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欄1 所屬學院 單位系所 主持人 經費來源 計畫名稱/
可能產生之智慧財產權型式 (專利、營

業秘密、Know-how、著作權、品種

權、商標)

1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陳景祥 科技部 玻璃纖維強化溴化型環氧樹脂之耐燃拉擠成型複合材

料研究 專利、Know-how

2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陳景祥 科技部 以拉擠成型法製備纖維/水性聚氨酯之熱塑性預浸材 專利、Know-how

3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曾梨子 科技部 利用超臨界二氧化碳合成應用於組織工程的孔洞支架

複合材料 專利

4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曾梨子 科技部 利用超臨界二氧化碳合成應用於組織工程的孔洞支架

之生物相容性複合材料 專利、Know-how

5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洪敏雄 科技部 基於虛實整合技術開發智慧製造服務平台 專利、Know-how

6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洪敏雄 科技部 基於容器虛擬化技術與微服務之新一代智慧製造服務
平台 專利、Know-how

7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楊泰寧 科技部 以蒙地卡羅樹搜尋與深度學習為架構的象棋程式 專利、Know-how

8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楊泰寧 科技部
雙層疊工作層級運算系統及其電腦遊戲之應用－子計
畫三：定影式幻影電腦對局與雙層疊工作層級運算系
統

專利、Know-how

9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劉宗慶 科技部 以感知不和諧度量測理論與DSP方法辯證中國古代曾
侯乙編鐘的音階設計 專利

10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江沅晉 科技部 雙套管式熱管應用於水耕栽培養液溫度控制技術之研
究 專利

11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江沅晉 科技部
台灣的永續都市化與水-能源-糧食鏈結決策支援系統
之研究－子計畫三：都市化與水-能源-糧食鏈結:耗能
元素探討與節能技術(2/3)

專利、Know-how

12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江沅晉 科技部 創新型移動式空調機之開發與研究 專利、Know-how
13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柴昌維 科技部 急診用平移式移位照護推床先期評估之研究 專利
14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柴昌維 科技部 病患移置床椅裝置開發之研究 專利
15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鐘文遠 科技部 過指定之空間機構的合成與探討 營業秘密、Know-how

16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數位機電碩士
班

蘇國和 科技部
植基於回饋式物聯網之行動輔具設計與效能評估－子
計畫三：以循環式類神經網路為基礎之身心狀態評估
系統開發

專利、Know-how

17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數位機電碩士
班

蘇國和 科技部 以雲端結合樹梅派為基礎之無人搬運機器人之夾爪與
導引系統開發 專利、Know-how

18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數位機電碩士
班

蘇國和 科技部 多台搬運機器人路徑導引系統之實現及其在智慧工廠
之應用 營業秘密、Know-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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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推廣

推廣教育部國
際企業管理學
系碩士在職專
班

顏敏仁 科技部 智慧城市設施整合維護管理系統動態決策支援模式之
建置 營業秘密、Know-how

20 推廣

推廣教育部國
際企業管理學
系碩士在職專
班

顏敏仁 科技部 綠色產業開放式創新經營決策支援系統之商業應用研
究 營業秘密、Know-how

21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蘇世顥 科技部 開發臺灣都會區極端降雨事件之人工智慧預警技術 專利、Know-how

22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蘇世顥 科技部 發展大台北地區梅雨季劇烈降雨事件人工智慧預警模
式 專利、Know-how

23 理學院 化學系 蘇平貴 科技部 新穎性穿戴式化學感測器 專利

24 理學院 化學系 蘇平貴 科技部 綿質氣體感測器陣列及超高感度室溫型二氧化硫氣體
感測器的製備及感測訊號的辯識 專利、Know-how

25 理學院 光電物理學系 蘇莉真 科技部 侷域表面電漿共振相位頻譜之研究：發展新型多重測
定生物感測技術 專利、Know-how

26 理學院 地質學系 陳柔妃 農委會相關單位 運用雷達衛星影像進行大規模崩塌潛勢區之地表觀測
與變形量分析 營業秘密、Know-how

27 新傳學院
資訊傳播學系
（所） 戴維良 科技部 可定位竄改與自我還原之無失真影像驗證技術 專利、Know-how

28 新傳學院
資訊傳播學系
（所） 戴維良 科技部 應用於第二螢幕之可防範側錄之數位教材版權保護系

統 專利、Know-how

29 農學院
生物科技研究
所 黃鵬林 農委會相關單位 文心蘭喜姆比蘭嵌紋病毒與齒舌蘭輪點病毒雙重病毒

抗性基因轉殖之開發 營業秘密、Know-how

30 農學院
生物科技研究
所 黃鵬林 農委會相關單位 文心蘭乙烯訊息傳導雙重基因默化轉殖延長花期之研

究 營業秘密、Know-how

31 農學院
森林暨自然保
育學系 謝佳宏 農委會相關單位 生物防治法之開發及應用 營業秘密、Know-how

32 農學院
森林暨自然保
育學系 謝佳宏 農委會相關單位 生物防治法之開發及應用 營業秘密、Know-how

33 農學院
森林暨自然保
育學系 謝佳宏 農委會相關單位 生物防治法之開發及應用 營業秘密、Know-how

34 農學院
園藝暨生物技
術學系 阮素芬 農委會相關單位 油茶種苗嫁接繁殖技術 營業秘密、Know-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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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農學院
園藝暨生物技
術學系 陳麗如 農委會相關單位 海芋之育種研究 品種權

36 農學院
園藝暨生物技
術學系 陳麗如 農委會相關單位 熱帶觀賞水草健康種苗量產技術之開發 營業秘密、Know-how

37 農學院
園藝暨生物技
術學系 陳麗如 農委會相關單位 海芋之耐熱及抗病育種研究 品種權

38 農學院
園藝暨生物技
術學系 陳麗如 農委會相關單位 熱帶觀賞水草健康種苗量產技術之開發 營業秘密、Know-how

39 文學院 哲學系 陳振崑 科技部 自覺心、德性我與交互主體性 : 勞思光之儒家德性論
的當代探索 著作權

40 理學院 地學研究所 周昆炫 科技部 使用全球閃電資料探討颱風強度變化及結構特徵研究
(III) Know-how

41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張瓊文 科技部 以CAM5-SIT模式研究土地覆蓋變化驅動的氣候變化--
海洋大陸區域去森林化 Know-how

42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王嘉琪 科技部 海溫變異對經向能量傳送的影響 Know-how

43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劉清煌 科技部 大氣科學共用資料服務平台--大氣研究資料庫計畫
(108年) Know-how

44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蘇世顥 科技部 台灣長期鋒面系統變化與氣候變遷情境下台灣地區鋒
面系統降雨推估 Know-how

45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黃士銘 科技部 海洋暖渦對熱帶氣旋強度變化之研究與探討 Know-how

46 理學院 光電物理學系 蘇莉真 科技部
侷域表面電漿共振相位頻譜之研究：研發金屬奈米粒
子特徵相位頻譜之編碼、分析技術及其在多重生物感
測領域之應用

Know-how

47 理學院 光電物理學系 程思誠 科技部 極化激子凝聚態受磁場作用下的非平衡與非線性現象
的研究 Know-how

48 理學院 化學系 鄭豐裕 科技部
開發同時具有光熱治療/光動力治療/化學治療/氧氣釋
放四合一之多功能奈米複合材料改善腫瘤治療策略和
效率(1/2)

Know-how、專利

49 理學院 化學系 陳輝龍 科技部 利用理論計算方法分別探討甲醇燃料電池之改良與石
墨烯衍生物於感測器之應用(1/2) Know-how、專利

50 理學院 化學系 蘇平貴 科技部 環境空氣品質物聯網之氣體感測元件開發(1/2) Know-how、專利

51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張鈞智 科技部 設計高選擇性混合價催化劑用於二氧化碳還原反應的

計算研究 Know-how

52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鄭文巧 科技部 模糊函數系統之條件熵與碎型維度現象 Know-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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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理學院 地質學系 郭欽慧 科技部 以氫氧同位素與地球化學方式界定地熱區熱水循環-以
土場清水的熱區域為例 Know-how

54 理學院 地質學系 劉佳玫 科技部 以中性溫泉區的岩芯特徵探討大屯火山群地區之氣-
水-岩反應關係 Know-how

55 理學院 地質學系 黃瑞德 科技部 台灣地區地震震源歷時、輻射能量、破裂速度與地震
矩的關係研究(III) Know-how

56 理學院 地質學系 陳柔妃 科技部 利用多時序合成孔徑雷達干涉技術探討台灣深層重力
變形之活動性與運動行為 Know-how

57 工學院 紡織工程學系 賴秋君 科技部 生質奈米纖維素纖維複合材料與其高值化應用(2/2) Know-how

58 環境設計學
院

建築及都市設
計學系 張效通 科技部

結合動態都市探針建構智慧都市之三維熱環境雲端資
訊系統-以動態無人機影像辨識及空間形構法探討街道
綠視率對熱環境之影響

Know-how

59 環境設計學
院

建築及都市設
計學系 楊欣潔 科技部 住宿式長照服務機構之離室避難界限時間簡易評估表

與FIG參考準則之研究 Know-how

60 商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
學系 顏敏仁 科技部 永續城市建設與智慧治理服務體系整合之策略架構管

理系統發展 Know-how

61 工學院 紡織工程學系 賴秋君 科技部 改質聚醯胺之雙分子界面活性劑製備、界面性質分析
及以田口法分析其 染整加工條件最佳化研究 Know-how

62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劉宗慶 科技部 使用Max/Msp互動式軟體即時合成曾侯乙編鐘鐘音的
研究 Know-how

63 新聞暨傳播
學院 資訊傳播學系 戴維良 科技部 具隱私保護的可逆式浮水印與資料檢索技術 Know-how、專利

64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江沅晉 科技部 創新型移動式空調機之開發與研究(Ⅱ) Know-how、專利

65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曾梨子 科技部 利用超臨界二氧化碳合成生物相容性複合材料應用於

組織工程的孔洞支架 Know-how

66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張玲玲 科技部 內分泌干擾化學物質-壬基酚對人類前脂肪細胞的作用

機轉 Know-how

67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鐘文遠 科技部 空間機構CS-3SS的合成設計 專利

68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杜翰艷 科技部 整合同調條紋投影暨數位全像術於三維複合表面成像
之研究 Know-how、專利

69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洪敏雄 科技部 具備持續整合交付與巨量資料處理能力之新一代虛擬
量測服務平台 Know-how、專利

70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黃正自 科技部 純反饋延遲系統之間接適應性類神經控制與應用 Know-how

71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謝劍書 科技部 基於泛用型估測架構之精簡智慧型未知輸入及系統狀
態估測器設計研究 Know-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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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農學院 園藝暨生物技
術學系 林信宏 科技部 利用玉米ZmSCR上游轉錄因子以增加水稻產量 Know-how、專利

73 農學院 森林暨自然保
育學系 謝佳宏 科技部 赤眼卵寄生蜂種間競爭及其在生物防治上的應用 Know-how、專利

74 理學院 化學系 賴昱衡 科技部 以UVB誘導斑馬魚模式篩選早期生物標記並建立膠原
蛋白功能篩選平台 Know-how

75 農學院 保健營養學系 張維棠 科技部 天然多酚延緩老化誘發之肌少症研究 Know-how

76 社會科學院 國家發展與中
國大陸研究所 趙建民 科技部 中央地方利益衝突下中國地方政府行為之研究：以重

慶和成都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政策為例(2/2) 著作權

77 教育學院 心理輔導學系 江學瀅 科技部 視覺藝術精進專業者的職業生涯發展之敘事探究 著作權
78 文學院 哲學系 林斯諺 科技部 分析詮釋學與其相關議題 著作權
79 商學院 國際貿易學系 聶瑋瑩 科技部 經理人績效欠佳與股東財富效果 著作權
80 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江長唐 科技部 探索e化觀光知識地圖 – 關鍵字分析 著作權
81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張瑞雲 科技部 多要素與多產品下的廠商間技術授權 著作權

82 外國語文學
院 韓國語文學系 張秀蓉 科技部 台韓現當代小說家的創傷與療癒書寫-以郭松棻與玄基

榮小說為例 著作權

83 文學院 史學系 林冠群 科技部 吐蕃大論尚綺心兒研究 著作權

84 外國語文學
院 日本語文學系 徐興慶 科技部 日本「水戶學」史觀的形成與近代化轉型研究 著作權

85 外國語文學
院 日本語文學系 黃美惠 科技部 台日‧日韓之戰後處理的比較研究–以原日本兵的補償

問題與歷史記憶為中心 著作權

86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廖志興 科技部 創新、自動化、與通貨膨脹：熊彼特成長模型 著作權

87 外國語文學
院 俄國語文學系 王怡君 科技部 季娜ꞏ魯賓娜「科爾多瓦的白鴿」中之色彩圖景與寫畫

探討 著作權

88 藝術學院 中國音樂學系 孫俊彥 科技部 臺灣琴人之古琴絲絃使用經驗與偏好 著作權
89 商學院 會計學系 呂學典 科技部 改善公司治理:現金流量權與兩權偏離的角色 著作權

90 商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
學系 張志宏 科技部 集合競價市場下單速度、透明度與獲利之研究 著作權

91 文學院 哲學系 何畫瑰 科技部 柏拉圖中的語言再現與藝術再現 著作權

92 新聞暨傳播
學院 資訊傳播學系 謝翠如 科技部 基於複雜空間預覽應用的虛擬實境使用者研究(II) 著作權

93 外國語文學
院 韓國語文學系 許怡齡 科技部 東亞視域中的《朱子家禮》–以韓越《家禮或問》相關

文獻之比較為中心 著作權

94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 游振鵬 科技部 敘事與倫理--P. Ricoeur敘事觀點的詮釋學探究及其德
育意涵 著作權



欄1 所屬學院 單位系所 主持人 經費來源 計畫名稱/
可能產生之智慧財產權型式 (專利、營

業秘密、Know-how、著作權、品種

權、商標)
95 教育學院 心理輔導學系 洪瑞斌 科技部 探索故事的力量：敘說研究/活動其作用之探究 著作權
96 文學院 哲學系 吳豐維 科技部 自由的德性：寬容、尊重與肯認 著作權
97 文學院 哲學系 蔡龍九 科技部 「道德純粹性」之考察－以劉蕺山《人譜》為核心 著作權

98 外國語文學
院 日本語文學系 陳順益 科技部 日語脫離類動詞「切る」「切れる」的意象語意 著作權

99 商學院 會計學系 王茂昌 科技部 台灣金融業的社會連結及薪酬委員會品質對董事及經
理人薪酬績效敏感性之影響 著作權

100 教育學院 心理輔導學系 邱發忠 科技部 頓悟性語句與短文的情緒調控效果 著作權
101 師資培育中心 陳琦媛 科技部 虛擬實境模擬運用於師資職前培育之初探 著作權

102 師資培育中心 單文經 科技部 美國新社會科運動的始末及其對臺灣社會領綱實踐的
啟示 著作權

103 商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
學系 繆敏志 科技部 恩威並濟與分配正義影響工作績效與工作倦怠：正向

心理資本的三階干擾效果 著作權

104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梁裕康 科技部 論宗教脈絡在霍布斯政治理論中的角色 著作權
105 社會科學院 行政管理學系 傅岳邦 科技部 溫室氣體減量的生態現代化實踐：台灣個案 著作權

106 社會科學院 行政管理學系 黃榮源 科技部 英國「脫歐公投」後的愛爾蘭邊界跨境合作：制度調
整與解決方案 著作權

107 社會科學院 行政管理學系 陳潁峯 科技部 能源轉型與地方創生 以桃園觀音之麗威離岸風電開發
案為例 著作權

108 社會科學院 行政管理學系 王順文 科技部 總統制下的土耳其在中東秩序下的戰略角色 著作權

109 社會科學院 行政管理學系 蘇子喬 科技部 憲政體制對國會選舉制度效應的影響：全球民主國家
的跨國分析 著作權

110 環境設計學
院

建築及都市設
計學系 林家暉 科技部 亞太地區之當代建築展示性探查: 以新加坡與澳洲為案

例 著作權

111 環境設計學
院

都市計劃與開
發管理學系 王思樺 科技部 都市化與人口變遷及二氧化碳排放分佈之關係 Know-how

112 環境設計學
院 景觀學系 張琪如 科技部 都市綠地植物多樣性與人類相關因子關係之研究(二) –

景觀專業從業人員影響都市綠地植栽行為之探討 Know-how

113 新聞暨傳播
學院 資訊傳播學系 柯舜智 科技部 網路科學影片的敘事分析：以YouTube原生科學頻道

為例 著作權

114 新聞暨傳播
學院 大眾傳播學系 王毓莉 科技部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新聞傳播交流陸生涉入程度與

對台態度之研究 著作權

115 新聞暨傳播
學院 新聞學系 羅彥傑 科技部 我國長照與失智症新聞論述的建構：知識中介的觀點 著作權



欄1 所屬學院 單位系所 主持人 經費來源 計畫名稱/
可能產生之智慧財產權型式 (專利、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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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新聞暨傳播
學院 資訊傳播學系 莊賢智 科技部 以眼球追蹤法探索攝影的視覺心理研究 著作權

117 社會科學院 社會福利學系 陳正芬 科技部 照顧者的求救訊號？照顧悲劇的建制民族誌分析 著作權
118 社會科學院 社會福利學系 洪明皇 科技部 從瑞士所得分配平均化的過程思考對台灣的啟示 著作權
119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彭賢德 科技部 支撐式與跳躍式鐵餅投擲技術穩定性之分析比較 Know-how

120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盧俊宏 科技部 競技心理能量對運動技能測驗和比賽成績的預測研究:
運動員心理堅韌性與心理技能的相對效應 Know-how

121 教育學院 技擊運動暨國
術學系 吳慧君 科技部

兩極化訓練的有氧適應路徑與誘發內皮細胞生長因子
表現量、血管生成素、心血管系統適應性及有氧運動
表現之效果

Know-how

122 商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
學系 林郁翔 科技部 世界是平的：新產品口碑跨國擴散之前因、情境調節

及效果 著作權

123 商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
學系 許嘉霖 科技部 應用認知評價理論解釋遊戲化機制對使用者從事資源

回收之影響：專注於內在動機與環境關切之角色 著作權

124 商學院 會計學系 陳富祥 科技部 以MRDM模型探討人工智慧基礎下內部稽核及審計程
序之評估與增進 Know-how、著作權

125 新聞暨傳播
學院 廣告學系 邱于平 科技部 數位原生廣告的廣告效應之研究－以完形理論與一致

性理論探討 著作權

126 商學院 行銷碩士學位
學程 謝艾芸 科技部 網站平台之背景音樂與屬性型態對消費者喚起和行為

反應之影響－音樂速度是關鍵 著作權

127 商學院 國際貿易學系 林鴻文 科技部 以價值與行為導向探究遊戲化行動應用程式之認知階
層關係與結構 著作權

128 商學院 國際貿易學系 駱少康 科技部 廣告揭露深度及頁面環境觸發消費者喚起對原生廣告
效果之影響 著作權

129 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王譯賢 科技部 將美中貿易戰效應鑲嵌至供應鏈中的專利訴訟之資訊
價值衡量與競爭攻防策略的動態風險分析 著作權

130 商學院 全球商務學士
學位學程 徐銘甫 科技部

巨量資料環境下之動態財務報表舞弊偵測模型--整合
文字/社群媒體探勘、動態網絡架構之資料包絡分析
法、混合式人工智慧技術與多目標決策分析

Know-how、著作權

131 教育學院 心理輔導學系 陳柏霖 科技部 高齡者品味、復原力、圓滿之關係及其品味介入對復
原力、圓滿之影響 著作權

132 文學院 史學系 王萬雋 科技部 賨人李氏家族與四世紀上半葉中國西南的族群關係 著作權

133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王韋能 科技部 教育補貼、工資不均與經濟成長:一個雙成長引擎模型 Know-how、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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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文學院 史學系 李如鈞 科技部 宋代前賢人物在四明方志的延續與變化（1169-
1468） 著作權

135 新聞暨傳播
學院 大眾傳播學系 王台瑞 科技部 表演動作三維擷取研究：三維數據對戲曲表演的教與

學成效研究和在VR虛擬空間的教學有效性實驗 Know-how、著作權

136 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王舒民 科技部 創業教育教學科技創新創業之系統化文獻分析、整合
教學模式發展及遊戲化協作學習活動之設計與評估 Know-how、著作權

137 理學院 生命科學系 巫奇勳 科技部 不同微棲地蝌蚪的溫度偏好與溫度馴化能力研究 Know-how

138 農學院 園藝暨生物技
術學系 黃盟元 科技部 大葉楠造癭木蝨對其寄主植物之影響:基因表現、形態

發育及生態生理 Know-how

139 環境設計學
院

建築及都市設
計學系 溫國忠 科技部 空間語意規則應用於BIM參數自動化建模之研究(2/2)-

以宋營造法式大木構為例 Know-how

140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劉清煌 科技部 綠島都卜勒氣象雷達作業應用研究計畫 Know-how

141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蘇世顥 科技部
衛星遙測於臺灣及鄰近地區高衝 擊天氣之防災應用-
子計畫:利用衛星遙測資料發展短時極端降雨事件之機
器學習診斷技術(I)

Know-how

142 商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
學系 陳彥君 科技部 企業數位化導向: 觀念建構、多重衡量方法發展、價值

創造機制探討 Know-how

143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柴昌維 科技部 運用新興科技為教學輔具以提升偏鄉中小學女學生對
STEM領域學習之興趣 Know-how

144 農學院 保健營養學系 游宜屏 科技部 發展適合銀髮族食用且具護眼作用的菊花/枸杞凍飲:以
人類水晶體上皮細胞為試驗模型 Know-how、營業秘密、專利

145 理學院 生命科學系 陳怡惠 科技部 翡翠樹蛙(Rhacophorus prasinatus)的雄蛙叫聲特徵與
雌蛙偏好及子代適存度的關聯性 Know-how

146 理學院 生科系 巫奇勳 農委會羅東林區管理
處 阿里磅地區台北赤蛙族群調查及移動路徑追蹤計畫 Know-how

147 理學院 地質系 劉佳玫 農委會林務局 108年度南投地景調查.教育推廣及教育訓練計畫 Know-how、著作權

148 理學院 地質系 陳柔妃 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 運用多期雷達衛星影像進行大規模崩塌潛勢區之地表
變形量解算 Know-how

149 農學院 森保系 謝佳宏 行政院農委會防疫局 生物防治法之開發及應用 Know-how、營業秘密、專利
150 農學院 園生系 陳麗如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花卉品種選育及育種技術改進 Know-how、品種權、營業秘密

151 農學院 動科系 羅玲玲 行政院農委會 家畜育種、生產技術及品質改進-豬隻體組成性狀活體
估測系統的發展 Know-how、營業秘密

152 農學院 園生系 陳麗如 行政院農委會 植物組織培養技術開發及其應用 Know-how、營業秘密
153 農學院 生技所 王淑音 行政院農委會 家禽(蛋雞)產業統進統出之營運方式 Know-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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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農學院 生技所 黃鵬林 行政院農委會 基因轉殖技術於花卉作物育種之開發應用計畫 Know-how、品種權、營業秘密
155 農學院 生技所 王淑音 行政院農委會 雞蛋生產風險評估之研究 Know-how
156 農學院 生技所 王淑音 行政院農委會 強化動物福利管理政策計畫 Know-how
157 農學院 動科系 羅玲玲 行政院農委會 養豬產業振興發展計畫-強化種豬產業振興計畫 Know-how

158 農學院 園生系 阮素芬 行政院農委會 108年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畫-建構果品外銷平台產銷
供應鏈 Know-how

159 農學院 森保系 王義仲 行政院農委會 108年度中國文化大學華林林場優質森林經營推廣計
畫 Know-how

160 農學院 森保系 許立達 行政院農委會 108年食農教育推廣計畫 Know-how
161 農學院 森保系 謝佳宏 行政院農委會 強化植物有害生物防範措施 Know-how、營業秘密、專利
162 農學院 森保系 林虔隆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提昇育苗效能容器與工具之研究(1/2) Know-how

163 理學院 生科系 巫奇勳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羅東林區管理處

109年度阿里磅地區台北赤蛙族群規模及移動路徑追
蹤計畫 Know-how、營業秘密、專利

164 農學院 森保系 謝佳宏 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 秋行軍蟲非化學防治方法之開發及推廣應用 Know-how、品種權、營業秘密

165 農學院 森保系 謝佳宏
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

生物防治法之開發及應用 Know-how、營業秘密

166 農學院 園生系 阮素芬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109年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畫 Know-how、營業秘密

167 農學院 森保系 謝佳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年度生物防治法之開發及應用-寄生性天敵赤眼卵
寄生蜂量產及施放技術開發 Know-how

168 農學院 園生系 陳麗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植物組織培養技術開發及應用-鹿角蕨分生苗繁殖體系
之開發 Know-how、品種權、營業秘密

169 農學院 生技所 王淑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環境汙染物於家禽組織殘留量研究 Know-how
170 農學院 生技所 黃鵬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生物技術於花卉作物育種之開發應用 Know-how
171 農學院 動科系 羅玲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家畜育種、生產技術及品質改進 Know-how
172 農學院 生技所 王淑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強化動物福利管理計畫 Know-how
173 農學院 動科系 羅玲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強化種豬產業振興計畫 Know-how

174 農學院 園生系 林信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次世代轉錄體定序應用於篩選高指標成分之薑黃品系 Know-how

175 農學院 森林暨自然保
育學系 謝佳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 秋行軍蟲非化學防治方法之開發及推廣應用 專利、Know-how

176 農學院 園藝暨生物技
術學系 陳麗如 行政院農委會 植物組織培養技術開發及其應用-鹿角蕨分生苗繁殖體

系之開發計畫 Know-how



欄1 所屬學院 單位系所 主持人 經費來源 計畫名稱/
可能產生之智慧財產權型式 (專利、營

業秘密、Know-how、著作權、品種

權、商標)

177 農學院 生物科技研究
所 黃鵬林 行政院農委會 文心蘭乙烯訊息傳導雙重基因默化轉植延長花期之研

究計畫 Know-how

178 農學院 森林暨自然保
育學系 謝佳宏 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 生物防治及有害生物抗藥性監測管理技術智研發與應

用 專利、Know-how

179 農學院 園藝暨生物技
術學系 林信宏 行政院農委會 次世代轉錄體定序應用於篩選高指標成份之薑黃品系

（二） 專利、Know-how

180 農學院 生物科技研究
所 王淑音 行政院農委會 飼糧添加洛神葵對夏季蛋雞蛋產效能之影響 營業秘密、Know-how

181 農學院 森林暨自然保
育學系 王義仲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臺灣北部地區林下經濟永續經營可行性之研究 Know-how

182 理學院 化學系 蔡振彥 科技部 均相和非均相金屬錯合物之合成及二氧化碳反應研究
(3/3) Know-how

183 理學院 光電物理學系 程思誠 科技部 極化激子凝聚態受磁場作用下的非平衡與非線性現象
的研究(2/3) Know-how

184 理學院 光電物理學系 蘇莉真 科技部
侷域表面電漿共振相位頻譜之研究：研發金屬奈米粒
子特徵相位頻譜之編碼、分析技術及其在多重生物感
測領域之應用(2/3)

Know-how

185 環設學院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及都巿設
計學系

張效通 科技部
結合動態都市探針建構智慧都市之三維熱環境雲端資
訊系統-以動態無人機影像辨識及空間形構法探討街道
綠視率對熱環境之影響(2/2)

Know-how

186 商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
學系 盧文民 科技部 異質性決策單位在資料包絡分析法之擴展與應用(3/3) Know-how

187 理學院 化學系 蘇平貴 科技部 環境空氣品質物聯網之氣體感測元件開發(2/2) 專利、Know-how
188 理學院 生命科學系 劉銘 科技部 探討精子內MENT蛋白之生化特性及生物功能 Know-how、著作權

189 理學院
生活應用科學
系 陳彥呈 科技部 關鍵在鼻尖？用味道形塑品牌形象-建構旅館空間嗅覺

香氛設計之研究 Know-how、著作權

190 商學院
全球商務學士
學位學程 徐銘甫 科技部

巨量資料環境下之動態財務報表舞弊偵測模型--整合
文字/社群媒體探勘、動態網絡架構之資料包絡分析
法、混合式人工智慧技術與多目標決策分析(2/2)

專利、Know-how

191 理學院 地質學系 郭欽慧 科技部 以氫氧同位素與地球化學建構土場清水地熱區域雙循
環系統-II Know-how、著作權

192 理學院 地質學系 劉佳玫 科技部 低度變質碎屑岩區熱液蝕變作用下的指標性礦物 Know-how、著作權

193 社科學院 行政管理學系 陳潁峰 科技部
社區能源合作社如何驅動台灣地方能源轉型：以新北
市庶民發電學習社區合作社與新北市智慧綠能合作社
為例

Know-how、著作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