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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為我國經濟部支持設置之產業生

物資源庫，目前亦為亞洲最完整的生物資源中心、更是全球第一個通

過國際認證之多功能生物資源中心，為全球少數兼具食品與生物資源

研發能量之研究機構。 

    僑務委員會與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為協助推動全球僑

臺商食品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由食品所於其官網建置「僑臺商專

區」，包含：服務介紹、技術資訊及常見問題 Q&A 等項目；並提供

《全球僑臺商食品產業技術服務手冊》，內容有：食品所簡介、可移

轉技術及技術移轉境外實施規範、產業服務介紹與技術諮詢服務窗口

等相關資訊；另建立 LINE諮詢窗口（LINE ID：@tw.FoodTech），提

供對食品產業有興趣的僑臺商一個可與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直接聯

繫的洽詢管道。 

    茲彙編《全球僑臺商食品產業技術服務手冊》置於僑委會「僑臺

商專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及「數位服務專區」

(https://Tech.Taiwan-World.Net)，歡迎海外僑臺商朋友下載運用並踴

躍分享。期盼各位能運用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提供的相關資源，提升

全球競爭力及發展事業版圖，同時發揮僑臺企業之影響力，將臺灣食

品創新技術及產業能量推廣至國際舞臺。 

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 童振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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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長的話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的爆發及快速在全球漫延，對食品產業

上下游供應鏈與物流配送等充滿不確定性的競局、商機與挑戰。臺灣

防疫有成，食品產業影響相對有限。掌握全球食品原料供應、加工製

程、產品流通及消費需求等環境變化，強化應對敏捷及靭性，是食品

產業的重點工作。 

    本所運用數位科技以因應疫情，彈性調整研發、訓練、檢驗、驗

證、服務等業務，持續耕耘重點領域關鍵技術，引領產業創新轉型。

透過建構食品質地設計平台、特色菌種應用平台、殺菌設備製程數據

匯集與品質預測、智慧烹調設備與品質預測技術等四大平台，開發兼

顧少添加與精緻的軟硬體技術及產品，整合產業鏈上下游能量，成功

導入植物肉、速食米飯及烘焙/麵食等相關產業，促成食品產業創新。 

    在生物資源保存與研究方面，本所與多所醫學單位共同研究人體

微生物相關議題，結合本所菌種鑑定、培養體學及腸道菌生物資訊研

究能量，共同發展精準微菌治療；同時以光合菌培養、保存及發酵應

用等關鍵技術能量，協助雲嘉南高屏及離島地區農友，開發肥效與安

定性產品、飼料添加物，有效提升農禽畜水產業效益，兼顧永續發展。

此外，因應臺灣超高齡社會來臨，推動國内首創「銀髮友善食品

Eatender標誌」，持續針對特定長者飲食需求，啟動「質地友善性標

示」，串連農產食品廠商、零售通路業者、醫療機構、营養學會等單

位，全力推動臺灣銀髮餐食產業發展。 

    在檢驗服務方面，本所已啟動線上委託服務申辦平台，提供多元

的委託服務管道，快速回應市場需求。驗證服務方面，本所為國際認

可的專業與公正驗證機構，可提供食品產業符合 ISO規範、食品安全



4 
 

管理系統(FSSC22000)及國際食品安全品質驗證(SQF)等驗證服務，專

業能力倍受業界肯定。 

    本所持續強化食品安全與品保輔導能量與服務，建置國內首套可

供產業共享應用的數位化食品防護計畫產出工具，涵蓋風險預防思維

與行動，協助廠商建立完備之食品防護計畫，移除外銷障礙，強化臺 

灣食品產業競爭力。 

    本所為強化產學研鏈結培訓機制，積極參與政府推動跨域數位人

才躍升計畫，獲頒「優質研習單位」，為持續強化線上視訊課程品質，

完備數位學習平台，未來將開發多元數位課程，包括人才培訓、人才

媒合、創新研發等精進方案。 

    為拓展服務僑臺商，已於本所官網設立僑臺商服務專區，全球僑

臺商可透過此平台治商合作投資；本所將繼續朝智慧科技、數位轉型

方向前進，希冀各界繼續給予本所鼓勵與支持，共同為臺灣食品產業

貢獻心力。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所長 廖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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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介紹 

    海外僑臺商在全球的發展，無論是立足創業、擴充規模、甚至升

級轉型，均面臨激烈的挑戰。本會為輔導海外僑臺商產業升級，提升

企業國際競爭力，邀集農科院、國研院、工研院、資策會、食品所、

紡織所、藥技中心、金屬中心、塑膠中心、設研院及台經院等 11 家

研發機構，研商「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期盼結合

臺灣研發技術能量，協輔僑臺商事業發展，同時協助國內產業及研發

單位開拓國際市場，共創雙贏局面。 

    為推動「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計畫，爰提供產

業服務手冊，內容有：研發機構介紹、服務項目介紹、重要成果展示、

產業結合項目（鏈結臺灣產業，推銷臺灣產品、資材等）、服務窗口

及 LINE 諮詢專線等；並於其官網建置「僑臺商服務專區」，包含：

服務簡介、技術資訊及常見問題 Q&A等項目，以供有需求之僑臺商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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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介紹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簡稱食品所，網址：https://www. 

firdi.org.tw/)成立於 1965年，目前設有產品及製程研發中心、生物資

源保存及研究中心、南臺灣服務中心三大核心技術研發中心及檢驗技

術研發及服務中心、驗證服務中心、技術服務及推廣中心、食品產業

學院等，擁有 400餘名專家，每年從事技術研發計畫，擁有豐富的專

業技術研發與輔導經驗，為臺灣食品領域最完整、最具規模之研發與

專業訓練機構。     

    食品所成立「全球僑臺商食品產業技術服務專區」，進一步強化

全球僑臺商與臺灣食品科技研發技術與服務合作，提供全球僑臺商鏈

結臺灣食品技術應用及可移轉技術等資源，共同為臺灣食品產業提升

國際競爭力與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 



 

7 
 

（一）服務項目與資源 

  1、可移轉技術* 

  （1）食品加工及製程技術 

    A.農產、畜產及水產品原料處理及產品開發 

    B.油脂及保健植物 

    C.調理食品 

    D.非熱加工製程 

    E.綠色製程 

    F.食品安全（危害分析） 

  （2）保健食品相關技術 

    A.安全及功效評估 

    B.特殊營養飲品研發 

    C.保健機能飲品製程技術研發 

  （3）食品機械及包裝技術 

    A.食品機械衛生設計 

    B.流體食品充填系統技術整合 

    C.無菌加工系統研發 

    D.食品微波加熱應用及系統開發 

    E.功能性包裝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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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品管、品保技術 

    A.保存期限預測、延長技術 

    B.生物晶片快速篩選技術 

    C.感官品質技術 

  （5）生物資源之開發及應用技術 

    A.生物資源之收集、保存及鑑定 

    B.商用菌種鑑別技術 

    C.微生物發酵平臺 

    D.蛋白質指紋資料庫 

    E.產品設計平臺 

    F.生物智慧財產權及法規 

*食品所技術移轉境外實施規範： 

A.依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辦理（參考網  

  址：https://www.moea.gov.tw/MNS/doit/technologylaws/Technology 

  Laws.aspx?menu_id=13396&laws_id=8）。 

B.境外實施原則： 

a.應符合公平、公開原則。 

b.執行單位對於研發成果之運用，除本辦法另有規定或經本部核准  

  者外，應以公開及有償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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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執行單位以非專屬授權方式運用研發成果，且授權對象或區域屬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屬本部產業主管機關公告有影響我國 

  產業競爭優勢之虞者，應報經本部核准。 

d.執行單位在我國管轄區域外運用研發成果，應符合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貿易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2、產業服務 

（1）檢驗技術服務 

    提供各類檢驗服務：一般及特殊化學成分分析、一般食品微生物

及病原微生物分析、營養保健(營養成分分析、機能性成分檢測)、衛

生安全(微生物檢驗及控制、動植物成分分析檢測、食品中過敏原成

分檢測、危害成分分析)、品質規格(本質攙假鑑別、產品規格證明)、

食品營養標示之技術協助。 

（2）生物資源服務 

    提供各類微生物/細胞株及基因庫之分讓提供及寄存、生物材料

之異地/安全保存服務、專利生物材料寄存及分讓、各類生物材料引

進及國外寄存之代辦服務、各類菌種及細胞株鑑定、菌種分離篩選純

化檢測、稻米品種鑑定、酵素活性檢測、細胞株污染檢測、基因改造

食品檢測、生理功能分析及抗菌活性/抗癌活性/荷爾蒙調節活性篩

選、微生物及細胞基因突變分析安全性測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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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食品及生物領域相關專業人才培訓 

    提供食品及生物領域相關課程訓練、能力鑑定證照相關專業訓

練、客製化委託代訓、政府人才培訓等。 

（4）食品產業廠房、設備、設施及相關資材之諮詢與媒合 

    提供產業技術諮詢與加工問題診斷、協助廠房設施規劃、整廠/

整線技術指導服務、食品加工追溯系統輔導、製程合理化及微生物品

質監測輔導及國際認證(ISO 22000、HACCP)輔導等。 

（5）食品品保驗證服務 

    提供食品 TQF、CAS、ISO22000、HACCP、SQF 及 FSSC 等國

際驗證服務。 

（6）委託試製服務 

    提供微生物培養增殖發酵食品試製平臺、罐頭食品產品開發試

製、產程放大及下游製程測試等。 

（7）罐頭食品殺菌技術服務 

    提供罐頭食品熱分佈及熱穿透殺菌測定、低酸性無菌加工包裝產

品功能測試及殺菌值評估技術、殺菌釜儀錶校正服務。 

（8）食品資訊及出版物 

    提供國內外食品產業發展與市場趨勢分析與預測客製化專業服

務，出版包括食品產業年鑑、食品消費調查報告、食品產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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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等專題研究以及相關議題分析等專書與評論。 

（9）提供開放實驗室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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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窗口及 LINE諮詢專線 

1、LINE諮詢：請加 LINE ID：@tw.FoodTech，或掃描下方 QR Code 

2、Email 諮詢：tsec@firdi.org.tw 

3、電話諮詢：+886-3-522-3191分機 733、734、735、270 

 

mailto:tsec@fird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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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產業服務推動策略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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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僑臺商食品產業技術服務專區 

    食品所已建置「全球僑臺商食品產業技術服務平臺」專區網頁，

網址為 https://www.firdi.org.tw/OTBiz/tw_foodtech.html，請多加參考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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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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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輔導海外僑臺商產業升級，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僑務委

員會於 110 年 4 月 16 日舉辦「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

方案」交流會，邀集農科院、國研院、工研院、資策會、食品所、

紡織所、藥技中心、金屬中心、塑膠中心、中華電信與設研院等

11家研發機構，以及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企管協會、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等僑臺商會代表，共同研商並

促進僑臺商與臺灣研發機構對接合作機會。 

童振源首先指出，今天交流座談匯聚全臺灣各部會最重要的

研發能量，是名符其實的國家隊。臺灣去年經濟成長率高達

3.11%，居世界之冠，今年更預估會達到 4.64%；根據昨天行政院

院會國發會的報告顯示，不論是出口、景氣燈號皆突破近年紀錄，

甚至創下歷史新高，而其中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就是研發能量。 

「沒有研發就沒有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競爭力！」童振源

強調，臺灣在經濟成長率中，研發佔 GDP 比重為 3.5%，是全世

界第三大投資研發國家，與德國、美國、瑞士，並列全球 4大創

新國。 

因此，為了發揮臺灣的技術研發優勢，僑委會與臺灣各大研

發機構共同推動「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期盼

能結合臺灣研發能量，幫助海外 4萬多家僑臺商事業發展；同時

也運用海外僑臺商網絡、生產基礎及人脈，協助國內產業及研發

單位開拓國際市場，共同開創互惠雙贏的局面。 



 

24 
 

童振源表示，為了串聯臺灣研發機構與全球僑臺商鏈結合

作，僑委會將扮演槓桿支點角色，提供系統性資訊彙整，建立單

一數位聯絡窗口，由各研發單位彙編服務手冊，包括介紹各研發

機構、服務項目和重要成果展示，並結合臺灣產業鏈，讓臺灣企

業與臺商有更多元的交流合作。 

此外，透過線上直播方式，讓全球臺商感受臺灣研發能量，

進行雙向對話；並安排與研發單位參訪與媒合，具體擴大研發成

果，將其國際化、產業化；更結合海外 3,274 位僑務榮譽職人員

及 2,676個僑團組織等僑胞能量與網絡，協助研發單位走向國際。 

交流會中，11家研發機構分別介紹各單位服務內容，同時在

活動現場設置展示攤位，讓僑臺商更了解各研發單位的優勢與能

量。透過今日僑臺商與研發機構的交流互動，促進對接合作商機，

期盼未來持續發揮臺灣優勢，協助全球僑胞茁壯發展，也運用全

球僑胞能量壯大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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