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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總中心任務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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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總中心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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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研究總中心於107年2月1日成立，期許有效地結合
校內跨領域研究團隊(所屬中心及研究人員)成果與資源，
促進產、官、學、研合作關係之建立，進而落實研發技
術於產業應用，共同創造科技與文化發展的創新價值，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自給自足」 「多元化經營」 「善盡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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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總中心角色多元化

• 為擴大和深化研究總中心的影響力，總中心除了「管理
者」的角色外，還必須扮演多元性的角色。

主動
服務

合作
平台

創造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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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建立專業和專職的所屬中心團隊
2. 協助爭取長期且穩定的主要經費來源、配合多元的其他

次要來源
3. 對焦相關產業技術研發、建立以核心競爭力為基礎的經

營和合作策略
4. 建立專業化、系統化、永續化的營運模式

營運基本原則

 優點：
• 學校聲譽有助於中心爭取研究計畫或從事學術交流。
• 學校相關行政支援與管理制度健全，有利於支持中心的運作。
• 中心團隊得申請學校相關經費及人力資源等軟體需求支援，以

及使用學校提供的營運場地與設備等硬體資源。
• 評鑑制度施行，有利於追求績效發展與成果呈現。

三、研究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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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以下設有綜合組、研考組
二組，各組置組長及職行政助理一人。

• 總中心之下並依不同科技領域需求設立各中心，共有5大
屬性、51個所屬中心。(各項數據統計至110/6/30)

• 研究總中心亦聘有39名研究人員，涵蓋生技醫療、教育
人文與資訊、工程技術、農業科技等專業領域，進行跨
學門之合作研究。(各項數據統計至110/6/30)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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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合組業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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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組任務

設立

• 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中心設置辦法

• 為有效推動研究總中心所屬各中心之發展，組成指導委員會，建立
完整進退場制度。

營運

• 研究總中心所屬各中心經費運用管理要點

• 評估各中心營運經費運作，建立完善公積金制度及回饋機制。

退場

• 研究總中心所屬各中心評鑑要點

• 整合與運用資源，促進各中心運作與發展，提升績效。

總中心提供各階段服務與協助

研究總中心所屬中心一覽表

1. 大數據科技研發服務中心
2. 產業創新與專利佈局研究中心
3. 創新與產品研發中心
4.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5. 電子商務研發中心

商業與資訊管理類

5大屬性共計52個所屬中心

1. 水土保持科技服務中心
2. 水資源教育及研究中心
3. 先進車輛技術研究暨服務中心
4. 光電感測元件技術開發研究中心
5. 材料檢測科技服務中心
6. 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7. 無人載具應用研發中心
8. 循環材料研究中心
9. 新興汙染物研究中心
10.精密機械設計實作中心
11.綠色科技研發中心
12.綠色動力車輛研究中心
13.綠建材技術服務中心
14.複合土砂災害防治研究中心
15.機械工程科技服務中心
16.營建暨水資源工程服務中心
17.環境科技服務中心
18.精緻農業綠能與環控技術中心
19.3D列印中心

工程技術類

1. 活性天然暨生物技術服務中心
2. 食品科技服務中心
3. 國際商務旅館暨科技管理實習餐廳
4. 模擬食品GMP生產線設施

生活應用類

1. 工作犬訓練中心
2. 木材加工技術服務中心
3. 水產養殖科技服務中心
4.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5. 動物疫苗及佐劑技術研發中心
6. 動物製劑試量產測試中心
7. 創新生物製品技術服務中心
8. 智慧農業中心
9. 植物醫學教學醫院
10.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11.農學院熱帶農業研究中心
12.實驗動物中心
13.綠能生物工廠
14.景觀綠化服務中心
15.熱帶養猪技術諮詢培育中心

農業科技類

1. 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2. 主題休閒遊憩服務中心
3. 老建築典藏研究中心
4. 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
5. 客家產業研究中心
6. 時尚科技服務中心
7. 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
8. 永續健康照護中心
9. 智慧媒材研創中心

人文與社會類

研究總中心-綜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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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校內外計畫或技術服務案件成效

• 107年至109年研究總中心及所屬中心執行校內外計畫或技術
服務案計13,039件，金額近7800萬元。

年度 件數 金額(仟元)
107 3948 20,681
108 5800 31,079
109 3291 2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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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考組業務介紹

三、研究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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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組任務

• 依校務發展政策，對應各種專業需求，聘請研究人員，帶動學術氛圍、
強化研究能量。

• 提供海外歸國學人於本校服務之連結窗口。

進用

• 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聘任辦法

• 建立完善研究人員進用制度，帶動研發效能，強化整體研究能量。

在職

• 校務基金進用研究人員評鑑辦法

• 增進研究人員持續提升學術、研究及服務各面向成效。

獎勵

• 研究總中心所屬各中心及研究人員產學績效獎勵作業要點

• 研究總中心審查推薦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總中心提供各階段服務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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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現況

• 目前聘有39名研究人員，與本校教師進行跨領
域之合作研究與教學，涵蓋生技醫療、教育人文
與資訊、工程技術、農業科技等專業領域。

研究總中心研究人員專業領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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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研究員 專長

農
業
科
技

王裕民* 水文統計、供需水量推估、系統分析、排水能力模擬 、環境影響評估

陳福旗* 生物技術、植物組織培養、植物遺傳、花卉育種

顏昌瑞*
熱帶果樹資源與管理、果樹育種、果樹生理與栽培、園藝作物產期調節、觀賞
果樹

温子萱 作物需水、灌溉、水文、UAV作物偵測

謝依達 無人機農林應用、森林經營、環境遙測

程宛琳 植物組織培養、設施園藝

羅書姍 犬隻行為訓練及矯正、偵測犬訓練、協助犬訓練

陳振輝 木材加工及產品設計製作、農林副資材循環利用及產品開發、木材數位化加工
機械操作

柯瑞慶 熱帶果樹、果園管理

黃祖瀛 飼料添加物

黃弘儒 農藝特用作物、有機作物栽培

游國政 豬場經營管理、豬隻生產醫學管理、畜牧廢水處理與再利用
*特聘級研究員

研究總中心研究人員專業領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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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研究員 專長

工
程
技
術

楊正輝* 電子電路及通訊整合

林勝欽 電動汽車

劉睿凱 以流體力學改善養殖除汙系統

蔡燿宇 數值模擬、電腦輔助工程、風工程、流體機械設計、無人飛行載具

陳智謀 地理資訊系統、水文統計、流體力學

葉仁憲 影像處理、微控制器及嵌入式系統、機電整合、電路設計繪製

陳昆廷 堰塞湖形成與潰決機制、土石流理論與防治對策、坡地災害調查及防治、
生態化新型土石流防治工程研發

林上弘 嵌入式系統，電路設計與PCB Layout，影像處理

潘建良 物聯網、專案管理、醫療器材軟體確效

王星萌 自動化光學檢測、程式設計

*特聘級研究員

研究總中心研究人員專業領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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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研究員 專長

教
育
人
文
與
資
訊

鄭博元 虛擬實境、擴增實境、多媒體互動設計

鍾智超 創造力、創新教學、教育科技、數位學習丶網路行銷丶決策分析、供應鏈
管理丶製程改善

古佳峻 民俗學、漢語文化學、文化創意產業

凃筱菁 老人社會工作、社區照顧、生活品質、社會團體工作

蔡孟芳 創新教學、認知投入、學科教學科技知能、學科教學知能、自我導向學習

研究總中心研究人員專業領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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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研究員 專長

生
技
醫
療

金煒智 合成生物學、應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謝工程、微生物耐受性、生質能源

前川峻 魚類細菌感染的免疫反應和疫苗開發

蘇郁涵 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李佩璇 食品微生物學、醱酵食品學、微生物檢驗、機能性食品開發

陳肇閎 生物化學、實驗病理學、疾病動物模式、細胞培養技術

葉宗明 動物醫學、分子病毒學、實驗動物、獸醫微生物學、分子檢測技術、基因選殖、
蛋白質表現、細胞培養

林郁涵 家禽生理學、家禽胚胎學、家禽管理、分子生物學、基因調控

段氏秋容生物技術、分子生物學、疫苗學、佐劑學

呂建和 化學致癌、膀胱功能障礙、組織工程、分子生物學

郭信威 水產生物學、水族繁養殖學、甲殼類免疫學、甲殼類生理學、分子生物學、細胞
生物學、養殖環境管理學

陳詠宗 食品微生物學、動物益生菌、天然產物研究、多體學研究

三、研究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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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總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