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農科園區產學協會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 年 03 月 03 日上午 10:45 分
貳、會議地點：大仁科技大學達文西大樓三樓會議室
應出席人數：193 人
出席人員：100 人
委託出席：27 人
請假人員：93 人
主 席：戴昌賢理事長

記錄：洪雪芳

出列席：如簽到表
宣布開會：應到 193 人，實到 100 人，超過法定人數，宣布開會。
參、主席致詞(戴昌賢理事長)
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張淑賢主任、大仁科技大
學黃國慶董事長、王駿發校長、嘉南藥理大學陳銘田校長及在場各位貴
賓、先進，大家好，非常感謝會員代表於百忙中參與第五屆第二次會員
大會。三月正好開春時候，希望產學協會在各位先進指導之下日益茁壯，
剛剛順利開完理監事會議，感謝理監事們給協會一些指導。
未來趨勢是各學門科技整合，大仁科技大學最近在發展服務機器
人，大家都知道機械人都是硬邦邦的，像日本的機械人就具有類神經系
統，讓機械人配合人體動作；在泰國也有幫人體按摩的機器人時，最好
配合草藥來增加護理效果。在智慧農業的發展，是從最原始農業生物、
一直到化學、物理、工程、氣象的整合，有整合才會有加值的產出。近
年越來越多業界人士，感受到他們需要一些知識，所以願意繼續進修，
屏東科技大學產業專班及在職專班招收人數一直在增加。這也是本產學
協會的功能，協會裡人才濟濟，有各種不同專家，透過協會讓大家有個
交流平台，加上良好產學合作模式，能讓各產業獲利。
今(106)年產學協會有個好消息，協會理事蘇芳慶教授榮陞科技部政務次
長，現在科技部陳良基部長也是王駿發校長學生，他們答應會給協會一
些協助，協助產業界及學術界整合，進軍國際，農科產學協會在張淑賢
主任的指導下，相信未來會更有前途，祝各位會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肆、介紹貴賓（略）
伍、貴賓致詞(園區張淑賢主任)
產學協會戴昌賢理事長、大仁科技大學黃國慶董事長、王駿發校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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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大學蕭介夫校長、在座各位理監事、協會廠商、先進代表大家早，今
天非常高興來參加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這是我接任這職位第二次參
加。
首先非常感謝大仁科技大學提供這麼好的場地，讓協會召開這次會員大
會，更要感謝戴昌賢理事長帶領產學協會所有理監事還有會員廠商及學
研單位，在過去對農科園區事業發展上的協助，剛剛在理監事會報告中，
協會在過去一年也辦理很多場活動，包括產學媒合會，把園區廠商技術
還有學研單位研發成果做個有效的媒合，讓這些技術能夠商品化，能夠
運用到農業加值上，另外在農科園區所有產業聚落，相關的人才培育，
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在這裡再次感謝產學協會發揮很大功能。
戴理事長剛剛提到，政府在推動新農業、新南向政策，這裡農業產業鏈，
如何結合南向國家市場，做有效的發揮，其實是個重點，因為東南亞國
家其實都非常重視台灣農業技術發展，如何讓農業技術還有農業加值產
業能夠以整體產業鏈跨域整合的方式，整廠輸出到東南亞國家，這是產
學協會未來可跟各位先進大家一起來努力，整合各方面的資源來達成這
個目標。現在協會有可能爭取到 5 仟萬經費，中草藥很可能是未來發展
方向，去(105)年 12 月參加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與美國農業部農業研
究署(USDA ARS)共同主辦「第二屆動物保健產品代替抗生素方案國際研
討會」
，研討會中有五大領域，包括動物疫苗等，還有中草藥議題，中草
藥其實是一個方向，不管在人或在動物保健方面，或是替代抗生素，我
們可以結合相關技術，中草藥部分如何去加強，因為它是個複方，是以
保健為主，這裡面什麼成分有效，需要科學的研究，另外需要研發萃取
技術來提煉出有效的成份，最後在臨床的試驗上去證明它的功效及安全
性，這些其實是很好的研究方向，在國際上有很大的商機，我想也可以
朝這方向，另外還有其它食品、藥妝各方面，其實都有它的用途，我們
會積極來朝這整個方向發展。
農科園區目前有 103 家廠商，因為農科園區現有土地 9 成以上已出租，
提供廠商建廠，現在正做擴區工程，在園區東北角增加 165 公頃，預計
108 年底開發完成，可在提供 94 公頃素地，讓 60 家以上廠商來進駐設廠，
另外現有園區正在興建多功能倉儲，今(106)年上半年即可完工，可以提
供 1 萬 4 仟多坪空間，在現有倉儲空間加上通關檢疫，呈現一條龍，可
以提供園區廠商非常好的倉儲物流服務，未來會 OT 出去，讓專業的廠
商來經營。
此外也在園區宿舍旁邊蓋一個多功能生活服務區，最主要可以提供住
宿、教育訓練、開國際會議場地、餐廳、園區產品展售區域等，將來多
功能生活服務區，以產業人才培訓為主，這裡會結合產學協會目前這些
訓練計畫，跟外貿協會外貿人才培育計畫，配合園區廠商的需求來做產
業人才培訓，甚至包括園區的人才到國際市場或者是海外的學員，譬如
說到屏科大、大仁科大等等這些學校來就學，可以配合園區廠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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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人才培訓都可以在產業人才培訓中心來完成，未來農科園區將要借
重產學協會來整合各方面資源，讓農科園區事業更茁壯，產品行銷國際，
讓農業加值成果能達到創新、就業等，使全民來分享農業技術加值成果，
預祝會員大會能順利成功，在座各位身體健康、生意興隆。
大仁科技大學黃國慶董事長：
大家午安，上次於會議上提到可來大仁科技大學辦理會員大會，戴理事
長答應，故本次會議在這裡辦理。大仁科技大學有四學院，今年是第 51
年，在王駿發校長領導下，突破許多瓶頸，現在少子化是很大危機，不
要說私立的學校，公立的也危險，屏東在去年有二家學校退場(永達、高
鳳)，二家公立學校合併，另外東港新基高中也退場，會不會更多，會，
大概在五年之內，教育部長說，大概要關閉 50 家，我的看法是，從幼稚
園、到小學、到大學，大概要關閉 200 家，很多學校一班只有 10 多位學
生。
社會要進步，不要倒退走，大仁科技大學於 106 年 3 月 17 日辦理李時珍
論壇，她也是台灣人，明年是她 500 歲生日，去(105)年在湖北時，也辦
了一場，今(106)年在大仁科技大學辦理「2017 李時珍人文暨中草藥產業
交流研討會」
，嘉南藥理大學是姐妹校，宣傳單還來不及印，若有需要者
可先登記，中草藥是中藥產業，希望 100 年以後學校會有更大空間，今
(106)年年底到明(107)年初鹽埔交流道將落成，將來屏東的發展會落在這
地方，在農科方圓百里內，大家一起來發展，目前屏東九如有個香蕉研
究所，香蕉也是個產業，有一位吳振瑞老先生，他兒子吳庭光現在在澳
洲，下回可邀請他來成立吳振瑞故事館，設一條振瑞路，相信產學協會
一定會發達，感謝各位。
陸、會務報告
一、工作報告
1. 本協會目前團體會員數總計 74 家，其中學校 28 家、會員廠商 35
家、其他單位 11 家，會員代表 194 位。(請參閱附件一 p25)。
105 年度學校單位不變，但 106 年和春技術學院自動停權，會員變
為 28 家。
廠商部分增加 5 單位：台灣旭輝漁業生技、妙見食品、會昌實業、
京冠生技、揚大生技，但 106 年度 5 單位自動停權：綠寶農業科技、
屏九農農科生技、大益農業科技、環球胜肽、魔米國際，會員維持
35 家。
項目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33
31
29
28
學校單位
29
32
35
35
廠商單位
(含園區廠商) (含園區廠 (含園區廠 (含園區廠 (含園區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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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23)
商 26)
商 28)
商 27)
10
10
11
11
其他單位
72
73
75
74
小計
2. 協會 105 年度執行輔導農科園區事業產學加值暨推動產業提升計
畫(執行期間 105.01.01-105.12.31)，計畫收入 493 萬 4,763 元。
106 年度將執行輔導農科園區事業產學加值暨推動產業提升計畫
(執行期間 106.01.01-106.12.31)，契約價金 495 萬元。(請參閱附件
二 p26)
3. 105 年度辦理媒合會或聯誼會 4 場次。(請參閱附件三 p27)
媒合會/聯誼會
辦理日期 參與人數
4 場/311 人次
2016 農科產學聯誼會
105.02.24
116
2016 生技產業技術媒合會
105.07.28
88
105 年度屏東加工出口區 CEO
105.10.04
72
聯誼會暨農科廠商聯誼
2016 奈米科技農業生技研發成
105.10.21
35
果交流媒合會
4. 105 年度辦理研討會或座談會計 8 場次。(請參閱附件四 p32)
研討會/座談會
主要負責單位
辦理日期 參與人數
(農業生技推廣諮詢委員會)
8 場/335 人次
如何利用政府資源拓展國際市 與 外 貿 協 會 高 雄 辦
105.01.19
45
場暨規避外銷風險研討會
事處合辦
105 年度因應貿易自由化在地
訓練服務暨就業發展及協助計 與義守大學協辦
105.03.29
26
畫在地服務推動說明會
OTC 藥品市場及新藥市場開發
南台科技大學
105.05.26
55
趨勢研討會
105 年生技產業人才培育座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5.06.14
36
會
生物資材與安全農業論壇
國立成功大學
105.06.28
37
2016 中草藥在抗老化植物新藥
南台科技大學
105.11.03
110
之應用趨勢研討會暨海報競賽
與勞動部勞動力發
高值化銀髮勞動力運用與職務
展 署 高 屏 澎 東 分 署 105.11.08
30
再設計企業實力分享
協辦
屏東縣在地產業-產銷履歷商
大仁科技大學
105.11.16
37
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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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5 年度辦理人力培訓課程計 5 場次。(請參閱附件五 p45)
人力培訓
辦理日期
參與人數 備註
5 場/145 人次
網站行銷勝利秘笈
主辦
105.06.16
36
中國保健食品市場資訊及中草
藥保健品開發策略分享
105 年度保稅業務人員講習
保健食品專業人才初級班
跨境電商之未來發展與實務

105.06.24

38

主辦

105.08.15-17
105.08.06-21
105.10.05

24
15
32

主辦
主辦
主辦

6. 105 年度拜訪廠商與參與活動計 478 場/次，其中輔導診斷計 31 場/
次。(請參閱附件六 p52)
項目

參訪拜訪

電訪

訪廠診斷

其他活動

單位/人/次

161

192

31

94

7. 105 年度輔導核准進駐廠商向中央或地方政府申請研究補助經費，
計有農科園區 16 件通過、1 件未通過，其他單位計有 8 件通過，4
件未通過。(請參閱附件七 p66)。
園區
計畫
16

經濟部
CITD
0

農委會業
界科專
3

農委會
漁業署
1

屏東縣
SBIR
4

計畫未通
過

1

1

0

0

3

5

小計

17

1

3

1

7

29

項目
計畫通過

小計
24

8. 106 年度為鼓勵專家學者輔導農科園區廠商取得計畫，已訂定計畫
委辦執行內容說明（如附件八 p68），若專家學者輔導園區廠商取
得計畫通過，將補助 2 萬元獎勵金，若已申請但未獲通過，將補助
1 萬元獎勵金。
9. 105 年度協會網頁共計刊登最新消息 297 則、活動花絮 14 則、其
他訊息 76 則、電子報 24 則。網頁瀏覽人數從 104 年度 26,579 人/
次，提高到 105 年度 34,297 人/次，增加 7,718 人/次(請參閱附件九
p71)
月
項

份
目

最新消息

活動花絮 其他消息 電子報 總計
5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總計

18
17
29
34
27
26
30
20
20
26
25
25
297

1
0
1
0
1
4
0
2
1
2
2
0
14

4
0
1
5
1
6
9
9
11
6
12
12
76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4

25
19
33
41
31
38
41
33
34
36
41
39
411

10.105 年度彙整來自 35 個學、研單位，11 個不同專業領域 223 名專
家學者，並建置檢索系統，提供機關及園區核准進駐廠商參考使
用，俾利機關核准進駐企業選擇合作對象。
（請參閱附件十 p85）
11.105 年度將產學合作成果及園區廠商相關重要訊息，以網路媒體宣
傳為主軸，委託新唐人電視台採訪製播 30 秒廣告，並完成中、英、
日文版廣告片，已於新唐人亞太電視託播 3,600 秒，另行安排 3 分
鐘專題報導，宣傳園區成果，達成行銷農科園區效果。（參閱附件
十一 p86）
12.105 年度除舉辦園區活動外，協會也提供廠商諮詢服務，協助解決
廠商問題，例如媒介檢測中心、轉介 ISO 認證及 HACCP 認證輔導
單位、洽詢代工廠訊息、協助招商及參訪等等，並積極參與協助園
區活動，把握每個與廠商互動機會。（參閱附件十二 p90）
13.105 年度配合政府南向政策做問卷調查，計有 27 單位回覆，有意
願至東南亞市場國家發展有 23 家，至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發展
佔多數。(參閱附件十三 p91)
14.105 年度撰寫協助園區觀賞水族生物運銷中國大陸相關措施之可行
性評估，並刊於農科新世紀中。
二、會員代表異動報告
報告一
報告單位：秘書處
案由：105 年 8 月起至 106 年 2 月會員代表變更案，提請報告。
說明：
1. 105 年 8 月起至 106 年 2 月計 18 個單位 28 位會員代表變更，
包括 20 位人員變動、7 位職稱變更、1 單位減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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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會員代表變更新會員代表名單。(請參閱附件十四 p93)
決定：將由秘書處辦理會員變更事宜。
戴昌賢理事長：
農科園區張淑賢主任提到，政府新南向政策，以屏東科技大學為例，學校在
過去十多年在東南亞國家經營，現在已經有一些成果，在這些國家中至少有
50 位以上在其大學或政府機關中任職，這對學校推動這些活動非常有意義，
舉例個人將於 106 年 3 月 17 日要到越南去，介紹農業部長、農業局局長、畜
牧局局長，都是那邊有學校的校友，安排也特別方便，到泰國、寮國也是一
樣情況，顏昌瑞副校長到那邊，在那畢業的學生在教書已超過十年，在馬來
西亞超過 1,000 多位校友，有很多支援，歡迎各位先進有需要可多多來利用
資源。
最近教育部希望學校多招收東南亞學生，學校向其反應，東南亞學生不是只
有來唸書，也希望到業界、其他政府機構去看看，瞭解台灣真正農業進步操
作的狀況，這樣才有機會將台灣經驗帶回去，以後在東南亞經營農業時，才
會想到香蕉種苗、肥料等要跟誰買，這是現在一直在推動的計畫，希望各位
先進多指導，有機會的話也希望把這些同學帶到各位先進的廠家看一下，藉
由這樣的機會，促進更深的交流。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審議 105 年度財務報表，提請 討論。
說 明：依據協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辦理，審議本會105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
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提請討論。(附件十
五p95)
決 議：照案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審議106年度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及工作計畫表，提請 討論。
說 明：依據協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辦理，由理事會提供本年度(106)工作計畫、
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送會員代表大會審核。(附件十六p103)
決 議：照案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提撥105年度經費新台幣10萬元整，轉存基金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內政部「人民團體法」規定，社團法人每年應依財務狀況，提
撥一定之金額轉存基金，以利協會永續發展。
二、 105年度經費預算中，編列新台幣10萬元整轉存基金，截至目前為止
（含本次），協會基金存額為新台幣120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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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將提撥10萬元轉存協會定存簿。

【提案四】
案 由：請審查六會員單位自動停權，提請討論。
說

決

提案單位：秘書處

明：
一、 依章程第二章第九條規定「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
費之義務。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 2 年未繳納
會費者，自動停權。」
二、 「和春技術學院」、「綠寶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二會單位於
103-105 年未繳納會費，自動停權，已提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通過。
三、 「大益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魔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屏
九農農科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環球胜肽股份有限公司」
，四會
員單位於 104-105 年未繳納會費，自動停權，已提第五屆第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議：請會員代表各位先進授權秘書處，目前這幾家單位是停權，若在這
個月有意願繼續加入協會，還是繼續維持會員單位之一。

【提案五】
案 由：修正協會章程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
一、 依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五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
理。
二、 會員代表神農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宋增壽總經理提議，當選之理監
事，廠商單位應占有比例，故修正協會章程第十五條規定。
三、 將第十五條增列第 2 項「選出之理事名額，學研單位及廠商單位之
代表至少應各佔比例三分之一」
。
四、 原第 2、3 項修正為第 3、4 項。章程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七 p110
決 議：照案通過，報主管機關核備。

【提案六】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請審核第五屆理、監事遞補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屆理事楊正宏先生會員代表異動為楊慶煜先生，故楊正宏先生己
失去擔任協會本屆理事資格，依章程規定應由候補理事「海森林生
技股份有限公司」郭裕仁先生依法遞補。
二、 本屆監事蔡金川先生會員代表異動為楊智惠小姐，故蔡金川先生己
失去擔任協會本屆監事資格，依章程規定應由候補監事「國立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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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第一科技大學」賴俊吉先生依法遞補。(相關說明請參閱附件十八
p117)
議：照案通過，將由候補理事「海森林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郭裕仁先生、
候補監事「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賴俊吉先生依法遞補。
將依規定行文至主管機關備查，通知遞補理監事並補發聘書。

【提案七】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協會會名將加上社團法人，提請 討論。
說 明：目前協會會名為：中華民國農科園區產學協會，因屬社團法人，故
將於會名前加上「社團法人」字樣，以符合規定。
決 議：照案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
捌、臨時動議
中山醫學大學林玉欽育成主任
本校呂克桓校長有個建議，辦理生技產學技術相關媒合會時，是否可安排在
暑假、寒假各辦一場，目前只在暑假辦理一場，有些老師在研發過程中，希
望有機會跟屏東這邊相關生技廠商媒合，上次學校老師有在做洛神花和蓮藕
這區塊，後來有廠商透過介紹，有媒合成功，建議寒暑假各辦理一場媒合。
賴宏亮副秘書長：
非常感謝提問，協會會朝向暑假、寒假各辦理一場，暑假會規劃，寒假部分
也將會盡量來做安排。
農科廠商微新科技李世琳董事長
藉這機會向大家說明，目前公司非常需要微生物農藥方面理化新項目來支持
公司業務發展，各位長官若有這方面訊息，可以提供給我。
戴昌賢理事長
謝謝李董，李董做的非常好，現在大家都在朝向高品質健康來做發展，所以
生物農藥、生物肥料都是很重要的，希望各學界單位能提供意見。
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張行道副秘書長
在新農業方面，農科產學協會來講，比較適合，剛剛有聽到，因應政府的新
政策，農科產學協會對這方面有些新規劃，南科產學協會針對農業方面可以
一起搭配合作。
戴昌賢理事長
現在相信每家廠商都有在做規劃，但現在缺乏的就是一個整合，我們以屏東
科技大學為例，開發無人噴效機，可以用搖控的去噴農藥，但主要還要配上
無人機，做整個現場情況調查，要針對不同人、農藥、肥料，若把它整合成
一個系統，就所謂的新農業，相信很多學校都有在做，把在學校實驗室的東
西，如何應用在農地上。在過二週要和大同簽約，他們跟杜拜做植物工廠，
是很大規模，是幾億美金的生意，杜拜工商部長要到台灣來看，所以在屏東
科技大學有設一個溫室，裡面的技術，除摘種的技術重要外，要在沙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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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散熱，如何運用外面天然功能、太陽能，這也是一門學問，所以就結合
農業技術，在未來這也是一個新農業的結合，過去都做的比較小，如加工出
口區有很多農業灌概上的需求，內埔工業區有原料，我們將它結合，南科園
區廠商更多工業的技術相信未來都需要用到的地方，將來也希望南科廠商及
農科廠商可以做結合。
農科張淑賢主任
農委會針對新農業有些規劃，相關資料可在部會網站查詢，在這邊提一下新
南向農業方面，新農業有包括農業的典範，農業安全部分，重要是創新、就
業、分配，農業科技如何藉由創新和研發，然後相關成果能夠產業化，來帶
動農業加值技術提升，擴展國內外市場，連結國際是很重要的。
幾個研發方向，智慧農業是我們要發展的方向，包括農業生產、農業生產力
4.0，我們可以用自動化、智慧化，結合物聯網、大數據方面，從生產到物流
倉儲整個過程，能夠自動化智慧化，像農機，過去小型農機在東南亞國家是
很大市場，未來因應農業的缺工，很多生產需要能夠自動化智慧化，這部份
需要跨領域結合，不是只有農業本身，包括整個生產過程，開發自動化感測
的元件，來調節水份、養份，監測植物生長等，還有最後採收加工過程，這
部分也仍夠自動化智慧化，這其實都是研發的重點。
另外，循環經濟，如何讓農業廢棄物，加值再利用，或回歸到土壤或大自然，
像農業的廢棄物如何再利用提升它的附加價值，或做為能源或做為有機肥料
等等，故而循環農業也是個重點。
針對新南向政策，農委會盤點了台灣農業優勢，大概有 10-12 個左右產業，
包括種子種苗，有我們的優勢，所以種子種苗是要做的。第二個包括生物農
藥及生物肥料，這是我們將研發成果產業化具有成效的部分，由於安全農業
是未來趨勢，因此相關產業也具有優勢。農產品的加工、天然物萃取保健食
品，美妝的部分，這本來都是我們強項之一，希望能進一步擴展相關市場，
還有節能省碳的設施，就是溫室栽培，因為全球氣候變遷，所以農作物的栽
培最怕的是乾旱，或者是大雨、強風，現在正在發展強固結構型的溫網室，
結合屋頂太陽能光電設施以及適合設施栽培的蔬果品種及栽培管理技術與資
材，可以整廠輸出到南向國家，我們優勢是在熱帶亞熱帶地方，所發展出來
的溫網室的設施，正好適合東南亞國家，不像歐美等溫帶地區，他們氣候跟
台灣不太一樣，他們設計的溫網室設施可能不適用於熱帶雅熱帶地區；水產
養殖部分，我們水產養殖土地有限，可與東南亞國家結合，但所選的養殖魚
種部分就要注意，要跟台灣有所區隔，不能說在東南亞東家發展，結果回過
頭來打擊到我們的市場，剛剛所提要發展東南亞國家作物栽培，或者水產養
殖等，都是要能夠不會對本土市場打擊到，反而可以將我們相關產業帶過去
拓展國際市場。
另外，境外生產，台灣很多雜糧作物，每年都靠進口，每年都靠進口大豆 250
多萬噸，玉米就要進口 500 多萬噸，國內就算把休耕土地都來生產這些雜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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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量還是有限，所以境外的生產基地就可以和這些國家來做結合，在生產這
些作物時，農機、技術、肥料、生物農藥及生物肥料，這些資材都帶出去，
農科園區這些廠商可以結合園區內外上下游廠商，還有不同加工出口區，來
做產業鍊的整合，將來出去，不是只有單一個產品，就像剛所講，以整套式
模組，包括適合熱帶亞熱帶的溫網室設施，上面結合太陽能光電，挑選在裡
面種植的作物是適合溫室中栽培的，我們來賣種子種苗，在培育過成中，可
以提供台灣生產的生物肥料及生物農藥等資材，相關的農機也可以提供，最
後採收後或加工，我們可以成為整套，這樣來拓展東南亞國家市場，這都是
新農業與新南向政策中，農科園區可以來做的，剛剛提到產學協會功能，協
會會員有很多學研單位，也有廠商，學研單位好的研發成果可透過媒合會，
讓廠商來技轉來做量產，產學媒合後有產學合作計畫，業界科專計畫，來讓
這些產品商品化後，結合行銷協助。
重點能夠盤點，哪些產業可到國外發展，不會打擊到台灣產業，譬如說，很
多東亞國家希望我們去協助他們生產稻米，包括在稻種繁殖上，再來農機，
他們還是用直播的，台灣用育苗插秧方式，台灣要去協助他們發展時，要審
慎挑選稻作品種，不要打擊台灣的產業。
中草藥是未來可以合作方向，中草藥可用來預防保健，也可以作為藥品用於
治療，不管在人或在動物方面，中草藥的發展其實是很重要，裡面有效成分
是什麼，需要學研單位幫忙，透過萃取技術提煉出更多有效成分，接著需要
進行臨床試驗，這要相關醫療單位來協助，很多國家都看到中草藥的潛力，
華人已經有使用中草藥 5 千年歷史，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則有 500 年的歷史，
中草藥少量來吃可以保健，也有許多研究顯示，可以來替代動物的抗生素，
這是很重要的，農科園區也有廠商在做相關研發，大家可結合在一起，學研
單位的成果，可以和廠商合作，然後讓它商品化，來做一些試驗，來證明它
的功效及安全性。
義守大學蕭介夫校長：
提到新農業，剛在理監事會議上我有提案，因為南科產學協會，指定我和洪
恒珠副主任就是要來共同推動這塊，我們共同主委。新農業也不是純粹是農
業，剛剛所提跨領域，南科產學協會可和農科產學協會結合，這是一個非常
好的合作對象，我們提案也獲得通過，現在執行秘書是義守大學楊智惠副院
長，戴校長是指派研發長來共同籌備，最近會來開個會議，召集有興趣的廠
商及學研單位，來共同討論整合資源，向農委會及科技部來爭取一些經費。
剛剛有提如何把農產品廢棄物，或異價的農產品轉化為生技產品，這個義守
大學事實上個人有領導團隊在做，學校有拿到一個私校特色計畫，計畫是把
香蕉各各廢棄物來運用，如香蕉皮裡面有一些成份，有抗 UV 的效果，香蕉
花也有一些生技醫療的應用，葉子從葉綠素在轉化為一些物質，是可以抗癌
的效果，這部份有整合一個團隊。
義守大學也建立一個平台，因為如果要將廢棄作為肥料，或做為比較低價值
來運用，是很簡單，但是若要做生技醫藥產品的話，大概就是要建立一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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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我們建立的平台可以用生技的研發中心，結合學校有大規模的快速純化
設備，學校這個技術應該在世界上是一流的，這個叫模擬移動床技術，學校
可自行組裝，這個組裝設備還不到國際價格十分之一，這個可以快速純化物
質，報紙有報導某家公司純化蝦紅素，蝦紅素純化到 98%以上，一公斤可以
賣三億，做為醫藥用品就是要這樣。
另外一個平台，是生醫工程中心，健康食品大概都要做 90 天的補體試驗，目
前和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合作（經濟部支持）
，設了南部動物藥理工作
站，所以學校有動物試驗功能等等，結合義大醫院，不管動物試驗到臨床試
驗都會做，提供給大家參考。我們也做了一個國家級驗證總合，歡迎大家來
合作。
微生物農藥，剛剛微新李董事長所提，我以前是中興大學校長，我們有位同
事蔡東纂教授，他有蔡十八菌，它可以減少農藥及肥料，我從分生的觀點來
看，它裡面有一些蛋白酵素，還有一些抗生物，所以它的菌，用簡單的方式
培養，用養樂多培養，出來大量生產，可提供給李董參考。以前中國時報有
他的一篇報導。
農科一組林如怡組長
各位貴賓大家好，農委會這邊報告，全台灣來講，除了中研院、科技部還有
各大專校之外，農委會所轄的農業科技研究機構，包含各試驗改良場所，每
年都在進行科技研發計畫，都會有一些成果及新技術產出。我們期望這些技
術可以真正技轉到有需要，而且有能力去做商品化、量產的農企業來承接。
農委會每個月會召開智慧財產審議會，將農委會所有單位所研發之新技術及
新產品做個盤點、整理，經過合理鑑價過程後，就可以把這些新技術公告做
技術移轉，在農業技術交易網上曝光，有興趣廠商可以透過這平台找到所需
要的技術，再洽詢技術所有權人商談細節。為了服務園區廠商，以後每月我
們會將這樣的技轉資訊在園區官網及產學協會網站上揭露，同時也會針對各
技術產業類別，將相關訊息以 Email 方式發送給同一產業類別的廠商。在場
的來賓如有相關的技術媒合問題，或有任何疑問，也可以和產學協會張經理
聯絡，或和農科園區聯繫，我們很樂意提供進一步的諮詢服務。
內埔加工區京冠生物科技(股)公司楊董事長
我們是做綠豆發酵，提三個建議，希望協會既然有這麼多學者、廠商，應該
要對話、踫撞，建議秘書處是否可成立一個群組，包括有什麼訊息或資料可
於群組上討論。
內埔加工出口區，透過在內埔加工區的產業聚落的架構下成立了循環經濟產
業聯盟。現在已經把如記、中華豆腐等廠商做一些副產物的加工利用，現在
公司有七個博士研發團隊，非常需要更多學校及產業界支援，包括工業化、
機械化製程，即使我們在生物科技的過程當中，很少人會去談到工業化的製
程技術，那個才是關鍵，那是要量化後，產出價值，從實驗室到實驗工廠到
量化工廠技術延伸，非常需要學者產業界共同創造出一個新的機器、創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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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新的產程，這部分比實驗室研究還重要，我覺得在這區塊台灣的研究還很
弱，非常需要再加強，在生物經濟的跨領域人才區塊，也希望這個部分將它
引進來。
全世界都在推動無抗生素，包括中國，越南在七月份禁止所有飼料廠，飼料
都不可以有抗生素，這個機會非常大，機會點在中國，機會點在台灣，二邊
都在比賽，很幸運我們公司產品己經在亞洲地區佔有一席之地，去年也和法
國產生很多連結，也和屏東科技大學簽了合作，將來會台灣大學、中興大學、
屏東科技大學形成一個學術聯盟和法國農科院、法國一些公司，產生一個國
際舞台，我覺得台灣在中草藥領域方面，非常具足有這方面的知識，但原料
來源非常匱乏，是否有機會在東南亞或其他區域，串連做所謂的 GQP 或
GAP，跨區域的 GAP 或 GQP 的建立非常重要，譬如說，我去法國一個半島，
它是全世界種朝鮮薊最大的區域，那同時間在那樣環境也適合種很多中草藥
的區域，如魚腥草也很適合種植此區域，如何把它量化、如何把它定性定量，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那思維己經不只有在台灣，它可以跨領域到其它國家去
種我們要的東西，不只來自中國，中草藥會越來越貴，如何創造我們的來源，
在動物飼料添加劑中，一噸飼料超過 150 元的添加成本，都已經是計較到非
常嚴重，所以在中草藥非常貴之下，如何開發動物飼料取代抗生素添加劑的
一個空間，是非常需要更審慎的去思維，當然中草藥有很多有效的東西，但
是如果有便宜的原料，有便宜的添加劑產品開發是非常重要，我們公司在這
區塊已經在啟動了，如果在無抗飼養的區塊相關技術，或循環經濟相關技術，
或是產業，歡迎大家一起共同打拼，走出國際一定要打群架，單靠一家廠商
很難成功，大家一定要團結起來一起走出去，謝謝大家。
戴昌賢理事長
我們非常謝謝張主任、蕭校長及各位先進提供的意見，我想這是協會存在的
目的，讓我們可以互相交流，大家經驗做個分享，剛剛從各位先進發言中，
真的有很多建設性意見，請秘書處整理起來，將來讓我們的會員間多連繫，
也希望會員看到協會有這麼好的平台方式，可多介紹會員加入協會，讓協會
更具有多元性，創造更好的未來，今天謝謝大仁科技大學提供場地供使用，
中午有準備非常豐富的美食，請大家留下一起享用。
玖、散會(敬備午宴，請移至米其林大樓繆思餐廳 J202 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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