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幾年，各大學對產學合作的重視度越

來越高，不管是技術移轉、設備捐贈、

人才交流、實習、業師、老師借調、衍生企

業、產業專班、創新創業⋯⋯等等，在在讓

大學校園與產業的互動更加活絡。但是，若

要依此為臺灣各大學的產學成效，下一個強

有力的初步結論，多數人可能都說不上來，

更難為它描繪出清楚的輪廓。歷經多年的產

學合作基礎工程改造，如今，是時機為臺灣

高等教育定義出更清晰的產學發展目標了。

從大學催生世界級一流企業

「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便在這個背景

下誕生。大學裡遍布各式各樣的前瞻技術、

國際專利，但為何這些創新技術，在臺灣產

業轉型如此迫切的此刻，無法為臺灣催生出

新動能、甚至可以打世界盃的一流企業？

一九八Ｏ年代，臺灣在獎勵投資條例、促

進產業升級兩大政策下，帶動臺灣科技產業

聚落形成，催生出一家家直接面向國際市場

的大廠，宏碁、台積電以及新竹科學園區中

為數眾多的企業，都在這個政策脈絡下因應

而生，之後高速崛起。

如今，大學技術與臺灣新創動能脫鉤的原

因，在於許多僵化的規範，讓大學無法靈活

地抓住市場機會，貢獻更多社會責任。因此

教育部希望透過「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

讓大學技術更有系統地朝商業運轉方向邁

進，為臺灣催生出新一波世界級企業。大學

也不要再當研發孤軍，透過企業或法人的合

作、國際創投的參與，可以更大膽地往國際

市場去落實技術應用。

本期封面故事專訪教育部次長陳良基介紹

這個計畫內容，同時也報導了臺大、中興、

清大等已進入試辦計畫名單中的卓越技術，

期盼未來有更多大學的技術可以在產業裡遍

地開花。

典範科大，數字亮眼

這一期另一篇值得推薦報導是，典範科大

計畫執行的亮眼成果。

教育投資的成效，需要時間發酵才能看到

改變。這個計畫從 2013年實施至今，不管

在產學合作、跨校研發團隊，實習與實作的

投入，以及設備與業師的大幅躍升，皆可以

明顯看到這個計畫，試圖重振臺灣技職教育

榮光的努力。

在人物專訪中，國家講座主持人：臺灣大

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陳銘憲在資料探勘上的

研究表現相當亮眼，也一併推薦給讀者。

為臺灣產業注入新動能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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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已成為現代人在職場上建立人脈

不可或缺的工具，學術界人士也無法例外。

英 國 索 爾 福 德 大 學（University of 

Salford）科學傳播與未來媒體研究中心主

席安迪‧麥亞（Andy Miah）在《泰晤士

高等教育》網站（Times Higher Education）

撰文，倡議學術界人士應善用並適當管理

社群媒體，利用它建立研究資歷、與學生

溝通、甚至在公共領域發揮更大影響力。

麥亞指出，在當今世界忽視社群媒體，

就如在 1994年忽視電子郵件（如今的學生

連電郵都鮮少使用）。他建議，高等教育者

必備的社群媒體檔案首推領英（LinkedIn），

許多大學教職員都在這裡建立聯繫管道。

微網誌推特（Twitter）則可建立重要事件的

關鍵字標籤（hashtag）以及各領域專家名

單，讓學界人士更熟知同儕動態，並在機

構內建立關係網。例如醫界有一個龐大的

Health Care Hashtag計畫，科學家可透過各

種疾病、事件的關鍵字標籤，從推特快速

&
Trend  

People

全球：大學新戰場—社群媒體與線上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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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相關動態。

社群媒體功能廣泛，還可用於協作、追

蹤、增進工作流程效率。麥亞推薦學術界

專用的多個社群媒體，包括 ResearcherID、

ORCID、Google Scholar、Academia.edu、

ResearchGate等，各有不同特性，管理起來

也不困難。

大學的未來也與社群媒體息息相關。當

前最常被搜尋的大學，許多都是有線上教

育課程的大學，受矚目程度甚至勝過實體

大學。大規模開放式課程與另類教育體制

興起，大學必須建立自己的線上教育策略，

確保不與學生脫節。現在的孩子長大後將

為自己的教育做決定，一間大學若能時時

出現在孩子接觸的環境中，是與孩子們建

立關係的良好管道。許多企業或組織已開

始在 Pokémon GO中出現，大學不妨追隨

這樣的趨勢。

中國：產學合作仍是「藍海」

中國頂尖大學近年在全球高等教育版圖

上急起直追，不過一份新研究指出，中國

各大學在產學合作上仍遠遠落後美國，主

因是智慧財產權觀念薄弱、以及產學之間

缺乏互信。

《泰晤士高等教育》網站記者大衛．馬修

（David Matthews）（Times Higher Education ）

引用芬蘭坦佩雷大學（University of Tampere）

管理學院高等教育中心的研究，發現美國

大學發表的研究中，逾 6％是與產業合作，

一些頂尖大學甚至超過 10％；但中國大學

只有 2.7％的研究與產業合作，北京清華大

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等知名大學

也不到 4％。

這份研究報告指出，美國 1980年制訂保

護大學研究人員著作權與專利權的《拜杜

法案》（Bayh-Dole Act）之後，大學與企

業互相信任，建立了產學合作的傳統。但

在中國，產學缺乏互信，也欠缺有效的制

度鼓勵產學合作。

在智財權保護及合約制度都「不完整」

的情況下，中國的大學偏好成立自己的企

業，將研究成果商品化，導致產學合作也

遠遠落後歐洲。

不過，曾參與中美大學產學合作比較研

究的浙江大學教授周平則說，中國政府近年

已努力提升大學的角色，希望藉由大學研究

擺脫低價值的製造經濟，且不再依賴他國技

術。但也有批評者質疑，大學是否能夠、或

應該對國家經濟成長扮演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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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學校存在有助地方經濟

在法國正進行地方行政改革、以及高等

教育機構成本引起熱議之際，由多家私立

高等院校組成的「責任校園」（Campus 

Responsables）協會發表的「校園足跡」

（Campus Footprint）研究案指出，教育機

構是帶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槓桿。

法國《世界報》（Le Monde）報導，責

任校園協會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在學校

支出上，每花1歐元，國內生產毛額（GDP）

就會「產生 2.9歐元」。

這項研究案是與法國發展銀行（Caisse des 

Dépôts，類似過去的中央信託局）、大學校長聯

合會（Conférence des présidents d’universités）、

高 等 學 校 聯 合 會（Conférence des grandes 

écoles）以及法國大學城協會（Association 

des vill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共 同 執

行，計算了高等教育機構對地方經濟與財

政所帶來的影響。分析內容包括群聚產業

的供應鏈帶來的經濟擴散效應，以及學校

的存在對於當地家庭消費（學校及群聚產

業提供的薪資）和公共開支（學校、群聚

產業及其僱員所繳納的稅金）所帶來的

影響。分析資料來自大巴黎地區（Ile-de-

France）以及奧維涅—隆河—阿爾卑斯地區

（Auvergne-Rhône-Alpes）共 7座大學院校

校區。

據該研究估計，這 7個校區在當地與全

法國總共帶來了超過 9,400個工作機會，

包括學校直接開出的 4,500個工作機會，

以及學校在當地與全國進行採購、給付的

薪水以及財政開支等等「連鎖效應所間接

帶來」的 4,900個工作機會。其中有 62％

為正職工作。

在這些學校對 GDP的貢獻上，研究估計

這些學校每花掉 1歐元，就能產生 2.9歐元

的產值。也就是共計 9億 6,600萬歐元的經

濟效益總產值中，包括了直接投入的 3億

3,500萬歐元，家庭消費帶來的 3億 9,700

萬歐元產值，以及政府支出 1億 2,300萬歐

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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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大學生與銀髮族合宿計畫

位在曼哈頓的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其昂貴的住宿費讓許多學生

感到頭疼。如今，紐約大學提出了一項「寄

宿」計畫，讓學生住在當地年長者閒置的

房間，預估可以幫學生每年省下 7,000美元

的住宿費。

這項計畫可以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並讓

年長者得到額外的收入和照顧。類似的計畫

在芝加哥已經獲得不錯的成效。10名芝加哥

不同學校的大學生，以每週 20小時的勞動

時數（主要負責採買、簡單的家事和電腦教

學），換得老人照護機構的免費住宿。

「我和我同年紀的室友居住時，有過不

愉快的經驗，」就讀於伊利諾大學芝加哥

分校的學生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分享，「但我在這裡（老人照護中

心）跟大家處得很好，我們會一起看《星

際爭霸戰》，大家都很放鬆自在。」

如今紐約大學也跟進效法，他們和曼

哈頓下東城的非營利組織大學睦鄰之家

（University Settlement）合作，希望能藉此

讓大學生和年長者互蒙其惠。這項計畫將

會挑選出共 10名高年級的大學生及研究

生，和當地年長的居民一起合宿。

一位紐約大學學生接受《華盛頓廣場新

聞》（Washington Square News）採訪時表示：

「住宿一直以來都是麻煩的問題，我相信

這個計畫可以舒緩一部份人的經濟困境，

但我覺得成效有限，學校應該要想辦法提

出更多人適用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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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探勘（Data Mining）研究領域，陳銘憲是全球亮點之一，

他開發多項尖端技術，改進演算法。陳銘憲的傑出研究成果不論

在學術界或在全球產業界，都產生巨大影響，也創造出無可限量

的經濟效益，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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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銘憲，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

榮獲第 19屆國家講座主持人獎，他

是全球資料探勘（Data Mining）研究領域

之翹楚。早在 1990年代，全球寬頻網路尚

未蓬勃發展之際，陳銘憲就已經投入資料

庫處理及資料探勘研究，創造出領先且豐

富成果，尤其他發表於 IEEE TKDE的資料

探勘相關論文〈Data Mining：an overview 

from a database perspective〉，被引用次數高

達 2900次，是全球資料探勘領域最重要的

文獻之一，對全球資訊處理技術發展影響

甚鉅。

具備高學術引用率之外，陳銘憲的研究

成果亦廣為 IBM等業界品牌所採用，他在

Google Scholar（學術搜尋）網路被引用亦

超過 2萬 8千次，hi-index59引用超過 100

次的論文達 23篇，非常難得。同時，陳銘

憲也曾榮獲 ACM Fellow及 IEEE Fellow兩

項國際電機與資訊權威學會的學術榮譽。

資訊探勘成為新顯學

雲端運算深深影響了人們在生活消費、

工作管理、科技運用，及遠距醫療照護、

教學等發展，陳銘憲不斷改進演算法，使

其速度加快 100分之 1~10分之 1之間。

資料探勘有人稱之為挖金礦工程，是指從

人類、機器的過往行為、操作模式累積的大

量資訊與數據中，挖掘出具價值的資訊與數

據，並從中推敲出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其中，最重要課題是如何從大量的、不

完全的，甚至是隨機、模糊的資訊數據中，

找出相關性，作為下次的研究發展主軸，

這也是陳銘憲最被推崇的能力。

其實，資料探勘不僅可解決商業問題，

「更大亮點是能協助發展個人化與智慧化科

技。」陳銘憲指出。隨著智慧化行動裝置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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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發展，全球科技大廠無不投入大量資源發

展相關技術，以臺灣市場來看，包括鴻海、

華碩等大廠都在佈局。而資料探勘的隱私權

保護，是陳銘憲現今的研究重點。

 一開始打掉重練

談起投入資料探勘領域的緣由，陳銘憲

指出產業時機與個人興趣是兩大關鍵主因。

從產業時機來看，陳銘憲可說是科技發

展日新月異的受害與受益者。

1984年，陳銘憲赴美國密西根大學安那

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攻讀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是當時熱門

的超級電腦（supercomputer），「沒想到一

進入職場，超級電腦開始式微，小型電腦

市場逐步萌芽。」因此，陳銘憲必須打掉

過去所學，重新思考研究方向。

於是陳銘憲在 1988年取得博士學位後，

加入 IBM華生研究中心（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擔任研究員，便開始轉投

入數據產品 IBM DB2研發，這是 IBM著名

的數據庫軟體技術，直到今日，IBM仍有

部份產品還受惠於陳銘憲早期的研發成果。

在 IBM工作 8年後，異鄉遊子萌生回巢

念頭。1996年，陳銘憲回到母校，任職臺

大電機工程學系，此後便全心投入資訊探

勘研究，還在 1999年，在臺灣首開以資料

探勘為名的大學正式課程，陳銘憲笑說：

「當初很多學生不知道這是學什麼，透過

觀念傳遞，如今已成為熱門科目。」

陳銘憲回憶當時情景，寬頻尚未普及化，

大數據、雲端運算還未蓬勃發展，當時剛在

美國創業的 Google也還沒有站穩腳步，但

他始終有一信念，「相信資料探勘將成為未

來科技發展的重要基礎，」陳銘憲指出。

看準趨勢投入

其實他的信念來自兩項觀察，他發現，

隨著科技技術發展，機器運算能力將會越

來越進步，處理更多資料、數據、程式語

言，而且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定

將蓬勃發展。（註：機器學習是人工智慧

的一環，主要是指讓機器自主學習，增加

運算能力。）

產業時機是陳銘憲走入資料探勘研究的

拉力，而「興趣」則是支撐他一路克服研

究瓶頸的能量。

很難想像，這位走在科技尖端的電資學院

院長，竟是位歷史劇愛好者，舉凡風靡兩岸

的《後宮甄嬛傳》、《羋月傳》，陳銘憲都

如數家珍，他笑說，了解歷史，除了可看到

人類的共同性，還可鑑往知來，這兩項因素

正好是做資料探勘研究的成就關鍵。

挫折要這樣看

攤開陳銘憲的學習歷程，從建國中學到臺

大電機工程學系，他一路念第一志願，也始

終朝著興趣前進。問他人生過程是否曾遇過

   1312   Jan. 2017



挫折，他想了一想笑說：「大家都喜歡問曲

折故事，但我真的想不到。」他隨後解釋並

非他沒有遇過困難，而是他在美國念研究所

時，教授總是教他們，遇到困難要退一步，

從第三者角度去思考困難的本質，再去判斷

這個困難是否真是瓶頸，以及要如何解決。

回想這 30年做研究的歲月，陳銘憲直

說，這個觀念讓他處在研究瓶頸與人生抉

擇關卡時，都能以平常心、樂觀態度面對，

並充滿幹勁，「神奇的是，當你退在第三

者客觀冷靜角度思考時，竟發現許多困難

會在你的一念之間消失，」陳銘憲現在也

希望將這樣的觀念帶給更多學生。

資料探勘研究與教書都是陳銘憲的人生

志趣，即使論文研究獲獎連連，對陳銘憲

而言，他最大的成就感卻是來自他回臺任

教後，已經為臺灣培育超過 40位博士級人

才，其中已有超過 20位擔任大學教授，他

與門徒子弟將共同為臺灣培育出更多資訊

相關未來人才，開創更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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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如何再循環利用，不僅是環保議題，

也是全球熱門的循環經濟重點。

臺灣大學校園裡有一支團隊突破技術，

以獨步全球的技術，循環工業廢水，但在

各種條件限制下，這項技術卻走不出校

園，無法為民生經濟做出更大的貢獻。

故事的主角是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教

授童國倫。過去十幾年，他帶領研究團隊

以火山爆發所得到的靈感，研發出領先全

球的高效能多孔無機複合膜，能將工業用

水、熔劑、酸液、鹼液透過薄膜分離處理，

再回收利用，不僅可促進民生用水的環

孕育下一波
世界級企業

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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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也能夠改變工業製程生態。

投入研究十多年，童國倫雖然認知到技

術的突破，卻苦於沒有管道協助其將技術

轉化為創業機會、產業價值。

所幸，2016年底，童國倫投入教育部

正積極推動的「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

案」，看到技術終於有機會能夠端上產

業市場，讓童國倫充滿期待。

學界、企業、法人共組黃金三角

產學合作在大學校園裡已行之多年，

尤其從 2000年以來，政府各部會積極

鼓勵大學與產業進行交流，包括教育部

推動邁向頂尖大學、典範科技大學計

畫，科技部推動研發成果萌芽計畫、創

新創業激勵計畫等，都將產學合作列為

重點。

政策鼓勵之下，產學交流日益頻繁，

即使如此，「從 2000年以來，臺灣卻少

再出現大型科技公司，也就是新創獨角

獸太少，」教育部政務次長陳良基指出，

當中最大瓶頸是大學裡只有新兵，沒有

技術很厲害的匠，「缺乏實戰人才協助

教授，將創新研究實作出來。」

把大學技術推入產業，發揮點石成金

效果的「匠」，會在哪裡？

陳良基指出：「在企業、法人機構裡。」

為了讓企業、法人的實戰力能夠真正

進入大學，教育部與科技部、經濟部重

塑產學研夥伴關係，共同整合資源，推

動「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希

望結合大學、企業、法人三方的技術、

資源與人才，共同打造出可征戰世界舞

台、市場估值超過 10億美金的臺灣新創

獨角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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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好奇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與現行產

學合作相關措施有何不同？主要可以從 3

大面向來探討：

關鍵一  運作方式之不同

◉ 瞄準世界一流

◉ 企業、法人機構人才可以借調到大學

新型態產學鏈結試辦方案強調建立世界

一流新創公司（spin-off），或加入國內傑

出企業提升其產業技術（spin-in），因此

計畫審核過程，邀請了具有豐富市場經驗

的產業界與創投界代表，共同參與審查，

目的在挑選出有機會在 4年內成立一流新

創企業的技術，而且這項技術必須能夠立

即呼應市場需求。

陳良基笑說，此方案像是到蔬果園裡

摘取蔬果的概念，果農不會看到這個蘋

果漂亮就選它，而是會依照產業發展現

況，尤其臺灣政府大力推動的「5+2」產

業創新領域，以「連結未來、連結全球、

連結在地」的基礎，推動亞洲矽谷、生

技醫療、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航

太、新農業、循環經濟等產業，且促進

其轉型，選出適合現況需求，可立即幫

產業增加動能的技術。

此外，礙於現行法令，過去常見大學人

才被借調至法人（業界）的案例，但上萬

名擁有純熟技術的法人機構人才，卻少見

被大學借調，協助教授將創新研究作出產

品，「這是學術研究難以立即呼應產業需

求的一大關鍵，」長期在校園推動產學合

作案的陳良基點出困境。

有鑑於此，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鼓勵大

學開放彈性制度，並提供薪資經費，讓擁

有技術實務經驗的法人研究員、技術員，

不需要屈就大學低於業界的薪資水準，也

不必離職，就能借調、進駐校園。

此方案以創業為目標，一旦構想書走出

實驗室，成立公司、進入樣品階段，團隊

就能出場回歸原有位置，或繼續留在團隊

帶領新創成長。

人才到位之後，資金與資源也需要一步

到位，為了真正成就世界一流新創公司，

教育部已經與美國矽谷多家創投公司展開

合作，將成立國家級的新創事業加速器，

引進美國矽谷的資源，幫助臺灣新創企業

走向世界，成為名副其實的新創獨角獸。

關鍵二  提供更多實質鼓勵

◉ 教授持股提高

◉ 緩課所得稅

◉ 教授也可以成為經理人

實質鼓勵是激勵創業的最佳誘因，過去

產學合作成果，往往由參與計畫出資的企

業獨享商業利益，如今經濟部《產業創新

條例》正在修正，再加上教育部政策鬆綁，

教授與校園人才將可獲得更多實質收益，

「鼓勵技術含金量高的教授站出來，把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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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研究能量帶進產學合作，改變創新

創業環境」，在大學任教過的陳良基，相

當理解大學教授面臨的生存難題。

其中，政策鬆綁可從 3個方向來看，

包括：

1 開放技術佔股比例：過去產學合作的

技術佔股，教授最多只能佔有 10％，如今

打破天花板限制，雙方可協議技術股該佔

多少，目的在於鼓勵創新研究者勇於走出

校園舒適圈，積極創業。

2 緩課技術股所得稅：打破限制，教研

人員的技術持股緩課所得稅 5年，對教授

而言是一大保障，尤其新創失敗率仍高，

避免教授還未真正從新創獲得收益，就要

掏出畢生積蓄來繳稅。

3 教研人員可任職新創企業：過去公

立大學教授只能擔任國營企業、上市上櫃

公司的獨立董監事，如今放寬教授創業限

制，讓教授也可以擔任新創企業的董事等

職務，實際參與企業運作。

關鍵三  建立嚴格退場機制

◉ 績效導向

◉ 只有 spin-off或 spin-in

有別於過去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經費後，

難以確實掌握後續經濟效益，新型態產學

研鏈結試辦方案在執行過程中，教育部將

成立產學研鏈結示範中心，不僅提供獲選

計畫相關資源與輔導，也將不定期巡訪學

校，掌握執行進度，若超過時限，就嚴格

執行退場機制，包括：

1 大學產學研鏈結中心：成立 1年後，

未提出 4個以上價值創造計畫之申請，不

再補助經費；成立 2年後，所執行之價創

計畫不到 3個，不再補助經費。

2 價值創造計畫（簡稱價創計畫）：

技術團隊除了要提出構想書，也要提出價

值創造計畫書，教育部每年至少評估計畫

一次，或不定時訪視。同時，團隊在價值

最大化時即出場；若計畫執行成效不佳即

退場；計畫 4年屆滿，團隊應 spin-off或

spin-in，若無，強制出場。

預 期 目 標

計畫屆期後，預計將有 12家新創企業，可達成約新臺幣 1千萬至 1億元的 A輪

募資階段，並帶動超過 8億元以上的投資額，技術移轉金額達 3千萬元以上。計畫

屆期 2年後，則至少 3家新創公司每年可創造 3千萬元營業額，協助產業每年增加

5億元營收，再創臺灣產業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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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人

大學

實驗室

 價創計畫

 產學研鏈結中心

學
生
畢
業

世界一流
新創公司 

臺灣優秀公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四年計畫結束

Spin-in 

四年計畫結束

Spin-off

學研齊力，打造臺灣獨角獸

53件構想書全力衝刺創業

政策推動後，目前還在試辦階段，首先

由頂尖大學與典範科大 25所學校聚焦 5+2

產業創新領域，提出 184件構想書，經過篩

選，共擷取出 53件具有商業化潛力之構想

書，其中有 23所大專校院與 30個研究法人

單位共同參與。不過陳良基再次提醒退場機

制，53件構想書也許無法全部落實，2017

年有可能再開放第 2或第 3次審查機會。

53件構想書橫跨各領域。讓產業與創投

界感受到臺灣的創新能量。除了童國倫提

出獨步全球的濾水技術之外，也包括清華

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楊嘉鈴，以 3D數位生

醫組織病理影像，突破現今腫瘤病理切片，

只能取得局部的影像，難以觀察組織全貌

之限制。

其它包括，中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教授

竇維平帶領團隊積極研究，未來將可利用

導電性極佳的石墨烯材料，製做細、薄、

耐彎曲的金屬導線，讓電子產品朝向輕、

薄、短、小，可穿戴、可彎曲的軟性發展。

成功大學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講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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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鄭芳田，帶領團隊在過去幾年發展出全

自動虛擬量測（Automatic Virtual Metrology, 

AVM）技術，可協助生產線達成虛擬全檢

與品質零缺陷，目前這項技術已拿到多國專

利，並成功導入半導體與面板等科技產業，

未來該團隊將架構按需 （on-demand）雲端

服務，讓技術能更便捷地導入到不同智慧製

造業產線，達成虛擬全檢零缺陷生產目標。

但能否找到獨角獸，也要有慧眼獨具的

伯樂。

目前在矽谷投入創投工作的陳勁初（Jesse 

Chen）談到，臺灣學術界具有國際性的研究

能量，但這些論文都沒有轉換成具經濟價值

的成果或公司，十分可惜，這項方案的推動

將可改變現況。

陳勁初也指出，美國所有成功的新創企

業，背後都有 NEA、Sequoia、KPCB等天

使創投公司大力支持，未來如果臺灣創新

技術也能擁有相同機會，連結矽谷的創業

資源，相信一定有機會開創出臺灣新創獨

角獸，現在他們正積極邀請矽谷的創投業

者共同投入。

從技術出發，陳良基鼓勵大學打開校門，

「不要變成鳥籠，讓有能力的鳥可以自由

飛翔。」同時，他也鼓勵教授勇敢站出來，

不要看輕自我研究，透過產業、創投與法

人學術單位的多方協助，每項創新技術，

都可能創造無限經濟價值，並為國家開創

出新產業機會。

名詞小百科

新創獨角獸：國際上對新創獨角獸

之定義泛指為市場估值（Valuation）

達 1B USD（10億美金）之創業團隊。

5+2產業創新領域：亞洲．矽谷、生

技醫療、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

航太、新農業、循環經濟、數位經濟。

連結法人與學界，讓 1+1>2 

資料來源：教育部

研究法人

大學

近 1萬名研究人力

400政府每年投入約
多億

300政府每年投入約
多億

123萬名學生 5萬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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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球面臨景氣下修之際，循環經濟

對多數產業而言，似乎還是個遙遠

的名詞。

水是生活與經濟發展的命脈。目前全球

可利用的水資源僅佔 1％，臺灣降雨量雖然

長年是全球平均值 3倍以上，但在高山地形

下，卻是排名前 20名的缺水國，由此可知，

水資源的循環利用，已是迫在眉睫的危機。

從製程減少廢水，彌補臺灣的傷痕

「2013年，因為齊柏林的《看見臺灣》，

看到工業廢水對臺灣造成的傷痕，更加速

我們運用無機膜過濾工業廢水的研究腳

步。」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教授童國倫

分享，由於陶瓷製成的無機膜可以耐強酸、

強鹼與強溶劑，被視為工業廢水再利用的

利器，在全球膜濾材市場中，從十年前不

到 1/15，預計在 2020年可達到 1/6強。

童國倫強調，工業廢水不能只從管線末

端處理，未來要落實工業廢料的循環利用，

就一定要重新設計製程。因此在製程中，

就需結合金屬，彌補陶瓷易碎的特性。於

是，陶瓷與金屬要如何完美接合，就成為

一大問題。「透過電漿熔射覆膜的技術，

就可解決這樣的問題。簡單說，就是利用

高溫將陶瓷濾材噴在金屬管線上。」

因這項設備技術只需花幾分鐘，效能高

於傳統的無機膜 10倍以上，能源消耗更只

有歐美傳統粒子故化燒結的 1/6，不但成本

大幅降低，過程中更無溶出物。

突破性技術除了獲得科技部先導型產學

合作、經濟部學界科專等計畫補助，並曾

獲臺北國際發明競賽金牌、光寶創新獎金

賞等多項殊榮，也成為教育部日前所發佈

的「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53件作品中，

備受業界矚目的計畫之一。

向大自然取經，成果回歸大自然

不過，這項技術的研發，並非一帆風

順。「有 3年多的時間，這項技術一直處

於原地打轉的狀態，主要是熱電漿的溫度

太高，怎樣都無法做出均勻的孔洞，最多

只形成一些細小的裂縫，過濾效能也不

佳。」

童國倫分享，一次團隊成員到陽明山旅

行時，某位同學自嘲地說地熱谷的裂縫和

目前濾材呈現的裂縫很像，大夥繼而想

到，同樣是火山石，麥飯石為何可以產生

取經火山石 廢水再利用

臺灣大學：超高效能多孔性無機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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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勻的孔洞？「在查過文獻後，發現麥飯

石多半從靠海的火山邊挖掘，內陸的火山

則沒有這種火山石。因此才想到，孔洞的

形成，關鍵在於『水』。」

因此，研究團隊試著將水源導入金屬管

線內，果然，當水遇高溫，水蒸氣從金屬

管線中噴發後，就在包覆的陶瓷濾材上形

成均勻的孔洞。

「因為這次經驗，讓我們決定再向大自然

取經，運用昆蟲和植物表面疏水性的特質，

在原有的無機膜上，加入『表面改質技術』，

以便用各種物理分離的技術，製作出可以過

濾不同溶劑的濾材。」童國倫說道。

從工業應用擴散至民生產品

目前，這項技術在教育部新型態產學

研鏈結計畫的支持下，不僅整合了臺灣科

技大學和臺北科技大學在氣體過濾、生物

過濾和發泡成形技術的專才擔任共同主持

人，更吸引 TTRI紡織綜合所 5位副研究

員以上資格的成員參與，從業界延攬安全

認證方面的專家，並在 2017年讓第一家公

司 EXTREMEN正式啟動。

童國倫分享，第一階段的目標市場，鎖

定在分離設備組裝廠商與環保工程公司，

主攻工業用陶瓷複合膜材，之後才是飲用

水等民生膜材，以及生醫用的膜材產品。

「畢竟，工業廢水污染的沉痾已久，過

去臺灣廠商受制於歐美大廠技術把持下，

常因成本過高而無法落實回收。我們希望

將這項技術先嘉惠臺灣廠商，並帶動臺灣

無機膜產業正式起飛。」而在 2020年於臺

灣舉辦的第 16屆國際無機膜會議（ICIM）

中，童國倫也將擔任大會主席的工作。

童國倫表示，希望在一步一步、穩紮穩

打後，讓 2017年紡織綜合所共同創立的公

司，及 2020年預計成立的第三家公司，有

更好的基礎，並和臺灣的食品廠及醫療用

品廠商成功串接，進一步為臺灣的食安問

題把關，並成為生醫產業的重要後援之一。

臺大化工系童國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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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腫瘤醫學與癌症用藥，皆有眾多劃

時代的進展，在全球，癌症仍是每

年奪去人命的首要殺手，原因常在於病理

診斷工作，雖有許多先端設備的輔助，但

受限於病理師培訓不易，人為誤差與診斷

耗時，成為亟待突破的一大鴻溝。

3D影像讓病灶無所遁形

「2016年，美國 FDA正式發佈『數位病

理指引』，可以預見全球在數位病理技術的

相關法規，將會逐漸完備，是將這項 3D數

位生醫組織病理影像技術推出的時機了。」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副院長楊嘉鈴說。

楊嘉鈴指出，目前的腫瘤病理切片，只

能取得局部的切面影像，再由病理師判斷，

一來受限於病理師的訓練與個人經驗，更

重要的是切片時不見得剛好取得癌細胞，

誤判變得在所難免。

「這項技術的特點，就是可以將整個病

理組織變得透明，並透過連續自動掃描、

切片深度擴充，以及多疊影像的數位縫補，

得出全景的 3D數位影像，不但解析度高，

連微小的血管增生都無所遁形，可以讓診

斷更精準，也更快速。」楊嘉鈴表示，清

大生科院團隊這次送件申請教育部「新型

態產學研鏈結計畫」，就是希望結合臺灣

資通訊產業的領先技術，建構全球第一個

3D數位病理影像的雲端大數據資料庫。

在雲端資料庫的建置下，未來，病理師

在做病理診斷時，不但有完整的病理組織

圖像，更可透過標準化作業流程，追蹤病

理分析、用藥狀況與療效評估，改變全球

醫療院所的病理判讀現況。

豐富科研成果， 擴大應用範圍

身為全臺第一個成立生命科學院的學

府，結合數位影像與生物資訊的研究，向

來是清大生科院的重點方向。

重量級的國際研究成果，包含 2004年起

藉由教育部五年五百億計畫成立的「腦科

學研究中心」，所逐年建構的「果蠅腦神

經圖譜」，除了曾獲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大篇幅報導，在相關研

究的引用率更達 9成。

負責主導果蠅神經圖譜的建置，同時也

是 3D數位生醫組織病理影像計畫共同主

持人的中研院院士清大生科院院長江安世

表示，果蠅腦的神經圖譜，是研究人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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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影像 診斷更精準

清華大學：3D數位生醫組織病理影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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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站。一旦知道腦傳遞訊息的奧祕，未

來人們可能透過腦的控制，除了提升學習

能力、記憶力，甚至可以自我修復疾病。

「如果能將腦神經的運作模式，應用在電

腦運算上，當電腦的運算不再是 0和 1，人

類的未來也將有截然不同的想像。」擁有電

機博士學位，擔任此計畫協同主持人的清大

光電工程所助理研究員林彥穎補充道。

「生命科學的研究，不僅在個人生命，

被人類破壞殆盡的地球生態，也是清大生

科院關注的重點。」清大分子與細胞生物

研究所所長張大慈分享，這項計畫第一階

段的重點，雖然放在腫瘤醫學的病理診斷，

未來在結合清大「生物資源保種研究中心」

的資源下，不但可以讓臺灣的生態保育研

究與國際接軌，從動、植物，甚至礦物所

累積的龐大數據庫，也將成為更多創新產

業與研究可以汲取的寶庫。

25年深耕，如今生根

目前，這項計畫除了取得超過 20項國際

發明專利，並配合將基礎研究突破，轉譯

到實際產業應用的臨床醫師與專業人才，

將實驗室的技術轉化為產業需求。

計畫主持人楊嘉鈴表示，這項研究計畫嚴

格來說，已經進行了 25年，從 1991年生科

院成立，在 1998年得到教育部生技產業人

才培育計畫的挹注，快速進到技術開發的階

段，並在過去 10多年間，得到教育部、國

衛院、科技部多項計畫的肯定，但在產業應

用上，這個團隊才剛上路不滿 3年。

「生命科學研究，本來就是一種跨域的

整合，加上張大慈教授過去即主導許多生

醫產業的產學合作與就業輔導，產學研鏈

結的經驗豐富，專利佈局也已經完成。但

因法規建置還在初期，所以保守預估在 4

年內推動衍生企業。」楊嘉鈴指出，這項

計畫最重要的任務，還是延續以往清大生

科院在人才培育的宗旨，盡量將具創意的

年輕學子納入團隊，為我國生醫產業建立

突破性技術，並提供 ICT產業轉型契機。

清大生科院副院長楊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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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物聯網、電動車和無人駕駛技術，

讓智慧車成為全球科技大廠軍備競

賽的主戰場，如何讓電子元件兼具輕薄化、

高頻傳輸與省電等需求，成為最大挑戰。

破壞式創新，解決業界多年痛點

「由於智慧車要處理的數據更多，反應

時間更短，在高頻傳輸的需求下，過去利

用貴金屬『鈀』做為觸媒，以物理貼合方

式把導體接到非導體的技術，開始出現瓶

頸。」中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教授竇維平

分享，石墨烯金屬化技術，就是運用共價

鍵等方式，讓後段電鍍銅的厚度可任意控

制，這樣一來不但可以提高良率，更可大

幅降低成本。

竇維平指出，相較於目前傳統軟性電路

版每平方米 23美元、乾式真空濺鍍製程

32美元，石墨烯金屬化技術的售價則可降

低到 15美元以下，讓毛利率提高到大約

70％。

事實上，由於智慧型手機的輕薄化，除

了透過 3D封裝技術堆疊更多晶片，載板

的銅線密度也必須隨之提高，使得銅線寬

度必須更小。以現有技術軟板上的銅線寬

度為 30微米，下一代的電子產品，預估要

讓銅線寬度小於 15微米。

「現有銅箔技術已經可以做得很薄，但

問題是，銅箔越薄就越容易破掉，製程的

困難也就越高，加上觸媒鈀是稀有金屬，

成本已經很高，除鈀的藥水費用更高，因

此開始思考，是否可能讓載板上直接『長

出』銅來，並想到十幾年前為了替英特爾

解決問題，就曾運用導電和導熱性都很強

的石墨，開始研究用石墨烯來取代現有技

術的方法。」竇維平說道。

從 know-how，到 know-why

能解決業界多年來最困難的痛點，

和竇維平過去曾在世界先進和伊希特化

（Rockwood Electrochemicals Asia Ltd.）擔

任研發工作，多年來也始終與台、美、日、

德大廠有許多產學合作案有關。

參與教育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是

因為竇維平有個夢想——讓技術和人才根

留臺灣。他在伊希特化工作期間，曾為了

解釋當時氧化石墨技術為何能解決問題，

多次前往英特爾作簡報。「這讓我體會

到，英特爾不僅重視 know-how，更注重要

高頻傳輸 更輕、更薄、更快

中興大學：石墨烯金屬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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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why，這是為何國外大廠能持續發展

核心技術，靠智慧賺錢，而不僅是靠代工

賺錢的主因。」

竇維平語重心長地說，多年來看著外商

爭搶實驗室人才，許多較高階的技術最後

透過技轉，花落外商手上，雖然很樂見學

生有更好的發展，但也遺憾未能將研究成

果，和更多臺灣廠商合作。

業界出題，學界解題

「新型態產學研鏈結的作法，正好提供

了實驗室往前推進一步所需的資源，讓關

鍵技術透過衍生企業的創立，站在研發代

工的角度，和現有產學合作的廠商一起為

未來佈局。」竇維平說道。

也因如此，雖然石墨烯金屬化技術已做

完專利佈局，在兩層式軟性銅箔市場每年

產值都有 4億 7千萬美元的現況下，竇維

平仍將衍生企業設立的時間規劃在 3年後。

「除了實驗室結果轉為製程技術、設備

產能評估等過程，都要花時間，更重要的

是，如果要堅守研發代工的角色，就要花

時間把水平、垂直的合作廠商建立起來。」

竇維平說道。

堅守研發代工的角色，而非自己跳下去

生產，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讓衍生企

業得以脫離製造業在廠房建置、空間需求，

需要往外遷移的命運，繼續和學校保持密

切合作。

「在哈佛、MIT，衍生企業的主要目的

也是在培育人才，指導教授或許是公司的

股東，或擔任研發工作，但絕大多數是不

會離開學校的，而是繼續搭建一個平台，

透過更多研究，為未來培育更多人才。」

竇維平以 CVS分析法發明人彼德．布拉廷

Peter Bratin為例，說明布拉廷雖然是 ECI 

Technology創辦人，卻選擇將 CEO一職交

給專業經理人，自己退居為研發部副總經

理，是因為體認到好的研究人才，不一定

是好的經營者，所以選擇專業分工。

因此，除了現有的石墨烯金屬化技術，

竇維平直言，不管是以企業的角度，或身

為一個研發代工中心，都需要將更多研究

推升到製程技術。「希望為臺灣的轉型，

多做一點事。」竇維平說道。

中興化工系教授竇維平（前左 2）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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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教育獎

繼
2013年，第一次參加國際運動賽事，

就在保加利亞聽障奧運拿下空手道

銅牌，兩年後，又在亞太聽障運動會以標

槍奪金。別人窮盡一生，都不一定能拿下

的國際桂冠，邱奕皓竟能橫跨兩個領域，

且都表現傑出，已是難能可貴。

但更難得的是，邱奕皓的起步很晚。國

中就讀臺北市民族國中體育班的他，原

本主攻籃球，「因為學校的主力在籃球，

但因為我的位置是前鋒，常聽不到隊友傳

球的指令，造成失誤，所以我很早就清楚

自己在籃球場的發展會有限制。」邱奕皓

說道。

樂觀加信任，轉劣勢為優勢

生在五口之家，四位家人都有著重度的

聽覺障礙，原本聽力正常的邱奕皓，國小

時卻因一場感冒，因前庭導水管擴大症逐

漸失去聽力。「情況是從輕度慢慢變嚴重，

幸好國中以後就停止惡化了，停留在聽損

95分貝。」邱奕皓說。在電子耳的輔助下，

除了傾聽時特別專注的神情，你很難從邱

奕皓的日常對話看出他的不同。

樂觀，知足，所以沉靜——這除了是接

觸邱奕皓一定時間後，很容易觀察到的特

質，也是邱奕皓在場上能克敵致勝的重要

原因。

邱奕皓2016 總統教育獎得主

加倍努力，
讓現實與夢想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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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當你在場上看到對方氣定

神閒，教練也很少下指導棋，你反而會慌。

奕皓就屬於這樣的選手，因為平常按部就

班的照教練的指示訓練，上場時和教練有

著充分的互信感，反而會讓對方摸不透。」

臺北啟聰學校空手道教練莊育豪指出，以

同量級的選手來說，邱奕皓 170公分的身

高其實是劣勢，但因成就動機強，又很信

任教練，讓他在場上常有很好的表現。

雙料專才，來自大量練習

但沉靜的前提，必定來自於大量的基礎

練習。邱奕皓雖然從高中才開始轉戰田徑

場，又因接觸空手道後，難以在標槍和空

手道間取捨，邱奕皓最後的決定是——兩

項都不放棄。這代表他必須比別人花更多

時間練習。除了高中奠基期的魔鬼訓練，

保送中國文化大學後，為了回臺北啟聰學

校繼續接受曾為國手的莊育豪指導空手道，

常是從文化練習到五點後，又騎著車風塵

僕僕的下山到臺北啟聰學校參加晚訓。

「這樣的好處是熱身很充足，脫掉安全帽

以後就能開始訓練啦。」從邱奕皓一逕的樂

觀，感覺很難從他身上找到什麼弱點。「其

實有的，莊教練就說，我是遇強則強，遇弱

則弱型的選手，可見我的穩定度還不夠。」

比別人早到，比別人晚離開

不過，或許就因為國中在籃球場上的訓

練，高中以後又同時練習標槍與空手道，

也讓邱奕皓比起一般專注於單項競技的選

手，將更多套劇本自然融入肢體的記憶中。

「空手道屬於對抗性、接觸性的競技，

要比對方更快觸及，又不能真正打到，需

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好的策略、判斷，

要拿到很好的分數，還得抓住場上所有人

的心。」莊育豪認為，這除了要大量練習，

也必須從書籍、別人的競賽，甚至其他運

動項目去揣摩、想像。邱奕皓過去在籃球

場上的戰術訓練，從標槍所訓練的柔軟度、

爆發力與流暢度，對空手道來說，都是很

重要的基礎。

「但最重要的是，奕皓通常是比別人早到、

比別人晚離開。能成功的人，無論天資如何，

勤，一定是基本的前提。」莊育豪說道。

而為了延續自己的運動生涯，才剛從文

化畢業的邱奕皓，已考取臺北市環保局的

工作。

「因為這個工作很穩定，每天四點半下

班後，我就可以繼續練習空手道。」邱奕

皓分享，為了參加 2017年在土耳其的聽奧

空手道比賽，練習量就絕不能減少，幸好

有這個穩定的工作，讓他安心很多。

從邱奕皓身上，除了看到對成功的運動

員來說，沿路的障礙，只是用來對打的沙

包，用以跨越的障礙賽欄架。邱奕皓憑藉

一己之力，也要讓現實與夢想得以平衡的

努力，也分外令人動容，激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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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高教創新

去
年柏林時裝週的舞台上，一個

對大眾來說還有些陌生的品牌

PRAXES，由於將神祕的東方元素，成功

混搭在嘻哈文化、正式西服中，成功謀殺

不少底片。

事實上，在各大國際時裝週裡，PRAXES

早已是熟面孔，除了 2012年在西班牙國際時

裝週勇奪最佳評審獎，2013年起連續 3年在

英國倫敦國際時裝週榮獲最佳新銳設計師首

獎，也陸續進軍紐約、柏林與巴黎。

實踐大學PRAXES

面向國際，
打造未來設計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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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伸展台，走向消費者

臺灣在服裝設計的土壤，從每年國際競

賽的名單，與眾多在世界舞台大鳴大放的

華裔設計師身上，成果毋庸置疑。但這片

土壤在多年來，始終只能培植「明星」，

而無法打造「產業」。

這也讓 PRAXES特別令人驚豔，因為這

品牌不只走上擁擠的國際伸展台，更打入

大眾市場中。由於個性化中兼具實穿性的

品牌定位，PRAXES在美國成功打入 25到

35歲的年輕上班女性族群，動輒 200、300

美元的定價，常是供不應求。

「供不應求不是為了飢餓行銷，而是

這個品牌本就是讓學生瞭解，從設計到產

銷，要經過多少環節、集合多少人的努

力，才能走下舞台，接觸消費者。」身為

PRAXES掌舵者，同時也是實踐大學服裝

設計學系系主任的許鳳玉說道。

是的，PRAXES的成員仍是學生，隸

屬於實踐大學設計系所的這個品牌，其實

是一個研究所課程。在這個培育出無數服

裝設計明星，同時被美國《商業週刊》

（Businessweek）評為國際級最佳設計學院

的學府，從 2012年開始以「產學實驗基地」

為定位，將碩士班分流，其一延續以往碩士

學位的課程規劃，供服裝設計系畢業生深

造，另一個班級則開放錄取企管、新聞、視

覺傳播、外語甚至是航運管理人才進駐，讓

這個多元團隊實際運作一個服裝品牌。

跨域團隊，打造產學實驗基地

成立 PRAXES，是因為 2010年服裝設計

系系所合一後，許多資源更可以加速整合，

加上看到畢業後自創品牌的設計師也逐漸

多了起來。「希望可以為這些學生多做點

什麼。」許鳳玉說道。

「以往，我們雖然透過許多產學合作案，

讓學生藉由品牌大廠和想發展自有品牌的

通路商，去瞭解產業的運作。但從多數新

秀畢業後，仍是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況，我

們知道這是不夠的。」許鳳玉指出，在逐

步透過課程的修改、吸引跨域人才參與後，

2012年才摸索出 PRAXES的雛形。

許鳳玉指出，一個好的設計師，需要將

自己原生特質不斷拋光磨亮，這和融入產

業，甚至組成團隊自創品牌的過程中，所

需的大量溝通、合作甚至互相妥協，在本

質上是有所衝突的。

「所以，碩士班是最適合的時間點，在

有足夠的基本訓練，並摸索出自我後，再

透過實境演練的教學模式，讓設計師和不

同專才的人才一起工作，才能培養出整合

型人才。」許鳳玉說道。

一條龍訓練，體驗品牌建立過程

因此，在 PRAXES上課，無論背景來自

於服裝設計、管理、傳播或其他領域，除

了可以接受來自歐美各國的明星師資，從

服裝史、服裝構成製作、織品材料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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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的新創公司，但在公司成立之初就明

訂了所有獎懲與分潤辦法，讓參與的學生

都真實去負擔成本壓力，未來共享成果。

「但為了給學生及時的鼓勵，快閃店的

盈餘是可以直接分潤的。」許鳳玉補充，

但對學生而言，最重要的不只是分潤，「除

了過程中學到的經驗，在 PRAXES所接觸

的廠商名單和資源，始終是透明公開的，

也歡迎學生畢業後善加利用的，這些才是

PRAXES給學生最大的資產。」

人才育成，才是最重要的產品

雖然，PRAXES成立不到 5年，

在國際時尚舞台已有亮眼成

績，以美國市場為起始

的品牌之路也逐漸站

穩腳步。但以企業的

角度審視，PRAXES

還不算一個成功的

新創公司，原因就在

於它畢竟以「人才的

育成」為第一要務，所以

比起逐漸趨向平衡的財報，目

前兩屆下來，共有兩位設計師獨立出去

自創品牌，反而是這些老師最樂見的。

「目前，PRAXES仍只是報部的學校附

屬機構，主軸仍在於實驗教育，還不急於

成為衍生企業。」許鳳玉指出，目前初期

運作的資金，有一大半是系上老師樂捐，

腦打版，到產業實務的紮實訓練，每個人

也都需走過商展、接單、尋找代工、打樣、

大貨生產到出貨、報關等流程。

所以，每次參加海外商展時，10多人扛

著 2、3倍大行李箱出國是家常便飯，但拿

到訂單後才是考驗的開始。因為在大學部

的實習中，老師還會協助提供廠商，但到

了研究所，從外銷訂單到國內百貨公司快

閃店的所有接洽，都由研究生自己打理。

「很多時候連找布料，都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比起國外品牌大廠的訂單，PRAXES的

量體太小，紡織廠是無法專為我們提供專屬

布料的，所以除了到處看展、

四處去找零碎的庫存布，

印花常是我們可以彌

補布料限制，創造

特點的方法。」

許鳳玉說道。

堅持由學生獨

力完成，是為了

讓學生實際體驗在

產業中，一個產品在

脫離畫筆後，需要經過多

少工序、會有哪些成本、要和多少

人通力合作。

許鳳玉說，放手，是為了讓學生「玩真

的」，包含每次訂單的盈虧，雖然不像產

學合作案一樣，可以提撥 80％給學生，畢

竟產學合作是專案，PRAXES是一個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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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份則是系上的資金出借給 PRAXES

的。「因為用的是自己人的錢，空間比較

大，不容易受限制。」

這也是為什麼在許多企業招手，表達投

資意願的情況下，PRAXES目前仍以產學

實驗基地自居，不急著完全變身「企業」

的原因。

許鳳玉說，除了現有的機制，對廠商而

言，PRAXES仍可以做為原創品牌設計

（OBM, 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的策

略夥伴，對學生來說，更可完整參與品牌

成立的所有實務過程。

穩紮穩打，是為了在 PRAXES摸索出明

星到產業的養成之路後，可以透過遠距教

學、國際工作營、彈性學習平台等方式，

擴大影響力，讓更多有志從事時裝產業的

人才，可以善加運用這個平台。

「未來的目標，是將臺灣打造成一個設

計基地，在協助人才走進國際市場時，還

能把根留在臺灣。」許鳳玉說道。

實踐 PRAXES團隊，右 6為服裝係系主任的許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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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變化快速，不斷顛覆既有產業競爭邏輯，「從知識到能力」成為

未來人才的關鍵DNA。在實作風潮下，各國政府無不更加積極投資技

職教育。

「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從2013年實施至今，共補助12所科技大學

與4所產學研發中心，歷時4年，已初見改革成果，重塑臺灣技職教

育新典範。

技職典範 實作發光

Light UP
典範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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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所典範科技大學

生態與設計、物聯網及雲端技術與應用、綠能技術、

智慧電動車技術、感測器技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效能電源、雲端聯網系統、綠色智慧節能系統、產業設備與材料、

高階醫療器材、服務設計與創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農業與健康生技產業、綠能科技產業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智慧綠建築產業、休閒電動車產業、智慧生活產業、智慧自動化產業、

自行車產業、文化創意產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智慧製造精密模具、智慧電能與電動車、智慧生活與雲端照護、

智慧防災與綠色文創城市、生產力4.0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綠色科技、文化創意、智慧生活、精密機械崑山科技大學

餐旅產業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精密機械、光機電整合、民航技術、農業生技、生產力4.0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產業災害預防與控制、全方位模具產業技術、流通產業創造服務價值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工具機產業、綠能科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微奈米級加工技術、情感導向環場互動式動漫創作技術、

創新機構設計與應用技術、生技保健產品及蛋白質生產技術、

先進動力與能源(綠能潔淨)、通訊系統基礎技術、高階醫療器材基礎技術

南臺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文創與文保正修科技大學

發展之重點產業領域學校

材料永續利用技術、農業生技應用技術遠東科技大學 

化妝品產業、健康醫護臨床實務、食品產業實務弘光科技大學

電漿與雷射應用技術、嵌入式系統關鍵實務應用技術、行動裝置微小化技術、

文化觀光產業行動社群導覽技術、企業資源規劃暨雲端產學實務應用
龍華科技大學

護理人力發展、健康照護產業發展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發展之重點產業領域學校

4所產學研發中心

連結產業，建立特色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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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跨校研發團隊大爆發。從 29個成長到

154個，成長率 431%，讓大學技術研發呈現

空前進步。

企業及跨校聯盟之研發團隊

參與跨校策略聯盟之技專校院校數

29

318

154
95

101年 105年 105年101年

4年成長
431.03%
▲

▲

4年成長

234.74%

產學、跨校合作激增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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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業師大幅躍升實力
硬體上，建置 68座多功能實習工廠、18項

特定生產線模擬設施、38個研發成果量產

測試中心、23個產品設計中心、34個產

學營運中心及 13個創新育成中心，提升

推動實務教學所需設備與環境。軟體上，

專任教師具備業界實務經驗人數比例成長

21.31％，業界專家擔任協同教學師資課程

數高達 7,108堂。

7,108

3,607 3,901
2,613

4年成長
12.54%
▲4年成長

21.31%
▲

101年 105年 105年101年

專任師資具備業界實務經驗人數

業界協同教學師資課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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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成長
45.47%
▲

參與產學合作之碩、博生數

12,710

4,023

101年 105年

貼近實務，不談理論實作
近 6成 4碩、博士生曾參與產學合作案，

105年度有 12,710位研究生從實作中，

貼近產業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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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創新、創業三創
16校育成中心年回饋總收入大幅增加至

9,583萬元，成長率達 245.7％。專利件

數一年產出 1,361件。新創事業家數，

一年有 92家，為臺灣產業注入活水。 

育成中心年回饋收入

2,772萬

9,583萬
4年成長
245.7%
▲

105年101年

101年 105年

33.90%

19,755

8,829

4年成長
44.14%
▲

應屆畢業生校外實習人數

做中學，落實技職王道實習
典範科大每 10位畢業生，即有近 8人曾參

與校外實習，比例成長 2.3倍，參與人數達

19,755人，部分實習地點更遠赴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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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IN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而大專校院

在區域資源配置上，更是獲得政府關注及

投入，因此大專校院應透過主動積極合

作，帶動所在地區繁榮與發展，實踐大學

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教育部將自 106年啟動「大學在地實踐

聯盟」，由聯盟研擬於續年提出「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計畫），推動

各大專校院實踐社會責任。本計畫採籌備

期及執行期兩階段的推動作法。

一、106年籌備期：啟動「大學在地實 

踐聯盟」

1.分區成立聯盟：預計於全國北區、

中區、南區、東區，成立 8到 10個由大

專校院、產業聚落、區域發展組織及地方

政府所組成的跨界聯盟，盤點在地發展需

求議題，發動聯盟內的學校對接在地文化

及產業發展需求。每個聯盟由一所技專校

院及一所大學擔任共同召集的「雙軸心學

校」，擔負資源串聯與整合運作的角色，

秉持「成功不必在我」的信念，帶動夥伴

學校走出學術象牙塔，對焦產業需求，融

入社區發展與人文脈動。

2.設定區域目標：由「雙軸心學校」校

「大學在地實踐聯盟」啟動

為強化大專校院與區域連結合作，實踐

大學社會責任，培育對在地發展能創造價

值的大學生，教育部宣布將自 106年啟動

「大學在地實踐聯盟」，未來需中央部會、

地方政府、產業聚落公協會、社區團體、

大專校院共同合作，創造符合在地城鄉、

產業及文化發展的創新價值。

「大學在地實踐聯盟」以一所技專校

院及一所大學共同擔任聯盟的「雙軸心學

校」，引導夥伴學校師生組成計畫與執行

團隊，在區域發展上扮演關鍵的地方智庫

角色，主動發掘在地需求、解決問題，透

過在地優勢分工合作，協助區域整合，帶

動中小企業及社區文化的創新發展；藉由

學習的過程，也讓大學生感受到「被社區

需要」，凝聚對區域發展的認同。

「一個偉大的城市應該要有一所偉大

的大學！」教育部政務次長陳良基表示，

臺灣有 158所大專校院，約 123萬名大學

生，是極具協助社會進 的動力來源。現

代企業在經營與追求獲利的同時，會結合

企業能力為社會與環境做出具體貢獻，

此為各界熟知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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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產業聚落代表、區域發展組織代表及

地方政府共同組成「區域指導委員會」，

作為連結整合資源及決定資源挹注的重要

機制，共同設定區域發展所需的人才培

育、城鄉發展、產業創新及在地價值創造

等目標。

二、107年執行期：提出「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USR計畫）

1.提出實踐計畫：各聯盟研擬可能創新

城鄉、產業及文化發展，對區域富有價值

意義的實踐方案，向教育部提出 USR計

畫申請。經審核通過，由教育部補助經費，

協助大專校院具體行動，活化在地發展。

2.鼓勵跨域整合：期待透過各聯盟研

擬的多元類型 USR計畫，同步鼓勵教師

帶領學生以跨系科、跨團隊、跨校聯盟的

結合力量，運用各自專長與所學，協助產

業與文化發展，激發學生在地就業或在地

創業的意念。此外，區域內有潛力的隱形

冠軍也可就近尋求大專校院的技術研發支

援，讓在地產業及民眾感受到大專校院的

存在對區域發展有實質助益。

「大學在地實踐聯盟」將以技專校院與

產業公協會合作的經驗為基礎，結合一般

大學對人文及社會的研究與關懷，透過分

區聯盟的型式，串聯起全臺 87所技專校

院、71所大學，以「在地連結．區域合

作．社會創新」為願景，採取具體實踐行

動，達成四大核心任務：一、強化區域產

學鏈結，協助在地產業發展與升級；二、

連結區域學校資源，協助城鄉教育發展；

三、整合部會與地方政府資源，挹注在地

發展；四、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師生

社會創新。

教育部預定 1月中旬前受理聯盟計畫申

請，2月完成各區域聯盟雙軸心學校的評

選作業。未來將由教育部每 2年考核聯盟

運作，以確保聯盟所推動執行的 USR計

畫對在地發展達到最大效益。

資料來源：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http://depart.moe.edu.tw/ED2300/News_Content.aspx?n=5
D06F8190A65710E&s=F07084151BAB58C2

新型態產學研鏈結，打造獨角獸

教育部、科技部、經濟部為重塑產學

研夥伴關係，共同整合資源，有效鏈結學

研創新研發、人才培育、知識移轉機制，

以擴大科研成果之社會經濟效益，規劃於

106年度推動「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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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連結學界及研究法人之研發能量，

組成具前瞻科學、技術實務、市場開發能

力的超級團隊，以創造科技研發的最大價

值及社會效益，建立世界一流新創公司

（spin-off），或加入國內傑出企業提升其

產業技術（spin-in）。

目前已擷取出 53件具有商業化潛力之

構想書，鏈結 23所大專校院與 30個研究

法人單位成員共同合作，打造出挑戰下世

代創新動能、期待未來能催生市場估值超

過 10億美金的「臺灣新創獨角獸」。「新

創獨角獸」（Unicorn），國際上泛指市

場估值達 10億美金之創業團隊。

此外，將由教育部、科技部、經濟部共

同召集，籌組跨國專家輔導團，擔任能一

眼識出未來獨角獸的伯樂，矽谷重量級創

投並已答應來台協助，提供加速孵化過程

中所需相關資源，開創產業發展新境界。

教育部表示，本年度還在試辦階段，先

由頂大和典範科大等 25校聚焦「5+2產業

創新領域」（亞洲矽谷、生技醫療、綠能

科技、智慧機械、國防航太、新農業、循

環經濟），提出構想書計 184件，經過去

年 9月及 11月兩次挑選，擷取出 53件具

有商業化潛力之構想書，其中包括 23所

大專校院與 30個研究法人單位共同合作。

教育部政務次長陳良基強調，計畫構

想書的擷取有別於以往以學界為主的審

查方式，改由產業界及創投界代表擔任

委員，以挑選有獨角獸潛力的團隊為主。

未來將持續徵求好的案源，創造我國產

業更大效益。

為使學校充分掌握新型態產學研鏈結

精神，教育部曾逐一和團隊進行面談，未

來將辦理相關研討會，以輔導計畫團隊撰

寫商業計畫、媒合創投資源等，創造團隊

最大價值。

資料來源：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http://depart.moe.edu.tw/ED2200/News_Content.aspx?n=9
0774906111B0527&sms=F0EAFEB716DE7FFA&s=59D
65B7167F1BA2B

臺日合作提升第二外語教學

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於去年 11月代表

教育部，與日本交流協會簽署語文教育交

流合作備忘錄。該備忘錄為兩會間首件之

教育領域合作文書，今後雙方透過語文教

育人員與學生之交流，共同提升語文教育

水準。

在全球化潮流下，臺日兩國教育機關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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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為引導國內大學附設華語中心

自我檢視，協助輔導受評單位自我改善並

提升經營品質，進而精進國內優質的華語

教學環境，達成吸引外國人來臺灣學華語

的目標。105年試辦大學附設華語文教育

機構評鑑，評鑑結果為「通過」者計有 9

所華語中心，「有條件通過」者計 4所。

一、華語文教育機構試辦評鑑計畫進

入 第 2年

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試辦評鑑計

畫」申請試辦評鑑對象為國內大學附設華

語中心，採自願申請參與評鑑方式辦理，

規劃原則以 3年為一評鑑週期，於 104年

首次辦理，105年為第 2年，組成專業評

鑑訪視小組赴全國 14所大學附設華語中

心進行評鑑訪視。

本次試辦評鑑共分「組織目標與行政運

作」、「師資與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設計與教學」、「學生學習與輔導」及「教

學環境與資源」5大面向，105年將 34個

評鑑指標合併精簡為 30個評鑑指標。

二、105年華語文教育機構試辦評鑑結果

至 105年 11月 30日止，共計 45所大

學附設華語中心得自境外招收華語生，其

中參與 105年華語文教育機構試辦評鑑者

極推動國際化教育，雙方交流密切，兩國

各級學校交流人數，年年成長。依據教育

部統計，我國高中職第二外語科目中，選

修日語人數最多，計有 966校開設，3.2

萬名學生選讀。在日本學習中文情形也相

當普遍，依據日本文科學省統計，日本高

中職第二外語中選修中文人數最多，計有

517校開設，選修人數約 2萬人。由於兩

國高中職有眾多學生學習對方語文，該備

忘錄實施初期，將以開設第二外語之高中

職為交流對象。

該備忘錄簽署後，交流合作事項即生

效，雙方將先合組工作小組研商實施細

節，目前規劃互派語文教育人員至對方之

學校觀摩課堂教學，交換教學方法與經

驗，合作提升語文教育水準，並與學生交

流，增進對彼此歷史、文化之了解，達到

親善友好之目的。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http://depart.moe.edu.tw/ED2500/News_Content.aspx?n=7
9D4CEEC271FCB57&s=3500EC2990952151

華語文教育機構
試辦評鑑結果公布

教育部辦理「華語文教育機構試辦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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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6所大學附設華語中心，評鑑結果為「通

過」計 5所、「有條件通過」計 1所；另為

能對外招生而首次申請試辦評鑑者的評鑑

結果為「通過」計 4所、「有條件通過」計

3所，因此自 105年 12月開始，共有 52家

華語中心得自境外招收外國學生來臺研習

華語，52校一覽表可至教育部國際及兩岸

教育司 -主題專區 -華語教育 -核准境外招

生華語文研習機構網頁查詢。

本次試辦評鑑結果，計有中原大學推

廣教育中心華語文中心、逢甲大學華語文

教學中心、國立東華大學華語文中心、國

立清華大學華語中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華語文中心、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華語

組、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國際華語研習

所、朝陽科技大學語言中心華語教學組及

萬能科技大學華語教學中心及等 9校華語

中心通過；另世新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

南華大學華語中心、南臺科技大學華語中

心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華語中心等 4校華

語中心為有條件通過。「通過」及「有條

件通過」者，皆可招收境外華語生。

教育部表示，為輔導我國華語文中心提

升其整體營運品質，業於 105年 9月 14

日訂定發布「教育部輔導及補助華語文中

心優化要點」，依本要點第3點規定：「華

語文中心經本部華語文教育機構（試辦）

評鑑者，於評鑑後，得依本要點申請優化

輔導及補助」，以協助華語文教育機構全

面提升其辦學品質，俾提供來臺學習華語

文的外國人優質學習環境。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http://depart.moe.edu.tw/ED2500/News_Content.aspx?
n=79D4CEEC271FCB57&s=D0B3977DA42B2B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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