期間：

2019.09–2020.09）。 

B. 戴世玫（2019）。2018年度社區推動家庭暴力初級預防教案研發及

縣市分區輔導計畫，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計畫主持人，執行期間：

2018.10–2019.10）。 

C. 戴世玫（2018）。2017年新住民家暴被害人服務模式初探計畫，衛

生福利部委託研究（計畫主持人，執行期間：2017.08–2018.08）。 

D. 戴世玫（2016）。建構社區家庭暴力防治評核指標及機制推廣計畫，

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計畫主持人，執行期間：2015.06–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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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陳偉華 教授 

服務單位 國際學院國際事務與外交學程 

專長領域 國際政治經濟、國際安全與戰略、亞太區域研究 

產學合作 

(1) 計畫說明：為培育美國及加拿大新世代菁英領袖友我力量，深化我對

美、加之草根外交工作，推動我國青年與國際接軌透過專題講座、文化參

訪、拜會活動及與青年互動交流等方式，提高學員對我國之瞭解與支持，

進而成為日後友我之重要力量。 

銘傳大學國際事務與外交學程為能達到此計畫之目標，籌組執行專案團隊

除融合學校之資源並將銘傳大學外交學程所有師生全心投入，為使此計畫

能順利執行並且提高整體計畫之效益。 

 

(2) 產學合作內容包括:  

A. 為期兩週課程活動規劃 

B. 開幕以及閉幕活動籌辦 

C. 文宣設計事務 

D. 宣傳與行銷 

E. 問卷分析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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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智立 教授 

服務單位 金融科技學院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系 

專長領域 統計分析、民意及市場調查、抽樣調查、資料探勘、行銷研究 

產學合作 

(1) 大專校院職涯輔導諮詢調查產學合作案，委託單位：就業情報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2019/6-2019/8，計畫主持人。 

(2) 2019年度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北區召集學校暨成效調查，委託單位：教育

部青年發展署。2019/1-2019/12，計畫主持人。 

(3) 研究成果：產學案主要為瞭解大專校院投入職涯輔導的各項資源度、學

生職涯輔導工作推動及相關活動辦理現況，以作為民間企業發展策

略、政府相關部門政策制定重要參考資料。以職涯輔導相關活動的差

異性分析為例： 

 

屬性別 

職涯名

人講座

場次 

職涯

名人

講座

人次 

職涯

相關

測驗

場次 

職涯

相關

測驗

人次 

職涯測

驗施測

普及率 

職涯諮

詢服務

場次 

職涯諮

詢服務

人次 

分區別 - - - - - - - 

公私立別 - - V V V V - 

體制別 - - - - - V - 

公私立暨

體制別 
- - - - - V - 

學校規模

別 
V V V V V V - 

青年署補

助別 
V V - - - - - 

單位層級

別 
- - - - - - - 

註:V 表示大專校院群體間存在顯著差異（表示顯著值小於 0.05） 

 

    利用課程資訊系統介接 UCAN平臺之各項職涯功能，經由興趣測評使

學生及早了解自我興趣傾向，從而隨著專業能力的職涯培養，並根據就業

方向進行自我規劃，提早做好就業準備及職涯能力的提升。將學生求學期

間職涯輔導的一系列培訓活動與培養機制，並定期針對輔導活動、系統功

能及平臺運用進行成效回饋之評估，最後，並嘗試加值應用 UCAN之相關

資料，運用本校雇主滿意度調查、畢業生流向調查及資料採礦(data mining)

之統計分析，期許有效回饋予各學系、學院作為其調整及強化學生能力養

成與課程調整之依據。以資料採礦之決策樹(decision trees)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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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資料採礦方法中的決策樹於 UCAN之 16種興趣職涯型與 Holland

所提出的人境適配論所建置的模型皆可使準確率明顯提升。受試者在完成

興趣探索檢測後，再搭配共通職能與專業職能檢測，可使其對自身適合的

就業方向有更明確的了解，再透過各系所開設的專業課程並參照課程地

圖，加強本身所需的能力，為未來儲備足夠的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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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黃麒然 助理教授 

服務單位 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學系 

專長領域 國土安全與應急管理、智慧防災、智慧工安 

產學合作 
(1) 2022，堅實營區新建統包工程智慧工安輔導案，委託單位：宜佳營造工

程股份 

有限公司。2022/5-2023/3，計畫主持人。 

(2) 2019，工程安全風險評估專家諮詢，委託單位：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2019/1-2019/12，顧問。 

(3) 2019，109年度社會工作人員預防執業安全風險及提升人身安全方案，

委託單位：桃園市社會局，2019，計畫主持人。 

(4) 2019，台北大巨蛋園區避難檢討安全疏散計畫技術服務案，委託單位：

遠雄巨蛋事業公司，2015-2020，計畫主持人。 

(5) 2019，數位鑑識取證專業認證，Cellebrite Mobile SynchronizationLTD 教

育訓練，委託單位：高田科技有限公司，2019-2020，協同主持人。 

(6) 2019，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災害防救資訊系統整合計畫-防災網路平台建

置與推廣專案，委託單位：內政部消防署，2018-2019，顧問。 

 

    以土木防災領域為基礎，加入科技應用、導入安全意識，軟硬兼施，

提升場域安全進而降低人員傷亡，打造安心工作，安心生活的環境。 

 

 

  



 56 

三、教師產學及研究領域介紹 

  關於「教師產學及研究領域介紹」的這個部分，向僑臺商們介紹本校教師可

以提供合作的相關議題，以及近幾年表現優秀的產學類學者，這些學者在校內外

的產學合作耕耘都累積了許多良好的績效，僑臺商們可以從這些學者的產學事蹟

中，更進一步了解銘傳大學於產學推動的成果。若需要與這些學者聯繫，也請隨

時與銘傳大學聯絡，聯繫方式詳見第 86頁。 

(一) 本校可提供相關合作議題 

學院 合作議題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國際企業學系/所 

財務金融學系/所 

會計學系/所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所 

企管所博士班 

 全球化的企業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供應鏈管理、行銷管理、

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專案管理、策略

管理、國際企業管理、國際進入策略等。 

 數位化的服務業管理：行銷策略規劃、數位行銷、國際行銷、通

路策略管理、社群口碑行銷、網路行銷、電子商務、消費者心理

與行為、品牌市場研究、整合行銷傳播策略等。 

 創新化的金融科技：財金投資分析、個人理財、公司理財、金融

商品創新與行銷、財務工程與金融分析、國際金融機構與銀行管

理、國際利率與匯率管理、全球產業趨勢分析等。 

 多元化的保險業管理：人身保險、財產保險、危害風險管理、風

險控制、保險經營、社會保險、年金與退休金規劃、再保險、意

外保險、團體保險、國際保險市場、長照系統風險管理等。 

 會計審計與稅務規劃：成本與管理會計、審計、稅務規劃、財報

分析、租稅、非營利會計、公司治理、內部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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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合作議題 

設計學院 

商業設計學系/所 

商品設計學系/所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所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所 

建築學系/所 

動漫文創設計學士學位

學程 

 數位遊戲：數位遊戲設計、行動遊戲、遊戲場景設計、遊戲藍圖、

3D 動畫、3D 視覺特效、3D 材質與燈光、3D 角色動作、動畫短

片腳本設計、遊戲材質與特效。 

 文化創意：視覺藝術創作、數位內容設計、動畫/漫畫、平面美術

設計、文創商品設計、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網頁設計、數位

攝影、廣告設計、展示設計。 

 建築設計：永續建築、公共藝術、數位建築、實構築、VR/AR。 

 城鎮規劃：社區營造、環境規劃、都市計劃、都市設計。 

 都市防災：地區減災、氣候變遷、韌性規劃、減災調適。 

 福祉設計：社會設計、造形設計、產品設計、銀髮輔具、人因工

程。 

 

 

學院 合作議題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所 

財金法律系/所 

 法律學院設有法律學系與財金法律學系，意旨除傳統法學議題，

新興的金融法律議題亦為本學院之專業領域。基於國際趨勢與特

殊兩岸關係，本院亦設有國際貿易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英

美法導論、英美契約法與中國大陸法律概論、中國大陸財金法律

概論等課程。 

 傳統法學: 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

法、刑事訴訟法、行政爭訟、破產法、勞動法、社會法、仲裁法、

家事事件法、消費者保護法、教育法令等。 

 金融法律領域:公司法、企業併購法、票據法、證券交易法、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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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銀行法、洗錢防制法、公平交易法、財稅法、信託法規、

海商法、保險法、商業會計法等。 

 地政法律領域:土地法規、不動產經紀法、土地登記、土地稅法、

不動產投資、土地利用法等。 

 智慧財產法學領域:商標法、著作權法、專利法、電子商務法等。 

 其他新興法學領域:網路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生物科技法、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資通訊安全法、國際貿易法、國際公

法暨海洋法、國際私法、英美法、法國法、兒童權利國際公約、

歐洲人權公約、英美契約法與中國大陸法律概論、中國大陸財金

法律概論等。 

 

學院 合作議題 

傳播學院 

廣播電視學系 

新聞學系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

所 

 網路行銷：網頁設計、網路社群經營、多媒體廣告、關鍵字廣告。 

 影片拍攝：影片拍攝、影片剪接、2D動畫製作。 

 行銷企畫：品牌行銷企劃點子發想、創意活動設計、視覺形象設

計。 

 活動規畫與執行：廣告行銷營隊、媒體素養培力研習、新聞主播

營隊、品牌創意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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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合作議題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所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所 

資訊工程學系/所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所 

電子工程學系/所 

 AutoML自動信用風險評分系統 

AutoML (Auto Machine Learning)為目前機器學習的一個重要趨

勢，常見許多大型公司如：Google、Amazon、Ali 和 Baidu 皆有

屬於該公司的一套 AutoML平臺。本系統是一套自動信用評分的

AutoML系統，它可幫助銀行業，自動建立並優化信用評分模型。

銀行業在建置一個標準的信用評分模型時，通常需要花費大約 2

周的時間。本評分系統可將此流程加速至 15 分鐘內完成，且評分

準度極佳。目前本系統已實際運用於多家銀行(王道銀行、新光銀

行、京城銀行)的評分卡建置中。 

 個人化影片推薦與查詢系統 

網路盛行的世代，有別於過去大眾去出租店租錄影帶的情形，現

代人大多是利用網路上的影音平臺來觀看影片，為了更貼近使用

者的需求，許多平臺紛紛設立了推薦機制。過去的協同過濾推薦

需要使用者對影片評分才能進行，然而這會有使用者不想評分或

任意評分的問題，造成評分資料與現實有誤差，使推薦結果無法

正確符合使用者需求。 

本系統(1)不需要求使用者對影片評分，系統直接分析使用者的觀

看紀錄與影片描述，即可推薦使用者感興趣的影片。(2)系統可分

析與使用者興趣相似的其他使用者的觀影紀錄與影片描述，對使

用者做群體推薦。(3)未被觀看過的影片或新片，仍可推薦給對此

影片有興趣的使用者。(4)使用者查詢影片資訊時， 系統可根據使

用者的興趣，輸出符合查詢條件的影片。目前本已實際運用於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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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影音的影片推薦系統中。 

 

 教育訓練數位化: 公司教育數位化策略與實踐。 

 電子檔案管理：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共筆系統發展。 

 

學院 合作議題 

觀光學院 

觀光事業學系/所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餐旅管理學系 

 地方創生：遊憩資源規劃、休閒事業管理經營、觀光產業地方創生、

生態社區營造、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會議展覽。 

 文化創意：地方關懷、文化觀光工廠、活動包裝規劃。 

 旅遊服務：地方產業、鄉土文化、在地旅遊推動、自然資源串聯、

在地永續旅遊、低碳生活圈、綠色消費旅遊、解說服務、多語人才。 

 經營管理：行銷規劃、顧客關係、零售行銷。 

 休閒農業：協助輔導休閒產業活化並提供相關行銷策略與活動規

劃。 

 青少年營隊：藉由休憩專業活動與相關技能，帶領青少年參與活動

與體驗營隊。 

 服務創新：餐旅業科技應用輔導、服務流程改善、生產力提升以及

行銷策略等服務與創新規劃合作。 

 飲調研發：餐旅業酒水飲調服務相關之葡萄酒與其他酒精性飲料產

品研發規劃合作。 

 食品加工：特殊機能食品開發、食品加工模具設計等規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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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合作議題 

社會科學院 

公共事務學系/所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所 

犯罪防治學系/所 

 犯罪預防：犯罪預防與控制、社會問題與結構分析、社會秩序、

警政司法、犯罪預測、社區警政、犯罪矯正與社會復歸。 

 司法社工：修護式司法、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社區方案、長期

照護、老人福利或兒少保護、性別平等、新住民權利。 

 公共安全：災害防救、應急管理、消防評估與規劃、建築物公共

安全。 

 諮商心理：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心理衛生、悲傷諮商、情緒管

理。 

 工商心理：組織發展與變革、生涯規劃與生涯管理、企業諮商與

輔導、人力資源管理、消費者行為、企業倫理。 

 臨床心理：心理病理學、臨床心理衡鑑、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物

質濫用、健康不平等、行為睡眠醫學、失眠的病因與治療。 

 應用心理：測驗與評量、心理計量、實驗心理學、研究方法、社

會心理學、社會認知、文化心理學、健康心理學、員工協助方案。 

 民意調查：問卷設計、市場調查、社會科學研究、人力資源管理、 

組織理論與行為。 

 專案管理：政府採購、法規設計、政策行銷、政府服務品質與創

新、非營利組織與管理、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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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合作議題 

健康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所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所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物科技：保健食品開發、微生物應用、抗菌評估、農業技術開

發、基因轉殖與表現、酵素蛋白質工程、生物資訊分析。 

 醫學工程：生醫光電、訊號分析、生醫材料與臨床工程、醫療評

估工具之開發。 

 智慧醫療：健康照護、醫學資訊、醫務管理、醫學影像處理、系

統分析與設計。 

 科普教育：科學教育、人機互動、科普寫作、科技新知介紹、實

驗設計與教學。 

 

學院 合作議題 

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應用中國文學系/所 

應用英語學系/所 

應用日語學系/所 

英語教學中心 

教育研究所 

華語文教學學系 

 華語教學：兒童華語、華語寫作。 

 文化創意：小說寫作、劇本寫作、飲茶文化。 

 英日語文教學：英/日語教學、英/日語口語訓練。 

 數位教材：英、日、華語數位教材、數位教育教材設計及製作。 

 組織經營：教育機構經營管理、英語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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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合作議題 

金融科技學院 

經濟與金融學系/所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

系/所 

金融科技應用學士/碩士

學位學程 

 大數據應用：建構預測模型暨數據分析、市場調查暨分析、 

 建構預測模型暨數據分析– 建構優化之預測模型、著重於時間序

列之應用。 

 市場調查暨分析– 建構關聯模型、著重於電子商務之應用。 

 金融與投資應用：投資組合分析、財務精算、風險管理、金融商

品規劃。 

 產 業 分 析 ： 產 業 結 構 分 析 、 產 品 市 場 分 析 。 

 金融科技：金融與科技政策、金融與科技法制、金融與科技監理、

金融與科技管理、金融與科技應用、金融與科技市場數據調查與

分 析 、 監 理 科 技 、 法 遵 科 技 、 A I 人 工 智 慧 

應用、電子商務。 

 

 

學院 合作議題 

國際學院 

國際事務研究所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

學位學程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

學位學程 

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士

學位學程 

時尚與創新管理學士

 國際事務與外交類： 

從事本學程教師專長相關之學術研究與學術交流，提供廣泛的學術

交流服務。接受政府單位(如外交部與陸委會)委託，進行各種相關培

訓，以及兩岸關係相關領域之委託研究案。 

 資訊管理類： 

1. 物聯網/車聯網 AI智慧應用開發，深度學習模型開發。 

2. 智慧工廠，智慧車聯網 AI人工智慧應用（例如預測性維護保養）。 

3. 車聯網物流，保險相關應用服務，例如 Usage-base Insurance (UBI)，

智慧車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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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 

旅遊與觀光學士學位

學程 

資訊科技應用與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 

4. 物聯網車聯網大數據分析應用，例如統計模型，巨量資料分析平臺

架構，巨量資料分析系統設計和商業數據分析儀錶板等。 

5. 數據分析顧問服務。 

 

學院 合作議題 

共同教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體育室 

師資培育中心 

 數位學習：國高中數位教材設計、教學設計。 

 實體教材教具：教育桌遊帶領。 

 班級經營：課室經營。 

 生涯輔導：青少年心理、教育心理。 

 中等學校教育：多元評量、分組合作學習、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科技力通識教育發展：程式教育、設計思維微學分。 

 科技融入教學之實踐：App、M-learning、同步/非同步社群媒體溝通、

電腦輔助教學、網路教學、虛擬實境、等科技融入教學之實踐。 

 

教育語文學院(跨領域合作) 

 科技融入語言教學之實踐：App、M-learning、同步/非同步社群媒體

溝通、電腦輔助教學、網路教學、虛擬實境、等科技融入教學之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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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產學獎勵績優教師之研究領域與推動計畫 

 

系所  姓名  專長 推動專案  

都市

規劃

與防

災學

系 

洪啟東 

教授 

都市規劃與設計、 

社區規劃與防減災、 

環境災害與減災規劃、 

社經脆弱性、 

校園防減災教育、 

災害防救、 

區域政策、 

土地使用與政策、 

性別與消費 

 2012年度至 2019年度，獲銘傳大學產學執

行獎勵 

 2012年度至 2019年度，獲銘傳大學產學獎

勵績優獎 

 2011年至 2020年間，共計有 14件計畫案

獲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 

 2011年至 2020年間，指導大學部學生獲得

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共計 11案 

 2011年至 2019年間，指導學生參與產學合

作計畫，共計 27案 

 2011年至 2020年間，獲教學優秀人才彈性

薪資 

 曾任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臺北市環評委

員；新北市環評委員、災害防救委員、都

市計畫委員、 環評委員、區域計畫委員； 

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宜蘭縣都市計畫委

員；桃園縣都市計畫委員、都市設計委員、

災害防救委員 

 宜蘭縣災害防救深耕(第 3期)計畫委託專

業服務勞務採購案(續約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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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專長 推動專案  

國際

教育

交流

處 

劉廣華 

副教授 

全球治理、 

區域研究、 

戰略研究、 

翻譯研究 

 2014年度、2017~2019 年度，獲銘傳大學

產學執行獎勵 

 2018年度、2019年度，獲銘傳大學產學獎

勵績優獎 

 2017年銘傳大學MSCHE/AACSB認證獎

狀 

 2011年至 2020年間，於國內外各項學術研

討會發表共 12篇論文 

 2011年至 2018年間，於「戰略與評估」等

期刊，發表共 5篇論文 

 外交部 2019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宣

傳、甄選暨海外交流研習培訓 

都市

規劃

與防

災學

系 

莊睦雄 

教授 

大地、土木與防災工

程、 

地理資訊系統、 

災害管理與防災教育、 

社區防災資訊系統 

 2019年度連江縣災害防救深耕第三期計畫 

 2019年應變管理資訊系統（EMIC）演練委

託專業服務案 

 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 推動新北市板橋區

振義里防災社區案 

師資

培育

中心 

唐蕙文 

教授 

多元評量、 

分組合作學習、 

英語教學、 

研究方法 

 2019年度科技領域師資增能課程-資訊科

技增能學分班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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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專長 推動專案  

企業管

理學系 

汪志勇 

副教授 

金融機構管理、 

金融科技、 

財務分析、 

產業分析 

 交通部所屬國營及公股事業董事會效

能評估及法人代表考核制度之研究－

以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為例 

財務金

融學系 

蔡英哲 

助理教授 

風險管理與保險  民眾長照需求調查與長照保險服務之

建議 

商品設

計學系 

駱信昌 

副教授 

產品設計、 

人因工程、 

福祉設計、 

醫療器材介面設計 

 問題導向學習導入設計教學—人因工

程創新教學模式 

 電競配備相關產品創意設計 

商品設

計學系 

閻建政 

教授 

電腦輔助設計、 

電腦輔助製造、 

材料和加工方法、 

產品設計、 

設計管理 

 電競配備相關產品創意設計 

商品設

計學系 

洪珮芬 

助理教授 

文創產品設計與研究、 

家具文化研究與設計、 

田野調查與個案分析 

 電競配備相關產品創意設計 

商業設

計學系 

廖卿枝 

副教授 

視覺傳達設計、 

平面設計、 

企業/品牌識別形象設計 

 2019年 iPAS 推動合作委託案 

 面對 AI趨勢編排設計教學之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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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專長 推動專案  

都市

規劃

與防

災學

系 

馬國宸 

助理教授 

災害管理與防災教育、 

社區防災資訊系統、 

災害脆弱度與韌性評

估、 

環境影響評估、 

災害潛勢模擬 

 金門縣 2018年災害防救深耕第 3期計畫

-2019年後續擴充 

數位

媒體

設計

學系 

章耀勳 

助理教授 

3D電腦繪圖、 

電腦動畫、 

虛擬實境、 

遊戲設計、 

互動設計、 

程式設計 

 動態捕捉系統技術導入視覺化動態預覽

研究專案 

 清明上河圖虛擬實境 

教育

研究

所 

呂木琳 

教授 

教學視導、 

教師評鑑、 

教育行政 

 邁向公義與卓越-臺灣教育發展的危機分

析與改革建議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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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專長 推動專案  

新媒體暨

傳播管理

學系 

劉忠陽 

助理教授 

數位內容產業、 

文件探勘、 

資訊管理 

 臺北市楊家秘傳太極拳協會網頁設計與

網路推廣 

 新媒體整合行銷活動執行 

 中國電視公司快點購網路行銷 

 臺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新媒體形象企畫 

新媒體暨

傳播管理

學系 

遲文麗 

教授 

資訊管理、 

管理資訊系統、 

系統分析、 

資料庫管理、 

電子商務、 

程式設計、 

網頁程式設計 

 陞蕓企業數位教材製作計畫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監試

體驗網-試務實境影片製作計畫 

 陞蕓企業影音資訊管理系統開發計畫 

資訊工程

學系 

王豐緒 

教授 

協同過濾推薦系統、 

資料探勘、 

XML技術、 

數位學習、 

平行處理 

 提問引導法與團隊導向學習融入翻轉教

室課堂活動之研究－以物件導向程式設

計為例 

資訊工程

學系 

何祖鳳 

副教授 

Digital Libraries、 

E-Records Management、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oftwar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檔案共筆協作機制推廣服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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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專長 推動專案  

資訊工程

學系 

李御璽 

教授 

資料探勘、 

資料倉儲、 

資訊擷取、 

資訊檢索 

 Social Bot 語料應用與互動模式設計研究 

 模型資訊及方法論 

 手機銀行用戶行為分析與模型建置 

資訊工程

學系 

顏秀珍 

教授 

資料庫管理系統、 

資料探勘、 

資料倉儲 

 運量數據分析研究案 

 天然災害環境復原管理系統開發-第一期 

 天然災害環境復原管理系統開發-第二期 

觀光事業

學系 

黃永全 

副教授 

旅行業經營管理、 

觀光消費者行為、 

遊程規劃與設計、 

航空票務管理、 

節慶活動規劃 

 2019銀髮族遊程設計競賽 

 節慶活動規劃與服務計畫 

 Travelport 全球分銷系統教育推廣第二年

計畫 

 遊程規劃基礎能力認證培訓與市場推廣

第二年計畫 

犯罪防治

學系 

戴世玫 

助理教

授 

家庭暴力防治等保護性

社會工作、 

新移民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督導、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社區推動家庭暴力初級預防教案研發及

縣市分區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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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專長 推動專案  

國際事務與

外交學程 

陳偉華 

教授 

國際事務、 

戰略研究、 

國際政經、 

國際關係 

 2019年國際青年菁英領袖研習班 

應用統計與

資料科學學

系 

王智立 

教授 

抽樣調查、 

民意及市場調查 

 大專校院職涯輔導諮詢調查產學合

作案 

 2019年青年職涯輔導北區召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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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育成中心介紹  

  銘傳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曾獲「臺北市府育成貢獻獎」與多項經濟部「績優育

成中心獎」，以本校多年商業管理專長與資源優勢為發展基礎，以商學、管理專

業師資與資源為核心，以協助企業「建構營運模式」為主要定位及發展特色，以

「資源整合」、「創造價值」與「服務創新」為發展理念。 

  育成中心聚焦於資訊網路、數位科技、新興服務（如：ICT、IoT、BI商業智

慧、雲端、大數據）等領域，整合各院系所具輔導經驗教授，組成輔導顧問團隊，

對內以產業需求為導向，建立一個將創意、創新轉化為商業運作的創業輔導模式；

對外則打造良好的中小企業創新培育環境，建立資源整合平臺。育成中心積極參

與政府跨部會創新、創業相關政策，結合士林、北投地區大學育成機構成立「北

臺五校育成聯盟」，促成跨領域／產業交流，陪伴企業成長，協助串連新創企業

與大企業、專業機構、政府獎補助政策的資源，促成商機、訂單、資金、資源等

合作機會，協助加速技術落地應用，建構商業模式，取得發展資金以及市場商機。 

 

(一) 近年營運成果 

1. 榮獲臺北市產業發展育成貢獻獎 

2. 榮獲中華創業育成協會傑出經理人獎 

3. 榮獲經濟部績優育成中心婦女創業獎 

4. 榮獲經濟部績優育成中心青年創業獎 

5. 榮獲經濟部績優育成中心最佳人氣獎 

6. 榮獲經濟部績優育成中心最佳育成特色獎 

7. 榮獲經濟部績優中小企業輔導人員獎 

8. 榮獲經濟部績優育成中心最佳育成中心獎 

9. 輔導企業家數累計達 23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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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協助廠商投／增資金額累計達 4億元 

11. 協助取得政府獎補助計畫累計達 75件 

 

(二) 本校育成中心可為僑臺商提供之服務 

1. 新創企業育成空間與行政支援 

2. 新創企業公司地址登記 

3. 企業經營管理輔導諮詢 

4. 商業模式輔導諮詢 

 

  

榮獲臺北市產業發展育成貢獻獎 辦理僑臺商商機交流活動 

  

辦理僑臺商商機交流活動 打造北臺五校育成聯盟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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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中心介紹 

  研究中心的目的，在於整合跨界（學術、政府、產業）與跨領域的技術與資

源，更有效的面對今日資訊科技的研究與應用的挑戰。銘傳大學藉由持續與政府

所屬研究單位，以及產業界的合作，成立 13 個研究中心，能夠有效率的整合學

術研究與實際應用，並培育具整合能力與視野的尖端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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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學術界應用研究，培植企

業研發潛力與人才，增進產品附加價值及管理服務績效。 

 

  本校共有 13個研究中心說明如下： 

中心名稱 (一) VR 整合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VR 整合研究中心設置的主要目標在營造虛擬實境新學習場域。虛擬實

境技術(Virtual Reality)為當前資訊技術主要發展趨勢之一，如何將新趨

勢落實於課程中或情境教室的建置，養成學生具備職場高競爭力。並運

用新科技及創新思維，營造新互動教學的學習環境，以提升學習成效養

成專業技能急需解決問題，實現創新教學與培植系／院／校特色。 

目前 VR 已是數位產業、遊戲娛樂的發展重點，本校結合設計、傳播、

觀光、資訊學院分別成立 VR 整合研究中心，從遊戲互動設計、360 度

影片製作，為數位設計注入嶄新創意，可以全方位為僑臺商提供服務。 

中心成員 

為配合學校全力發展 VR 虛擬實境計畫而設立的 VR 整合研究中心，中

心主要功能為整合、集結全校 VR 或虛擬實境資源。目前 VR 整合研究

中心架構下有四大實驗室：資訊學院的「虛擬實境與技術應用實驗室」、

設計學院的「VR 應用實驗室」、傳播學院的「VR 未來媒體實驗室」、

以及觀光學院的「VR 休憩觀光實驗室」。 

VR 整合研究中心主任：李芝瑜 

4位副主任：資訊學院蕭立人副主任、傳播學院陳彥豪副主任、設計學

院章耀勳副主任、觀光學院張軒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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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開發新作品 

1. 結合 VR 與課程的學習，推出兩門專門課程。藉由 sketchUp 軟體將

所規劃的休閒場域用軟體繪製再轉乘 VR 影片，內容包括有都會公

園、海濱度假村、劍湖山主題樂園、金銀島渡假村、休閒漁場…等

虛擬實境創作場景。 

2. 與林園居休閒農場產學合作，完成休閒農場導覽說 VR 影片。 

3. 將高爾夫球場與博弈教室完成 VR 影片製作。 

4. 參與銘傳的 VR360 數位資料庫/VR 宣傳網站桃園市世界地球日的活

動，製作了【行與衣】影片。 

 以 VR 為主題進行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 

1. 藉由 107 競爭型計畫支持建構的教學系統，醫工系因此共取得兩件

產學合作案件「奈米複合超疏水導電高分子薄膜應用於微流體晶片

研究」與「探討較高劑量的低能量雷射刺激對腦波的影響」。(產學

合作計畫主持人：莊昀儒副教授、吳季華教授)  

2. 結合建築系與 VR 虛擬實境與技術應用實驗室蕭副主任共同與文化

局眷村故事館合作開發 VR/AR 平台。 

3. 開發 VR 社團初步工作。 

4. 持續推動虛擬實境產學合作項目 (協助安東青創基地與 VR 實驗室

牽線) 。 

5. 以 VR 休閒旅遊為主題進行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補助研究計畫。 

 

中心名稱 (二) 夜市與商圈管理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宗旨： 

觀光旅遊業為政府提升國內生產毛額之一重要產業，而參觀觀光夜市是

外國旅客的首要旅遊目的地，夜市確實是臺灣特有的觀光資源。因此，

探討夜市價值的創造與創新，乃成為觀光夜市持續發展的重要議題。本

中心設立宗旨在以臺灣夜市為討論對象，探討夜市價值創造的行為模

式，並發掘微型企業群聚之相關理論基礎，同時，探究夜市創新活動的

內容與型態，以及形象發展的塑造過程。從臺灣夜市進而擴大到臺灣著

名商圈管理的研究。 

 

目標： 

1. 觀光夜市與商圈價值創造－顧客價值與業者產值 

2. 觀光夜市與商圈遊客消費模式 

3. 觀光夜市與商圈行銷溝通模式 

4. 士林夜市電子導引系統與電子市集的建置 

5. 國際觀光夜市微型創業與創新對夜市形象發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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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員 

主持人：黃旭男 教授  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  

共同主持人： 

林進財 教授 企業管理學系講座教授 

翁振益 教授 觀光事業學系教授兼觀光學院院長 

陳綉里 教授 國際企業學系教授兼主任 

研究成果 

期刊論文： 

1. Chuang, Yi-Fei, Hwang, Shiuh-Nan, Wong, Jehn-Yih, Chen, Chun-Der. 

(2014). The attractiveness of tourist night markets in Taiwan: A 

supply-side 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8(3), 333-344. 

2. Tu, Chiayu, Hwang, Shiuh-Nan, and Wong, Jehn-Yih. (2014). How does 

cooperation affect innovation in micro-enterprises? Management 

Decision, 52(8), 1390-1409.(SSCI) 

 

研討會論文： 

1. Chuang, Yi-Fei, Hwang, Shiuh-Nan, Tsaih, Yih-Ching, Li, 

Pei-Hsuan.(2014). Examining A Grand Model of The Tourist 

Consumption Process: A Night Market Tou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urism (ICOT 2014). June 25-28, 2014. Dalian, China. 

2. Chiang,Chi-Yun, Chiang, Chia-Hung Hsieh, Jehn-Yih Wong, Yu-Hsuan 

Chiang, & Shiuh-Nan Hwang. (2014). The Destination Image of 

Mainland China Tourists toward Taiwan’ s Shihlin Tourist Night 

Market - Examining the Antecedent Effect of Customer Value,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urism (ICOT 2014) under the theme: 

Tradition Meets Modernity: Time for a Rethink of Policies,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中心名稱 (三) 財務金融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研究團隊應用文詞語意探勘方法，解析繁體與簡體巨量財經新聞報導，

開發繁體與簡體之財經文詞解析引擎，進行企業價值與風險評鑑。本年

度計畫主要以兩岸與國際訊息為主軸，透過新聞分類方式篩選具代表性

的新聞，探討兩岸與國際情勢並進行企業價值與風險評鑑。藉由「海量

財經文詞解析與應用聯盟」之產官學界跨領域合作，與專業技術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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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分享交流互動，激發創新思維，提升產業競爭力。目前研究團隊

合作廠商有：大富資訊、聯合新聞網、中時電子報、叡陽資訊、兆益數

位、全曜財經、SMEGOLD、精承、經湛等。 

研究成果 

因社會科技發達，產業之間往往互相牽絆，單一產業已無法創造規模經

濟。本計畫欲結合文詞探勘技術提升財務領域之研究能量、培育財務研

究團隊處理質化文詞資料之能力，並結合量化與質化之資料進行財務相

關議題之分析。質化之文詞內涵要與量化之資料進行整合具有一定之進

入門檻，中文文詞探勘技術雖已穩健發展，但跨領域之結合仍然有限，

因此本計畫首先將整合文詞探勘技術與財經新聞結構化標記資料庫，建

立有效剖析新聞內涵之技術。 

 

 

中心名稱 (四) 企業暨金融法律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為因應各界對企業與金融法律領域知識之殷切需求，而基於專業發展與

學術分工之理念，而成立企業與金融法律研究中心。 

本中心將以研究發展企業與金融法律等相關法學為宗旨，營造優良的學

術環境與品質，提供對企業與金融法研究有興趣之本校師生、校內外學

者專家學者、產業界與政府機構等人士，一個交換意見之學術交流平

臺，進而提升本校學術風氣並帶動企業與金融法學研究之發展。 

中心成員 

顧問團：余雪明講座教授、賴源河講座教授 、王保樹教授 

中心主任：武永生教授 

執行委員：林勳發教授、馮震宇教授、朱慈蘊教授、葉林教授、吳弘教

授、趙萬一教授 

其他成員：袁義昕研究員、劉成墉副研究員、高佳園研究助理、林榮詮

研究助理、何哲旭研究助理 

研究成果 

1. 華東政法大學學術交流活動 (2013/04/24)  

內容：拓展兩岸高校合作與本次交流活動 

成果：本中心研究人員與來訪學者的交流獲致良好的反應 

 

2. 985高校教師交流活動（2013/4/26） 

內容：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商法教授葉林老師來訪，並於本校法

研所演講。 

成果：參與的研究生計十數人。因此活動對大陸商法的發展獲得初步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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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五) 觀光、餐旅暨休憩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宗旨： 

本研究中心成立之宗旨，乃是希望有助於提昇國內觀光餐旅休憩相關產

業之服務品質、強化產業管理能耐與競爭力、並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水

準，希冀藉由提供相關企業專業諮詢、訓練以及應用性研究等服務，最

終促進產業的永續發展與本校之學術精進。 

 

目標： 

1. 協助本校承接辦理政府部門或民間機構委託之觀光產業相關之計畫

與標案 

2. 提供觀光發展策略、規劃、行銷與經營管理之專業諮詢服務 

3. 發表質量均佳之永續觀光發展相關學術論文著作 

4. 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提昇本院師生與國際學術社群和產業之互動 

中心成員 

研究中心主任：黃永全 副教授  觀光系 

學術副主任：古壁慎 助理教授  觀光系 

羅健文 副教授    休憩系 

胡欣慧 教授      餐旅系 

產學副主任：林濰榕 助理教授 觀光系 

方彥博 副教授   休憩系 

陳琪婷 副教授   餐旅系 

研究成果 

師生獲獎成果： 

1. 2018年度全校優良導師 觀光系黃永全副教授 2019/09榮獲本校 2018

年度全校優良導師 

2. 2018年度全校優良導師 觀光系王大明副教授 2019/09榮獲本校 2018

年度系際優良導師 

3. 2018年度全校優良導師 休憩系羅健文副教授 2019/09榮獲本校 2018

年度系際優良導師 

4. 2020 客家桐花祭（鐵馬遊新北）創新遊程競賽 觀光系黃永全副教授

2019/10 指導 2020 客家桐花祭（鐵馬遊新北）創新遊程競賽全國「冠

軍」(新北市客家事務局) 

5. 2019「浪漫臺三線」遊程設計暨導覽競賽 觀光系黃永全副教授

2019/11 指導 2019「浪漫臺三線」遊程設計暨導覽競賽「冠軍」、

「第六名」、「第七名」(桃園市客家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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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六) 國土減災規劃設計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宗旨： 

本研究中心成立之宗旨，藉由整合都市規劃與災害管理的資源與專業人

才，發展國土規劃設計與災害治理的各項因應對策，並提供各級政府以

及私部門等的都市發展與防災之專業服務，期能透過都市規劃與災害管

理的方式，永續經營臺灣寶貴及有限的土地資源，同時降低災害所造成

的風險，營造生態、生活及生產「三生一體」之都會環境，以提供各都

會地區安居樂業與適宜居住的發展基礎。 

 

目標： 

1. 學生日後就業問題，與在學期間”專業學習”接軌，厚植同學們之競

爭力。 

2. 增加學校盈收及充實學系的品牌鑑別度。 

3. 培力教師研發力與在地政府，區域企業公司的公司聯盟創收，健全

臺灣環境救災規劃設計。 

中心成員 

計畫主持人：洪啟東 專任教授、林文苑 專任教授、莊睦雄 專任教授 

中心主任：馬國宸 專任助理教授 

中心副主任：劉純芳 

都市發展組：陳首騎、林詩崡、賴冠瑋 

災害管理組：蘇逸、辜暘芷 

災害資訊組：趙俊彥、李佳瀚、詹子毅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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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七) 福祉設計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宗旨： 

成立宗旨「福祉設計研究中心」整合教師研究能量及資源，共同合作以

發揮整體效益，促進福祉設計研究及產學發展，體現「知識產業化，產

業知識化」之教育理念，進而建立系所特色，以達設計產研永續發展之

目標。 

 

目標： 

1. 福祉設計研究實務化。 

2. 跨領域設計整合化。 

3. 建立標竿系所、強化系所特色。 

4. 藉由執行研究計畫或產學案，提升師生福祉設計研究與實務之能力。 

中心成員 

中心主任：駱信昌 副教授   

中心副主任：林福年  助理教授 

中心成員： 

衛萬里 教授兼系主任 

閻建政 教授 

莊慶昌 副教授 

阮濰超 助理教授 

詹孝中  助理教授 

洪珮芬  助理教授 

研究成果 

學術論文期刊： 

1. 消費者對文化商品造形符碼之認知差異探討-以茶器為例 

-林怡菁*、張文智、衛萬里/工業設計/2020.01 

2. 文化創意商品之設計策略探討-以茶具商品為例 

-賴錦春、莊慶昌、高凱寧/設計學年刊/2020.05 

3. 消費者購買翡翠珠寶產品之決策因素探討 

-陳振甫、張麗金/Design Research Annual, School of Design, Ming 

Chuan University/2020.03 

 

研討會論文： 

1. 春秋戰國時期佩飾玉之紋飾造形設計探究 

-楊麗鳳、閻建政 /2020 圖文傳播數媒科技與藝術學術研討會

/2020.04.24 

2. 文化創意商品之設計策略探討-以茶具商品為例 

-賴錦春、莊慶昌、高凱寧/設計學年刊/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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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八) 醫學資訊整合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宗旨： 

目前的醫療健康照護涉及先進的醫療資訊技術，也牽涉到現有的醫院資

訊系統（HIS）、電子病歷系統（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與個

人健康記錄系統（Personal Health Record, PHR）等多面向的資訊整合。

這方面的推展不但需要有明確的互通架構與資訊傳輸標準，更需要有跨

領域的人員實際參與。 

 

目標： 

1. 與世界接軌；出席國際醫療資訊標準相關會議。 

2. 舉辦醫療資訊整合相關演講會及研討會。 

3. 舉辦醫療資訊整合繼續教育及訓練。 

4. 接受委託，執行醫療資訊整合系統之建置、研究與諮詢。 

中心成員 

承接與推廣產學合作案:  

李安仁 教授 醫管系 

李御賢 教授 生科系 

 

承接與執行產學合作案: 

李文立 教授 醫管系 

湯士滄 助理教授 醫工系 

研究成果 

1. Lin CY, Chao A, Wang TH, Hsueh S, Lee YS, Wu TI, Chao AS, Huang 

HJ, Chou HH, Chang TC, Lai CH. (2014) A dual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lapatinib suppresses over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eptidase 

1 (MMP1) in endometrial cancer. J Mol Med (Berl) May 14. 

 

2. Lin SW, Tsai CN, Lee YS, Chu SF, Chen NH. (2014)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of Asia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patients. Biomed J. 

 

3. Yang SW, Lee YS, Chang LC, Hwang CC, Chen TA. (2014) Use of 

endoscopy with narrow-band imaging system in detecting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n oral chronic non-healing ulcers. Clin Oral Inves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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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九) 機器人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智慧型機器人是一門跨領域的學門，整合機械、電機電子、資訊工程

等各方理論與應用是一門全方位的學科。 

銘傳大學機器人研究中心在部分機器人領域之研究可以說是全國之

最，也是銘傳大學近年最積極發展的項目，同時也積極扮演整合及提

升智慧型機器人領域重任，以學術領航自動化產業的發展。 

有鑑於此，銘傳大學智慧型機器人研究中心整合本系所中多名專任教

授以及各系所學生，聚及各方專家致力於發展智慧型機器人及自動化

領域。 

中心成員 

中心主任：江叔盈 教授 

中心成員：李棟良 專任教授、陳慶逸 專任副教授、蔡建戊 專任副教

授、羅嘉寧 專任助理教授、張嘉文 專任助理教授 

研究成果 

工業機械手臂機器人： 

機械手臂（robotic arm）是具有模仿人類手臂功能並可完成各種作業的

自動控制設備，這種機器人系統有多關節連結並節允許在平面或三度

空間進行運動或使用線性位移移動。 

構造上由機械主體、控制器、伺服機構和感應器所組成，並由程式根

據作業需求設定其一定的指定動作。機器人的運作由數個馬達驅動移

動一隻手臂，張開或關閉一個夾子的動作，並精確的回饋至控制器，

以模擬「腕部以及手部」的動作並達成指令下達者的要求，設定完成

後就能反覆完成要求。 

 

人型機器人： 

本研究使用 DARwIn-OP 

(Dynamic Anthropomorphic Robot 

with Intelligence - Open Platform) 

[2]作為研究硬體平臺，它包含 20

顆馬達，故有 20的自由度，馬達

之起始位置如圖二之紅色箭頭。

DARwIn-OP 的作業系統為

Linux，可透過 C++程式撰寫，進行影像處理與機器人動作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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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十) 兩岸應急管理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宗旨： 

1. 應急管理研究中心的設立切合當前國家社會發展之需求 

2. 應急管理研究中心的設立有助於政府研擬和推動公共安全管理的措

施 

3. 應急管理研究中心的設立可推動兩岸間交流合作 

4. 應急管理研究中心的設立為國內之應急管理之研究提供一堅實的基

礎及強有力之後盾 

5. 本院現有研究人力為應急管理科際整合研究之有利資源 

6. 本院現有研究資源可作為應急管理研究中心之堅實基礎 

目標： 

應急管理研究中心設立目標，在於因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趨勢，研究如

何共同面對未來「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挑戰。其範圍涵蓋主要四大類突

發公共事件，包括： 

1. 自然災害：主要包括水旱災害，氣象災害，地震災害，地質災害，

海洋災害，生物災害和森林草原火災等。 

2. 事故災難：主要包括工礦商貿等企業的各類安全事故，交通運輸事

故，公共設施和設備事故，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事件等。 

3. 公共衛生事件：主要包括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

安全和職業危害，動物疫情，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和生命安

全的事件。 

4. 社會安全事件：主要包括社會治安事件、恐怖襲擊事件，經濟安全

事件和涉外突發事件等。 

中心成員 

主任：張平吾 教授 

副主任：唐雲明副教授、張寬勇副教授、邱晨瑋教授、黃麒然助理教授 

執行長：黃麒然 助理教授 

組長：洪文玲 助理教授 

顧問：黃建森教授、黃富源院長 

行政事務：張秋萍 秘書 

研究成果 

數位鑑識教育訓練：數位裝置提取課程(CCO)與進階資料分析課程

(CCPA) 

其他具審稿制度之論文著作發表(含期刊、學報、專書專章、研討會論

文) 

1. 夏保成、張平吾、黃富源、蔡俊章、黃麒然—公共安全管理新論（專

書一本） 

2. 張平吾、張寬勇、黃麒然、黃富源、林宜隆、蔡秉伸、張慈恩（應

急管理學報六篇） 

3. 田明府、黃麒然（研討會文章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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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十一) 金融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宗旨： 

銜接學院課程，建構完整專屬金融科技之學術研究。促進學術研究與

實務經驗之傳承，提升學生學習動能與實質。有效利用校內外跨領域

之專家與制度，培養學生多工專才之適性能力。 

 

目標： 

1. 大數據，對接內政部的開源資料庫 --- 社會經濟統計_地理資訊網。 

並舉辦統資系的 SEGIS 查詢分析競賽，將持續推動，鼓勵學生的專題

研究，應用該平臺提供的各種 API，針對主題進行深入研究。 

2. 機器學習應用研究，人工智慧(AI)應用跨入投資理財的領域，即所謂

的機器人理財(Robo advisor)。目前的「理財機器人」程序為依據客戶

KYC (Know Your Customer)提出「投資建議」並隨市場波動做部位調

整。在面對突發事務，理財機器人將很難發揮其功能。基於此，如何

藉由「機器學習」發展、設計一個讓電腦可以自動「學習」的演算法，

讓機器透過自動分析資料、建立規則，對未知情況進行預測，是「機

器學習應用研究」成立的目標。 

3. 創新金融科技應用，促成產業與學術共同申請「創新實驗」，建構

學校為數據蒐集與實驗場域，使師生共同參與金融科技商品與技術之

創造。建立實務與學術連結之金融科技生態圈，發揮共享經濟之效果。  

中心成員 

研究中心召集人：李進生 博士 

研究中心執行長：李智仁 博士 

研究中心副執行長：林真真 博士、王光賢 博士、林盟翔 博士 

研究成果 

大數據應用研究： 

1. 簡單階段壓力測試於型 II設限指數分配之貝氏抽樣設計-陳立信 

2. 大數據分析的跨領域資訊學習-林真真 

 

金融與投資應用研究： 

1. 永續發展目標的行動成效-以大學生為例-江靜儀 

2. 影響數學學科成就的中介變數與干擾變數-沈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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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十二) 專業語文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宗旨：「專業語文教學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在使本院的教育研究所、

應用中國文學系、應用日語學系、應用英語學系、華語教學系等專業，

能夠走出一條異於傳統教育、中文、日文、英文、華語等專業教學之路；

開創出符合未來時代與社會需求的語文應用專業。 

 

目標： 

1. 中、英、日、華、教育  分工合作 成果分享。 

2. 商務、觀光起頭，帶入科技、文教 如何教與如何學。 

3. IN BOUND 觀光人文景點介紹導覽、為臺灣宗教文化、風土人情、

美食作介紹。 

4. OUT BOUND 稱職的跨文化溝通人員，日本、紐澳、東南亞為標的。 

5. 目標第一流的專業語文研究中心。 

6. 國際臺灣學，向世界發聲。 

7. 全世界就業，世界走透透。 

中心成員 

處長：林品章 教授 

國教處處長：劉廣華 處長 

中心成員：游秀雲 教授、林長河 教授、王兆璋 教授 

 

 

中心名稱 (十三) 職能轉化增值培育研究中心 

宗旨目標 

宗旨： 

1. 本研究中心以「職場轉化」及「人才增值」作為教學/研究主題。 

2. 兼採量化和質性研究，透過文獻分析、紮根理論、行動研究、準實

驗方法、問卷調查、縱貫與橫斷面等方法，確認本中心強化學生「職

能轉化增值」的特色作為、探討發揮其對教育的功能和價值。 

3. 期待由分組讀書會、輔以專題講座，以多層構面的綜合研究中，發

揮實質應用價值，推動本研究中心的國際期刊論文產值。 

目標： 

1. 提升學生基本素養應該是連續的任務，也需要能辨識學生的優勢潛

能，並對課程、教材和教學重新規劃，且讓學生處在多元文化、多

元環境、多元學習、多元能力的環境下，習得自主學習能力與素養。 

2. 本研究中心擬緊扣K-12及大學端推廣和進行素養導向的教育成效及

研究輸出。 

中心成員 
中心主任：唐蕙文 教授 

中心成員：劉玉玲 教授、洪敏玲 副教授兼實習就業輔導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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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學合作服務窗口  

 

★如欲進一步了解或與本校合作，歡迎洽詢以下人員：  

銘傳大學產學暨推廣處 

電話：+886- 2- 2882-4564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130號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電子信箱 

林育慶 處長 8004 myl@mail.mcu.edu.tw 

楊宗蘅 執行副處長 8003 yyang@mail.mcu.edu.tw 

鄭昭鈴 組長 8219 lynn@mail.mcu.edu.tw 

鄭惠真 組員 8218 hccheng@mail.mcu.edu.tw 

楊金樺 組員 8206 shfyang@mail.mcu.edu.tw 

 

★海外僑臺商單一服務窗口：鄭昭鈴組長 

★銘傳大學僑臺商服務專區 LINE諮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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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相關報導： 

 

僑務電子報 

 

 

催生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 全臺頂尖大學共研商 

 

 
童振源建議產學合作單位更精確地針對僑臺商需求提供資訊，並且提供跨境便利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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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與各校代表討論如何發揮臺灣產學研發優勢，幫助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 

 

 

各大學產學合作單位代表說明各校推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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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11 日邀請國內 20 所大學產學研發單位及國際產學合作聯盟(GLORIA)出席「全球僑臺商

產學合作服務方案」研商會議。 

 

2020-09-11 

僑務委員會  11 日邀請國內  20 所大學產學研發單位及國際產學合作聯盟

(GLORIA)出席「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研商會議，討論如何發揮臺灣

產學研發優勢，幫助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同時協助國內產學研發單位開拓國際

市場，創造雙贏。 

 

僑委會正密切籌備「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委員長童振源表示，「產

學合作是矽谷成功的關鍵力量」，如果臺灣能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對臺灣經濟與

臺商發展都能有很大的助益。 

 

僑委會近期推出多項整合平臺及方案，鏈結臺灣技術資源與全球僑界，其中在農

業部分，童振源表示，僑委會 8 月 6 日與農科院、農業金庫共同推出「全球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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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 115農業服務方案」，提供農業技術諮詢、人才培育與產業鏈結，5 天之內

就有 300 多位僑臺商接洽聯繫。 

 

童振源指出，海外約有 4 萬多家臺商，力量及資源龐大，但大部分臺商缺乏研

發能量。相對的，許多產學研發單位希望與海外僑臺商做鏈結，但在推動上常常

不順利。他表示，僑委會希望推動國際產學合作，扮演整合角色，連結資訊、人

脈及資源，他建議產學合作單位更精確地針對僑臺商需求提供資訊，並且提供跨

境便利諮詢，「僑委會將協助宣傳及安排交流、媒合、參訪，未來有了成果後，

或許還能導入評比及獎勵制度」。 

 

今日共有 20 位大學產學合作單位代表出席「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研

商會議，說明各校技術移轉概況、創新研發成果與產學合作方式、概況及資源等

面向。 

 

僑商處處長張淑燕也說明「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方案」的推動策略，期盼各

產學合作單位共同參與，創造雙贏；於各校官網建置僑臺商服務專區；提供電子

版《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及適時安排僑臺商參訪、交流。 

 

報導連結: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article_story.jsp?id=263246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article_story.jsp?id=26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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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推動亞洲臺商產學合作 鏈結臺灣技術研發能量 

 

 

童振源(右 5)、劉樹添(左 5)、古源光(左 4)、陳又嘉(右 3)、伏和中(左 3)與亞洲臺商出席座談簡報。 

 

 

僑委會與亞洲臺商總會舉辦產學合作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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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致詞促臺商運用臺灣研發能量。 

 

 

劉樹添致詞鼓勵臺商多與學研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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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源光致詞分享農業產學合作經驗。 

 

2020-08-26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 25 日邀請屏東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及高雄科技大學三

校代表，共同與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進行產學合作交流座談，盼善加運用臺灣

研發能量，協助海外臺商解決問題。 

 

童振源表示，人才與研發是產業發展的關鍵要素，例如矽谷成功是因為有史丹佛

大學提供產學合作資源，而臺灣熱帶農業科技領先其他國家，其核心因素是屏東

地區各大學的技術，以及提供創業成功之後所需更多的人才與研發能量。 

 

童振源說明，僑委會藉本次亞洲臺商總會回國參訪的機會，安排僑臺商認識臺灣

先進農業科技，並與臺灣學研機構鏈結，期盼僑臺商將技術輸出海外，未來將建

立「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聯盟」，責成單一窗口，為僑臺商解決問題。 

 

亞洲臺商總會長劉樹添表示，泰國臺商總會近 2 年分別與屏東科技大學及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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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 119學簽署合作意向書，感謝學界協助臺商進行模具開發，他將訊息分享

給全球臺商，產學合作可補足海外臺商欠缺的技術，鼓勵臺商把握學習機會。 

 

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說明，屏東是農業重鎮，他自從 1997 年開始到泰國等地進

行交流，與泰國教育體系及臺商建立密切合作關係，用臺灣農業技術拓展東南亞

市場，盼未來透過僑委會增進與海外臺商互動。 

 

來自亞洲 14 個國家及地區臺商、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研發長許華書、屏東科

技大學研發長陳又嘉、產學中心主任郭素蕙、高雄科技大學產學長伏和中、產學

運籌中心主任吳翌禎等學界代表出席。 

 

報導連結: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article_story.jsp?id=2 

62178&&c=879FB30F9D873C13443B39DB9F9840CA834E0A22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article_story.jsp?id=2%2062178&&c=879FB30F9D873C13443B39DB9F9840CA834E0A22
https://www.ocacnews.net/overseascommunity/article/article_story.jsp?id=2%2062178&&c=879FB30F9D873C13443B39DB9F9840CA834E0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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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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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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網址：https://IA.Taiwan-World.Net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