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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台北科大產學處 黃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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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科大成為全國國際產學15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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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入選一般大學：台大、清大、交大、成大、政大、中央
中興、中山、陽明、北醫、亞洲

科技大學：北科、台科、虎科、遠東



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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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科技部提供

縮短學用落差
落實學界能量
架接至產業界



7資料來源: 科技部提供

借助學界能量
提升國內企業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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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科技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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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科技部提供



北科大國際產學聯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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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主持人：王錫福校長
2. 計畫共同主持人：任貽均副校長、黃乾怡產學長、蘇昭瑾研發

長、鄧道興主任、賴慶明組長、江雅綺組長
3. 中心執行長：李嘉華
4. 計畫KPI ：每年至少1千萬元的基本會費收入；

產學合作績效１億零５百萬元；技轉績效2千萬元

科技部的目的：將學校教授研究橋接給企業界，以提升產品競爭力

科技部對此計畫的要求：運用產學合作吸收企業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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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各區聯絡人
未來將協助聯繫北、中部校友會，並結合強力的校友企業群及

EMBA的系友與台北科大共創企業產業提昇與加值



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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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平台

建置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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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現況



15

臺北科大國際產學聯盟_網頁架構

加入我們



校友企業服務需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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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司名稱

20 層層包裝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 安杰國際集團

22 邰利股份有限公司

23 玩偶的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4 新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5 瑞柏泰科機器人有限公司

26 特展股份有限公司

27 台灣華傑股份有限公司

23%

22%

20%

18%

17%

高需求項目分析

b 深化產學合作案子

u 學生實習/專班開設

l 校友企業結盟協助

i 協助公司申請各項政府(研發)補助計畫

h 創新應用

共寄出203份已回收27份

產業服務需求結果

編號 公司名稱

1 陳照榮工業技師事務所

2 合眾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哲煜企業公司

4 創盛國際貿易公司

5 棋苓股份有限公司

6 華岡集團

7 博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8 喬訊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拓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車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1 亞力電機集團

12 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14 聖暉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鈺璽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16 福盈科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17 高鼎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8 大豐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19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教師研發能量資料庫

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校級研究中心

特色研究領域推廣

北科大通過「特色研究中心」名單
1.智慧紡織科技研發中心
2.大量客製化積層製造研發中心
3.新世代住商與工業節能研究中心

• 目前網站建置已放入本校研發亮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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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盤點-專利技轉資料庫

校內教學單位
6大學院

(27系所+4博班
+EMBA+IMBA)

分組方式：系所
發明人：教授

專利權人：台北科技大學

能源系所為例

基本版-EXCEL列表

項目名稱：申請號、申請日、專利名稱、公
告日、公告號、專利權人、發明人、國際分

類號、國家代碼

•法律狀態：專利家族、年限、到期

日、授權、訴訟

•國際分類：IPC綜合分析

•技術功效：專利技術分析

專利資訊

確認專利狀態及技術

內容，可授權性分析

•技術發展(過去)

•產業市場(現狀)

•未來趨勢(未來)

外部資訊

收集市場資訊，作為

授權技轉參考資料

Ⅰ學校整體 Ⅱ系所分組

Ⅲ資料內容

進階版-EXCEL列表
(有技轉潛力專利技術)

編號 系所名稱 編號 系所名稱

1 機電學院 4 電資學院

11 機械工程系 41 電機工程系(所)

12 車輛工程系(所) 42 電子工程系(所)

13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所) 43 資訊工程系(所)

14 機電整合研究所 44 光電工程系(所)

15 製造科技研究所

16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

17 機電學院機電科技博士班

2 工程學院 5 管理學院

21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所) 51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

22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52 經營管理系(所)

23 土木工程系(所) 53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所)

24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所) 54 管理學院管理博士班

25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55 EMBA

26 資源工程研究所 56 IMBA

27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28 工程學院工程科技博士班

3 設計學院 6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31 工業設計系(所) 61 應用英文系(所)

32 建築系(所) 62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33 互動設計系(所) 63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34 設計學院設計博士班 64 文化事業發展系

有需求即進一步收集

專利檢索取得 統計分析

未來將建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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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盤點-貴重儀器

本校貴重儀器列表總共羅列27個貴重儀器；
其中14個有於各自實驗室或中心網頁說明使用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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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型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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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產學合作、校際參
觀、檢測代工、示範課程、專
業諮詢、實作教育訓練

 將建置全校產學合作績優教師資料庫

 將整合科技部產學小聯盟之研發與服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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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專家顧問團

顧問名單領域分類 目前已有14位

將持續邀請價值工程協會、國創會、工研院、工
業局、中衛中心、工業4.0顧問團隊、環保專家

其可協助技術為危機管理、稽核制度、幹部培訓、
IBM管理顧問、管理新工具



依校友企業需求強化產學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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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4.0輔導團隊

• 啟動教授下鄉服務
研發流程、生產製造、
經營管理

一課程一產業
• 與北科附工合設專班

高職到大學端的垂直整合
• 培育產業需求技術人力

 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成果

 推動產學合作

Hundred to Hundred 

• 聯盟與校友會共同辦理 online training
• 培育管理人才 100個城市培育100個CEO

了解校友企業需求，聯盟將強化下列產學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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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教授研發成果與競爭力提升產業論壇

八大主題



奧迪合作亮點

• 未來人才培訓(包

含學生企業實習、

企業中階人才培訓)

• 汽車技術開發

• 新一代展示空間

建置。

• 鼓勵有創業意願
學校師生團隊進
駐奧迪創速中
心，引進業師協
助輔導。

• 北科創新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與奧
迪創募基金合
作，投資新創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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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迪全球首創與學校簽訂產學合作

- 成為臺北科大國際聯盟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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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吸引策略



 國際會員：美金3萬元

 一般會員：年費20萬

 菁英會員：年費20萬
加入聯盟當年度進行或申請產學合作計畫金額超

過貳拾萬元，其中貳拾萬元作為會員年費；其餘

款項做為產學合作使用經費

 新創會員：年費2萬元

 多年期會員享九折優惠

不論國內外企業，全校皆為您服務!

會員服務項目

一、需求媒合-聯盟網站公告、相關活動或徵才資訊。

二、以優惠價格使用儀器設備。

三、教師研究成果分享與媒合。

四、創新育成中心創業諮詢及輔導。

五、專利檢索及智財鑑價或智財策略分析報告。

六、會員企業需求及技術盤點等相關資訊電子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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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書宣傳DM

目前聯盟會員

1.佑多富電子
產品打樣服務

2.道邦國際電機
產學合作服務

3.奧迪汽車
創新事業輔導

3.群光電子

智慧商城實習

4.長暉電子

產學合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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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項目

資料庫搜尋、幹部實習培訓、產學合作媒合、國際尖端研究室架接、
教授互動、政府經費爭取輔導、企業上下游結盟協助



期望菁英會支持

 歡迎校友加入國際產學聯盟會員

 享有全面會員服務

 協助母校提升產學績效與社會聲望(評比)

 歡迎加入產業專家團隊，提供專業技術服務

 拓展發揮空間，同時豐富聯盟服務，達到雙贏!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