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新農業 興大國際產學聯盟揭牌 

秘書室

聚焦新農業，產學結盟推向國際！中興大學 14日舉辦新農業國際產學聯盟

成立揭牌暨簽約儀式，校本部以及北美、東南亞三處辦公室正式揭牌營運。同

時，多家知名企業加特福生技、台茂生技、鈺統食品、大江生醫簽約加入聯

盟，共同推廣臺灣農業生技、智慧機械及生醫材料等成果，發揮聯盟群聚效

應。 

興大國際產學聯盟將聚焦「新農業」，以「前膽農業生技」與「循環經濟

新農業」為重點，扮演學界與產業界及創投的合作橋梁，進一步將技術產業化

與市場化，未來將以聯盟力量共同提昇臺灣的科技研發，將科技成果與廠商的

合作推向國際。 

此聯盟推動方向包含新創事業、產學合作、技術轉移、聯盟會員拓展與國

際人才培育等五大領域。未來將結合興大農資學院、獸醫學院及生命科學院多

年累積的豐碩研究成果，尤其是生物農藥與生物肥料、健康種苗與病毒防治、

健康食品與天然藥物等，透過會員制平台解決業界問題，培育人才，並打造國

際合作新管道。 

興大校長薛富盛表示，興大以農立校，農業生物科技的研發成果亮眼，去

年 10月通過科技部「國際產學聯盟」補助，獲得 3200萬，經費名列全國前五

大。此聯盟之成立感謝科技部、農委會的支持，更代表臺灣從製造到產業創新

的新里程碑，未來興大將結合中部產業與週邊學研能量，將臺灣農業推展到國

際，立足中臺灣，放眼全世界。 

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指出，學界的農業技術不只是解決國內問題，更要邁

向全世界，希望興大能透過此聯盟整合國內各大學前進新南向國家的具體行

動，農委會新南向辦公室也很樂意與興大合作，跨足新南向國家，那裡充滿無

限商機。而政府會先將投資保障協定等保障談妥，讓產學界成果能到各國具體

實現。 

興大現與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國皆有合作關係，配合

政府新南向政策，未來聯盟將進一步開發農產品外銷市場、強化與南向國家之

農業技術合作與交流，成為我國與新南向各國之農業技術合作平臺，推動和東

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的多邊或雙邊合作事項。 

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成立暨海外辦事處揭牌儀式，由農委會副主委陳吉

仲、中科管理局副局長許茂新、科技部產學司科長許華偉、校長薛富盛、北美

辦事處主任佳和農化董事長徐新宏、東南亞辦事處主任興大植病系教授葉錫東

等人共同揭牌。 

該聯盟入會包含國際會員、國內金級會員、國內一般會員三類。此次入會

之國際會員為加特福生技，由董事長程伶輝出席簽約，國內會員為台茂奈米生

【附件5-10】搭建合作平台鏈結國際市場



化、鈺統食品與大江生醫，由台茂奈米生化董事長林冬霧、鈺統食品總經理謝

孟甫、大江生醫襄理蘇湘綾等人出席簽約。 

國際產學聯盟成立之初即有亮眼成果，首宗產學合作與技轉案於同日簽

約，產學案由興大副校長黃振文與光宇材料協理葉鑑毅代表簽約，技轉案則由

興大理學院副院長賴秉杉與寶信生醫董事長賴緒明簽約。光宇材料將與興大合

作開發生物製劑，進行作物病蟲害防治、蔬菜抗病誘道與健康蔬菜種苗培育。

興大則技轉寶信生醫水溶性薑黃素劑型配方，以提升薑黃的功能。 

興大校長薛富盛（右 3）、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右 2）、中科管理局副局長許

茂新（左 3）、科技部產學司科長許華偉（左 2）等人一同啟動興大國際產學聯

盟 

資料來源 https://secret.nchu.edu.tw/2018/03/14/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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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劉朱松／台中報導

台灣國際產學中⼼與歐洲在台商務協會簽署
MOU

（科技部產學司⻑許增如(左1)⾒證下，中興⼤學校⻑薛富盛(左2)5⽇代表台灣國際產

學中⼼(TGC)，與歐洲在台商務協會(ECCT)副理事⻑尹容（右2），共同簽署產學合

作備忘錄(MOU)，並合影留念。圖／劉朱松）

台灣九所⼤學⾸度以團體戰⽅式，搶進歐洲合作機會。中興⼤學5⽇攜⼿台灣中、北

部的八所⼤學，正式成立台灣國際產學中⼼（TGC），並與歐洲在台商務協會

（ECCT）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MOU），將以「智慧農業」、「智慧⼯業」和「智

慧醫療」三⼤主題，進⾏與歐商雙邊商務、學⽣實習及就業媒合等交流合作，寫下台

灣跨校國際產學合作的新⾴。

即時新聞 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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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學校⻑薛富盛表⽰，今年度科技部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的宗旨，是由多所⼤學

成立區域聯盟，聚焦前瞻領域，搭建⼀個跨校、跨領域的產學研合作平台，為產業提

供⼈才與科研服務。興⼤非常榮幸能與台灣八所優秀的⼤學校院，攜⼿成立TGC，⼀

起將⼤學裡⾯的科研成果，推向市場，也為產業界提供源源不絕的技術與⼈才。

⽬前各⼤學除推廣產學合作外，也非常注重⼤學社會責任（USR）。同樣地，許多歐

洲企業除擁有先進的技術與良好的公司治理外，近年來提倡企業社會責任（CSR）不

遺餘⼒；⽽歐洲商會轄下「低碳倡議⾏動」（LCI），在台灣⼤⼒推動永續⽅案，包

括綠⾊能源、綠⾊⾦融、綠⾊交通、智慧城市、智慧製造及循環經濟的政策與技術發

展，成果令⼈敬佩。

專程前來的ECCT副理事⻑尹容指出，非常樂⾒中興⼤學成為ECCT，及ECCT旗下LCI

的第三個⼤學會員。從在台外商的⾓度來看，台灣的⼤學有許多優質的創新與研發成

果，但往往距離商業化，還有⼀段距離，該商會期待能與TGC旗下各⼤學合作，共同

促成學術研發成果的商業應⽤。

會中，TGC與ECCT的會員，舉辦產學媒合會，依據九所盟校的研發特⾊，分為「智

慧農業」、「智慧⼯業」和「智慧醫療」三⼤主題。不同於過去媒合會，這次跨校豐

沛的資源，「鏈結」歐洲企業，由點到⾯層層規劃，將⼤學的科研成果，推向世界舞

台，開啟更廣闊多元的合作模式。

興⼤為執⾏科技部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搭建產學研合作平台與國際市場鏈結，興⼤

攜⼿台灣中北部八所⼤學成立TGC，5⽇舉辦啟動儀式，並與ECCT簽署產學MOU，加

強進⾏產學交流。

另八所⼤學與會者，還包括東海⼤學校⻑王茂駿、彰化師範⼤學副校⻑曾育⺠、弘光

科⼤副校⻑張聰⺠、嘉義⼤學副校⻑朱紀實、勤益科⼤副校⻑李鴻濤、台北科⼤執⾏

⻑趙國光、台北醫學⼤學執⾏⻑蔡佳君，及雲林科⼤產學⻑郭昭吟等⼈，科技部產學

司⻑許增如，亦到場致詞勉勵。





僑臺商產業技術合作商機(中興大學場) 

僑見臺灣商機 36計線上論壇

新聞來源: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面對全球疫情衝擊，僑臺商事業面臨嚴峻挑戰，僑務委員會為助益發揮臺灣產業

技術研發優勢，推出「僑見臺灣商機 36計-僑臺商產業技術商機系列」邀集國內

產業研發機構及大學產學合作單位推介產業技術合作方案，期協輔僑臺商企業因

應環境變革轉型發展，並期協助國內產學研發單位開拓國際市場。 

在 7、8 月各場線上論壇主題精彩商機豐富，7 月 7 日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介

紹「奈米材料與智慧交通商機」、7月 21日臺北醫學大學主講「高端創新醫材商

機」、8月 4日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主講「前瞻創新技術升級」、8月 18日

由國立中興大學介紹「農業科技 新商機」，各場並邀請到臺灣優質廠商企業，

提供產業技術合作案例與商機，歡迎僑臺商與各界關注！ 

本場次論壇邀請中興大學、佳和農化以及大自然生計素材，分享農業生物商機。

中興大學在農業領域擁有豐沛研發能量，佳和農化致力於環境友善之產品開發，

大自然生計素材為保健食品原料供應商，三方將於論壇分享合作經驗。 

僑務委員會「僑見臺灣商機 36計線上論壇」自 110年 4月 7日起至 12月辦理，

從海外僑臺商的角度，分別規劃「僑臺商與國內企業合作商機」及「僑臺商與產

業技術商機」兩系列共計 36場，配合全球時區，於臺灣時間每週三上午 11時及

隔週三下午 4 時在僑委會 YouＴube 頻道播出，歡迎關心產業科技新商機及對臺

灣優質企業有興趣的僑臺商與各界人士，準時觀看線上論壇並提出問題互動交流。 



 

資料來源

http://www.nchugloria.com/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

nfo&id=294&index=3 



僑台商產學合作 世華工商婦協齊響應 
稿源：2021-08-24/世界新聞網/李榮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北加州分會與台灣國際產學中心響應「全球僑台商產學合

作方案」，22日晩間舉辦「僑台商產學合作計畫–談智慧農業發展」線上講座，

邀請國立中興大學、東海大學和嘉義大學三校學者及業界專家參與，希望深化台

美雙邊產學交流，促進農業技術升級與對接。 

 

僑務委員長童振源致詞指出，台灣是熱帶農業科技先進國家，擁有技術、智能、

資材以及豐沛農業科技研發能量，不但具備農漁畜相關技術，更在農產品加工、

智慧科技、觀光農業、大健康產業等領域，能協助僑台商產業升級。他表示，為

整合台灣各大學產學合作亮點及資源，僑委會於今年 2月推出「全球僑台商產學

合作方案」，彙編各校專屬「產學合作服務手冊」，並且建立國內大學國際產學

單位與海外僑台商合作網絡，同時提供單一數位聯絡窗口與服務平台串聯海外商

會與國內大學合作交流。 

 

當日包括駐舊金山辦事處副處長李盈興、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副總會長陳

玲華、北加州分會會長胡威妮、世界台商總會名譽總會長林貴香、北美洲台商總

會名譽總會長吳怡明、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東海大學主任謝長奇、嘉義大學主

任黃文祿、國際產學聯盟執行長徐新宏及近 70 餘位世華會員與產學人士都上線

參加。 

 

胡威妮表示，僑台商與台灣產官學合作可以台灣學界的研究發明推廣至世界，也

協助提高產業的經濟效益與國際競爭力。相信在合作下，未來能夠注入更多資源

與能量。 

 

台灣國際產學中心由中興大學、東海大學、嘉義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台北醫學

大學、勤益科技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及弘光科技大學等台灣 9所

大學組成。希望藉由此次線上講座，邀集學界與業界專家分享台灣目前農業科技

研發與應用，以及各校智慧農業的亮點技術，並期待透過產學合作及技術轉移提

升企業技術能量。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68/5695564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北加州分會與台灣國際產學中心，舉辦「僑台商產學合

作計畫–談智慧農業發展線上講座」。(記者李榮/翻攝) 

 

資料來源 https://www2.nchu.edu.tw/news-detail/id/51629 



僑委會首辦產業科技主題參訪 鏈結僑臺商與臺灣產學研 

2022/07/18 僑委會 

僑委會 7 月 12 日至 14 日舉辦「2022 年僑臺商產業科技主題參訪第一梯次」，

計有來自 16個國家 32位僑臺商參加，行程安排參訪中部地區包括工研院智慧製

造技術驗證場域、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弘光科技大學、國立中興大

學及 3家績優科技企業等，有助鏈結僑臺商與臺灣產學研對接合作，增進對臺灣

產業發展及投資環境之瞭解，共創商機。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表示，為發揮臺灣優勢、協助海外僑臺商產業轉型升級，

僑委會與國內 12家研發機構及 36所大學校院合作推出「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

技術服務方案」及「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每個單位皆提供專屬服務手冊、

建立數位諮詢專線及線上商機論壇，介紹技術研發亮點及合作案例。本次首度舉

辦僑臺商產業科技主題參訪，透過實地考察深入瞭解臺灣先進技術研發能量，促

進僑臺商與臺灣優勢對接與商機交流媒合，同時僑臺商也可擔任臺灣產業開拓國

際市場的「引路人」與「合作夥伴」，互惠雙贏。 

 

參與本次參訪活動的僑臺商對於多項產業技術表達高度興趣及合作意願，特別就

工研院智慧製造 4.0如何協助中小企業提高生產效能、塑膠中心研發各項塑料回

收環保產品、弘光科技大學醫療照護與人才培育，以及中興大學的食品加工技術

等產學合作亮點深入問答交流，互動熱絡。 

 

本次參訪團員包括中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李訓銘、名譽監事長何

清琦、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秘書長林登峰、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溫哥華

分會執行理事吳秀美、德西臺商會名譽會長彭冠鈞、瑞典臺灣商會青商會副會長

簡銘萱、紐西蘭臺灣僑民協會秘書長葉秀宗等各大洲僑臺商。 

 

資料來源 https://secret.nchu.edu.tw/2022/07/18/19681/ 



世華北加州分會響應僑委會產學合作  

與中興大學合辦冷鏈技術論壇共促商機 
 
稿源：2022-7-28/僑務電子報/黃本初提供 

 
由僑委會指導，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加州分會及國立中興大學主辦，中

興大學產學聯盟、中興大學產學硏鏈結中心、臺灣國際產學中心、臺灣產業科技

推動協會(TITA))承辦，以及多所臺灣大學協辦之 「冷鏈保鮮技術開發論壇」於

美西晚間在線上舉行，該論壇響應「僑委會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有近百

位臺美學者、專家、臺商、運輸業代表共同參與，分享臺灣在冷鏈保鮮技術開發

的成效與應用，以期促進臺美經貿交流商機，及臺美間冷鍊保鮮技術升級與對接。 

 

世華北加州分會會長胡威妮，首先致詞感謝大家的參與，並對 3位主講教授專家

表示感謝。僑務委員會徐佳青副委員長及國立中興大學薛富盛校長，重視此論壇

講座也分別錄影致詞。 

 

徐佳青表示，隨著新農業發展，臺灣先進冷鏈保鮮技術對穩定農產品供需、品質

提升、運銷量能擴大等均大有助益，感謝世華北加州分會及中興大學響應僑委會

推出「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共同與僑委會鏈結臺灣與海外僑臺商，讓臺

灣優勢能支持海外僑臺商發展。 

 

參與此次論壇的貴賓來自六大洲，駐舊金山辦事處副處長朱永昌、金山灣區文教

中心主任莊雅淑、僑務委員魏德珍、國立中興大學宋振銘研發長，以及世華名譽

總會長黎淑瑛、候任總會長莊住維、副總會長陳玲華、美南分會會長何真、南加

州分會會長斐映棋、北德州分會會長李震台等均參與論壇。 

 

三位論壇主講人分別為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林慧玲教授，主講臺灣重要外銷果品

長程貯運冷鏈保鮮技術開發，並介紹臺灣重要外銷潛力水果保鮮關鍵技術及貯運

流程之建立。泰安食品副主任王育鳳則說明該工廠冷鏈運作及產品簡介，談食品

業者垂直整合與如何運用冷鏈設備於生產及運輸之運作流程。辰光能源科技公司

總經理謝金展分析「可視化的追蹤流程 -餐飲趨勢」，就急速冷卻領域、食品生

產流程微生物控制、雲端智慧中央廚房應用及實務、中央廚房物聯網系統 、影

音式食品履歷系統整合等項目，提出詳細數據的分析與說明。 

 

兩小時的論壇，讓與會臺商對臺灣重要外銷果品長程貯運冷鏈保鮮技術開發、食

品工廠冷鏈運作，可視化的追蹤流程餐飲趨勢，低溫物流 B2C/C2C宅配、低溫空



運倉儲、低溫醫藥物流領域重要性有更深入一步的了解與認識，也期盼海外臺商

連結臺灣冷鏈技術，將臺灣優質的產品產銷到世界各地。 

 

資料來源 https://canr.nchu.edu.tw/web/internation/detail.php?id=637 

 



「食品加工技術與食安結合的合作商機」線上論壇 

由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加州分會、僑務委員會以及國立中興大學共同主

辦的「食品加工技術與食安結合的合作商機」在線上舉行，會中主要介紹食品加

工科技的進化和進步，並且提升大家對健康食物的選擇及食品安全的認識，希望

促進提供更多商機，並且推廣台灣有外銷潛力的健康食品。 

 

當日包括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金山灣區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中興大學研發長

宋振銘、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副總會長陳玲華、僑務委員魏德珍、世華北

加州分會會長胡威妮等人都上線。另外，與會人員則來自舊金山、洛杉磯、休士

頓、達拉斯、威斯康辛州、猶他州、加拿大溫哥華、比利時、馬來西亞檳城、越

南等地，不同根據地的橋台商上線參加。 

 

論壇共邀請四位講師與會。江伯源老師是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的特聘教授，也曾擔任食品生技實習工廠廠長與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他在會中

介紹最新預防醫學，以及節省醫療成本的優勢。特別是現在預防醫學愈來愈抬頭，

營養品興盛，營養品的類別也增加許多。 

他也提到，台灣 2022最愛吃保健食品的三大族群，其一是 35-44歲台北市男性，

喜愛吃維他命 B 群、益生菌。二是 55歲以上新北市的女性族群， 食用維他命 B 

群、葉黃素、益生菌最多。三是 55 歲以上台北市與新北市的男性，以食用維他

命 B群、益生菌、綜合維他命最多。 

 

講師黃三龍博士目前則是食品研究所植物蛋白質產品單元主持人，長期從事植物

肉擠壓及產品加工技術研發，有超過 20 年的經驗，並有豐富的產業合作經驗。

他介紹，植物肉技術的進步成果，由第一代素肉胚擠壓技術產生素火腿，素香腸

之類的食物；第二代是濕式素肉擠壓技術，素雞是代表作品。第三代是纖維肌束

成型技術，可以製作牛排、豬排、烤鴨等加工品。目前正在進行多層次結構及呈

味技術，「將來的人造肉會更有口感，咀嚼感及多汁！」 

 

目前任職於大自然生技素材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陳慧如博士，在營養保健食品原料

的市場已經有超過 20 年的經驗，與台灣的各大食品廠、藥廠及國際直銷體系均

有合作開發經驗。她特別提到，開發新產品以法規最為重要，一定要先清楚每個

國家對於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和保健品的法律規範，否則就算有成品也賣不出

去。另外，開發新產品最最重要的是安全，天然品也並非一定是最好的，目前市

場上許多天然食品的廣告亦不一定正確。 

 

任職於鈺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的謝孟甫則表示，鈺統食品以各式保健食品

開發和穀物加工著稱，有 30多年的歷史，為各食品廠提供優質原料和代工服務。



近年更發展植物肉、新式豆皮等產品。他進一步介紹，食安有五環，第一環是「源

頭控管」，保障食物的原材料從產地開始就是新鮮而安全。第二環「重建生產管

理」， 確實生產線上的優質食品的產生。第三環「十倍查驗 十倍安心」， 跨部

會、跨縣市聯合稽查高風險產品。第四環是「加重惡意黑心廠商責任」。 第五環

則為「全民監督食安，落實中央抽查，地方督導」。 

 

資料來源 https://www.gcaic.nchu.edu.tw/newscontent.php?id=1541 

 
 

 



興大國農中心與 APARRI簽訂合作 成立臺灣第一個價值鏈卓越中心

大成報/2019.06.27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農業中心與「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PAARI）6月 27日正

式簽署成立 APPARI 價值鏈卓越中心合作同意書，由興大國農中心主任黃紹毅與

APPARI執行秘書長 Ravi Khetarpal代表簽約，興大也成為與該聯盟簽署價值鏈

卓越中心的研究單位，為推展亞太農業的發展與創新共同努力。 

 

「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是亞太地區重要農業組織，目前共有 19 個會員國，

為我國參與的重要國際組織之一。該組織由「聯合國糧農組織」亞太區域辦事處

（FAO-RAP）於 1990 年協助成立；並預計在 2030 年於泛太平洋地區建立 5 個由

成員組織主辦的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 COE)。 

 

這次 APARRI與興大國際農業中心共同成立的價值鏈卓越中心，為 APAARI於臺灣

成立的第一個價值鏈卓越中心，成立宗旨為提升特定目標國家價值鏈、生態系統、

農業和農村發展方面的知識能力，並期望達成 3項願景，包括 (1) 提升雙方在

環境生態系統、農業、農村方展的教育和研究能力；(2) 開發合作項目，並促進

臺灣和亞太雙方長期合作；(3)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一同促進價值鏈、生態系統、

農業和農村發展方面的知識能力。 

 

由於農委會近年來積極進行新南向政策，APAARI執行秘書長 Ravi Khetarpal曾

經到訪臺灣，並對於興大聞名國際的農業研究成果留下深刻印象，促成了這次的

合作。去（2018）年 12月 17日 Ravi Khetarpal與興大校長薛富盛曾簽訂成立

價值鏈卓越中心的合作意向書，今年則正式簽訂合作同意書。 

 

資料來源：https://n.yam.com/Article/20190627715345  



興大農業技術赴馬國參展 新南向成果亮眼 

2019-10-23 
 
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副教授、創產學院新南向辦公室主任吳耿東，10 月 9 至 11 日

應外貿協會之邀，在興大國際產學聯盟辦公室副營運長黃澤富協助下，赴馬來西

亞吉隆坡「第 10 屆馬來西亞國際綠色科技暨環保產品展博覽會」（10th 
International Green tech & Eco Products Exhibition & Conference Malaysia, 
iGEM2019），於「循環經濟解決方案」台灣專屬展館中設攤參展，展示吳耿東領

導的「農資學院生物源研究核心實驗室」所研發之兩項新穎技術，包括新型「農

業廢棄物氣化發電結合微電網系統」及「連續式進料量產生物炭多膛爐」。 
 
這兩項技術在眾多展示太陽能的產品中深具亮點，也獲得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

國家，甚至澳洲來訪廠商的青睞，目前已有多家廠商在會後持續與吳耿東連繫，

討論在東南亞大型農場設置生質能源微電網系統之可行性。展覽期間也吸引了關

心綠色科技產業應用的當地議員、台商、興大馬來西亞校友，以及興大國際產學

聯盟企業會員前來參訪，了解中興大學技術在馬來西亞的應用性。 
 
吳耿東所研發的「農業廢棄物氣化發電結合微電網系統」，其特點在於使用當地

農地所產生之農業廢棄物為燃料，並就地進行氣化發電，再經可攜式電池之充電

後，並送至各農村居住社區之微電網安裝使用，適用十分缺電的東南亞國家偏遠

村落，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源，因此

在三百五十多個展示攤位中十分吸晴。 
 
吳耿東表示，興大有不少教師所研發的技術已達成熟階段，十分適合應用於東南

亞區域，有鑑於國內市場規模較小，可藉由赴國外的技術相關展覽會中設攤展覽，

以創造商機。 
 
興大新南向辦公室以對外推動我國新南向政策中的「創新產業合作」及「區域農

業發展」為主要目標之一，因此此次赴馬來西亞參展，頗有試水溫的味道，且成

效良好；未來新南向辦公室將會協助興大教師赴東南亞參展，以擴大研發成果，

開拓海外商機，並發揮興大在東南亞之影響力。 
 



 
馬臺經濟合作協會主席陳汶欽拿督（右五）、財政長斯里羅立傑（右四）、本校國

際產學聯盟會員全宇生技董事長彭士豪拿督（左二）在參訪本校展覽攤位後與本

校新南向辦公室主任吳耿東副教授（右三）、國際產學聯盟黃澤富副營運長（左

一）、我國外貿協會劉昀經理（右一）以及本校校友與台商合影留念 

 

資料來源 https://canr.nchu.edu.tw/web/result/detail.php?cid=2&id=220 



中興大學與世界蔬菜中心締結國際合作聯盟 

秘書室 

 
中興大學和亞蔬-世界蔬菜中心於 12月 8日簽訂合作協議書，在蔬菜研發、

健康膳食、農糧體系等議題上，結合當下農業之趨勢，達到相輔相成效益。中興

大學校長薛富盛表示，簽署合作協議更重要的意義為學生可從與世界蔬菜中心實

質互動學習中，擴展國際農業視野，為臺灣培養國際農業人才。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夥伴關係副主任林彥蓉表示，面臨氣候變遷導致極端氣

候頻繁發生，全球農業生產面臨極大的挑戰，糧食危機隨時都可能發生。此外，

飲食不均衡是健康殺手，對於健康膳食的需求大增。值此之際，中興大學與國際

組織亞蔬-世界蔬菜中心締結國際合作聯盟，從國際農業的角度，為全球糧食安

全善盡世界公民責任，從蔬菜研究與推廣為大眾健康把關，並強化國際交流合作。 

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長詹富智表示，10 年前興大成立國際農學

碩士學位學程和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招收國際學生，為臺灣培養國際農業

人才。近年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更以動植物與農業生物科技作為國際

重點領域，除了與國際頂尖農業標竿學校進行教學與研究實質合作，提升研發能

量，屢獲佳績，更強化國際農業發展，輸出臺灣先進農業，促成農業外交。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主任沃培睿指出，該中心由中華民國、美國、日本、韓

國、泰國、菲律賓、越南等七國政府和亞洲開發銀行發起，於 1971 年在臺南善

化成立總部之後，陸續於泰國、印度、坦尚尼亞、馬利、貝寧等國家成立分部，

並於 2008 年改名為世界蔬菜中心，是臺灣最具規模之國際組織。該中心致力蔬



菜研發，提供蔬菜種子給全世界用於蔬菜育種改良和栽培，推廣健康膳食，並改

善貧窮地區人民的收入與生計。 

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表示，該校素以培養優秀農業人才著名，近幾年來的研

究成果屢屢發表在國際頂尖期刊，並落實產業應用，提昇臺灣農業的競爭力，近

年來在精準農業和永續農業的發展與應用，領先亞洲，獲得今年「科技部」未來

科技獎。薛校長更表示，在疫情蔓延全球之際、飲食不均衡造成疾病等公衛議題，

彰顯營養膳食對於提升免疫力與健康的重要性，今年適逢國際蔬果年，更突顯蔬

菜在整個農糧、健康體系的重要性。 沃培睿主任表示，亞蔬-世界蔬菜中心立足

於臺灣，放眼全世界，與先進國家農業合作。站在農業發展的潮流，以宏觀視野，

從育種、生產、市場到餐桌來推廣蔬菜，更著重於協助開發中國家或貧窮落後國

家的蔬菜種植，強健這些地區之農糧生產體系，提升人民福祉。 

資料來源 https://secret.nchu.edu.tw/2021/12/08/18681/ 



興大機械結合智慧技術 開創高等教育產學視野 

秘書室 

 
行政院在 2016 年提出「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將精密機械整合智慧技術，

帶動航太、機械設備、金屬運具、電子資訊、能源、3C、食品、紡織、水五金及

手工具等技術服務業發展。在教育部的人才培育計畫中，智慧機械也列在其中。 

回溯各國發展工業的願景，德國政府在 2011 年漢諾威工業博覽會出現工業 4.0

的概念時即提出「高技術戰戰略 2020」未來專案，英國亦有「英國製造 2050」

（近來進一步提出 2050能源發展藍圖倡議減碳及提高能源效率），美國則有「工

業互聯網」，日本方面則是「機器人新戰略」。 

興大為中部地區唯一的國立大學，與智慧機械領域相關的學院包含工學院、理學

院及電機學院，比鄰著臺中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肩負著培育智慧機械領域人

才的期待。 

興大機械工程系陳政雄教授長年與產業界合作，累積深厚的產業經驗，2018 年

取得科技部價創計畫的支持後，與學生一起創立漢鼎智慧科技公司，其研發的非

接觸式電能傳輸超音波刀把突破可切削的材料限制，順應新材料革命的潮流。 

另一方面，精密工程所林明澤教授整合其深耕多年的感測器領域的知識及技術，

打造出具有氣壓補償與柔性力量回饋控制裝置技術，並已具有獨家專利，可加裝

研磨機的機械手臂，將研發觸角延伸至傳統投入大量人力的拋光研磨製程，提昇

其自動化，減少研磨耗材的消耗，並提昇研磨工作的穩定度。 



在林明澤教授與其團隊的深耕之下，除了獲得 108年科技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

畫－價創計畫補助成立的新創公司，曾榮獲 107 年第 4 屆旭泰論文競賽銅獎及

108年度科技部工程司產學計畫成果發表－機電能源領域簡報特優獎，更在 2020

年正式成立衍生企業博府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興大工學院各系所均通過 IEET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同

時也與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東海大學成立「智慧機械與智能化製造人才培育聯盟

中心」策略聯盟，推動智慧製造跨校跨域教學策略聯盟計畫，擁有精實的產學經

驗可以提供智慧機械領域的人材培育環境。 

而興大機械工程系與程泰集團每年合辦，至今已經舉辦第十一屆的的「精密工具

機與智慧化技術」專題實作競賽，為機械工程領域提出具商業思維的解決方案，

2021年的競賽有超過 220組的競賽團隊，程泰集團則每年提供百萬餘元的獎金，

提供研究生及大專生作為創新智慧機械技術的誘因。 

興大亦已經與丹麥商優傲（Universal Robots）合作打造協作型機械手臂訓練教

室，以及正與德國西門子洽談共同成立 CNC加工應用教育訓練中心，還有隨著積

極透過校友募款，目前已選定於機械系館旁興建中，預計於 2021 年底完工的興

建智慧機械技術研發中心，將成為興大非常重要的智慧機械與智慧技術研發基地。 

資料來源 https://secret.nchu.edu.tw/2022/08/29/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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