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獸醫學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

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

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

家 

 蔡宜倫副教授、鍾承澍助理教授-泰國/ yltsai@mail.npust.edu.tw、

cschung@mail.npust.edu.tw 
 蔡清恩副教授、鍾承澍助理教授、林莉萱助理教授、李旭薰助理教授-日本

/ chinen@mail.npust.edu.tw、cschung@mail.npust.edu.tw、

lslin@mail.npust.edu.tw、asahikaoru@mail.npust.edu.tw 
 鍾文彬教授、莊秀琪教授、林昭男教授-越南

/wbchung@mail.npust.edu.tw、hcchaung@mail.npust.edu.tw、cnlin6@mail.npust.e

du.tw 
 連一洋教授、鍾文彬教授、蔡宜倫副教授-美國

/ yylien@mail.npust.edu.tw、wbchung@mail.npust.edu.tw、yltsai@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泰國、日本、美國 ) 

(1) 泰國: 

 2013 年-2018 年 Kasetsart 實習學生人數為 24 人。 
 2017 年 7 月 3 日-15 日 Kasetsart 五位學生至本校動物醫院小動物外

科、大動物科實習。 
 2015 年 5 月 24 日-6 月 13 日，Kasetsart 邀請本系學生參加 ASEAN 

Veterinary Student Volunteer Project 2014 Faculty of Veterinary 
Medicine, Kasetsart University, Thailand in collaboration with Charoen 
Pokphand Foods PCL (CPF), Thailand and Universitas Airlangga, 
Indonesia 
June 1 st -22 nd , 2014 (Tentative Dates)，並有 2 位學生參加。 

(2) 越南:  
 於 2016 年 7 月 17-22 日鍾文彬與陳石柱教授赴越南，拜訪越南最頂尖

農業大學、獸醫研究所及動物疫苗公司，包括胡志明市農林大學 
(Nong Lam University; NLU) 之畜牧獸醫學院及水產學院; 越南國立

農業大學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VNUA) 之獸醫

學院及水產學院; 中越獸醫研究所 (Central Vietnam Veterinary 
Institute; CVVI); 國家獸醫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Veterinary 
Research; NIVR); 農村技術開發公司 (Rur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mpany; RTD, Co.)等。拜訪期間亦進行攬才，目前共有 8 位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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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 
(3) 日本: 
 2014 年-2018 年宮崎大學實習學生人數為 12 人，帶廣畜產大學實習

人數為 3 人，熊牧場實習人數為 2 人。 
 2017 年 6 月 15 日-22 日李旭薰助理教授至宮崎大學獸醫教學醫院，

宮崎大學牧場進行學生校外實習訪查。 
(4) 美國: 
 2013-2018 年 Gulf Coast Veterinary Specialit 實習學生人數:1 人；

Purdue University 實習學生人數:2 人；UC Davis 實習學生人數:3 人；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實習學生人數:1 人；Cornell University 實習

學生人數:11 人；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實習學生

人數:19 人；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實習學生人數:1 人；Tufts 
University 實習學生人數:3 人；Purdue University 實習學生人數:1 人。 

 2017 年 5 月 13 日-29 日，鍾承澍助理教授、林莉萱助理教授至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Purdue University 進行學

生校外實習訪查。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泰國、日本、美國) 

(1) 泰國: 

 2013 年 10 月 20 日-23 日因執行教育部「應用醫學技術於工作犬生理

學及行為學評估之國際合作計畫」，邀請泰國農業大學獸醫學院副院

長、獸醫學院動物血庫負責專家蒞校演講，針對獸醫臨床病理學和

動物血庫運作講解。 
 2014 年 6 月 26 日-27 日在泰國舉辦「2014 台泰交流會議」並邀請獸

醫學系鍾文彬教授、連一洋教授、陳瑞雄副教授、鍾承澍助理教授、

林莉萱助理教授、李旭薰助理教授參加。 
 2014 年 11 月 28 日在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舉行「103 屏科論壇-神

經與復健，臨床醫療最前線」並邀請泰國農業大學獸醫學院副院長、

獸醫學院動物血庫負責專家蒞校演講。 
 2016 年 11 月 25 日在本校舉行「2016 台泰交流會議」並由獸醫學系

蔡宜倫副教授擔任 Session C. Veterinary Medicine.主持人 
 2017 年 2 月 1 日-6 日，泰國舉辦「Seminars in Veterinary Clinical 

Hematology : Diagnosis and Treatment」獸醫學系蔡宜倫副教授受

Kasetsart University 獸醫學院院長邀請參加。 
(2) 越南:  
 2018 年 3 月 27-30 日越南國立農業大學 (VNUA)獸醫學院 Le Van 

Phan 及 Bui Thi To Nga 兩位教授來訪並演講，題目為“An overview of 
the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FMDV, PRRS, PEDV, TGE and CSF 
circulating in recent years in Vietnam”。 

(3) 日本: 

 2013 年 3 月 8 日邀請日本南動物醫院院長南毅生醫師，蒞臨本系專

題演講，演講題目為生胃腸道腫瘤診斷及手術治療、肝臟及膽囊腫

瘤及手術。 



 2015 年 4 月 16 日邀請日本 Nisseiken 公司 Natsumi Takeyama 博士，

蒞臨本系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生豬隻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之認識

與防疫。 
 2016 年 5 月 7 日在本校獸醫學系舉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與東京大

學雙邊學術研討會」邀請日本東京大學獸醫學系 7 位教授，蒞校演

講。 
 2017 年 5 月 4 日在本校獸醫學系舉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與宮崎大

學雙邊學術研討會」邀請日本宮崎大學獸醫學系 9 位教授、日本早

稲田大学 1 位教授，蒞校演講。 
 2017 年 6 月 16 日-19 日，鍾承澍助理教授、林莉萱助理教授至日本

參加「2017 春季合同學會」。 
 2018 年 2 月 3 日-4 日，鍾承澍助理教授、林莉萱助理教授至日本參

加「日本獸醫再生醫療學會」。 
 2017 年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本系與台灣獸醫再生醫學會、屏東縣獸

醫師公會合辦「骨關節脊髓神經損傷完整攻略-2 進階治療」邀請日

本大阪獸醫骨關節神經治療大師蒞台演講，並在本校舉行實作課程。 
 2018 年 2 月 3 日-4 日，鍾承澍助理教授、林莉萱助理教授至日本參

加「日本獸醫再生醫療學會」。 
(5) 美國: 
 2014 年 11 月 28 日在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舉行「103 屏科論壇-神

經與復健，臨床醫療最前線」並邀請美國UC Davis動物血庫經理 Julie 
Burges 蒞校演講。 

 2014 年 12 月 2 日邀請美國 UC Davis 動物血庫經理 Julie Burges，蒞

臨本系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 A little about blood products, A lot about 
transfusion reactions!。 

 2015 年 2 月 23 日邀請美國普渡大學 獸醫學院獸醫臨床醫學系柯志

恆教授，蒞臨本系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獸醫麻醉學講座(一)。 
 2016 年 12 月 17 日-18 日本系與屏東縣獸醫師公會合辦「美國普渡大

學麻醉同步實作課程」邀請美國普渡大學獸醫臨床科學系柯志恆教

授演講，並在本校獸醫學系舉辦實作課程。 
 2017 年 3 月 2 日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獸醫學院 Dr. Boaz 

Arzi，蒞臨本系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犬貓口腔颌面創傷外科管理。 
 2017年 5月 15日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獸醫學院族群健康及

繁殖學 Dr. Bruno B. Chomel，蒞臨本系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

Infectious Zoonoses Transmitted by Dogs and Cats。 
 2017年 5月 16日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獸醫學院族群健康及

繁殖學 Dr. Bruno B. Chomel，蒞臨本系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 Tips on 
Scientific Pub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Veterinary Medicine。 

 2017 年 7 月 30 日本系與屏東獸醫師公會合辦「2017 臨床血液研討

會暨實作課程」邀請美國普渡大學獸醫學系 Dr. Giger 演講。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泰國、日本、美國) 

(1) 泰國: 

 2013 年 8 月因執行教育部「應用醫學技術於工作犬生理學及行為學

評估之國際合作計畫」獸醫學系蔡宜倫副教授赴 kasetsart 參訪並學

習動物血庫實驗操作以及血液保存之過程。 
 2016 年 12 月 6 日-11 日，獸醫學系蔡宜倫副教授前往 Kasetsart 討論

雙方合作事宜。 
 2017 年 2 月 1 日-6 日，獸醫學系蔡宜倫副教授前往泰國參加研討會

並和 Kasetsart 討論雙方合作事宜。 
(2) 越南:  
 2018年 3月 27-30日越南國立農業大學(VNUA)獸醫學院Le Van Phan 

及 Bui Thi To Nga 兩位教授來訪，討論兩校診斷中心及教師間之合作

研究事宜，並帶回兩校獸醫學院 MOU 簽訂文件。 
(3) 日本: 

 99學年度-103學年度邀請日本獸醫學博士香本穎利本系兼任教師，

與系上老師共同教授「獸醫產科繁殖障礙學」、「反芻動物疾病學」。 

(4) 美國: 

 蔡宜倫副教授，因執行教育部「103 屏科論壇-神經與復健，臨床醫

療最前線」，於 2013年 10月 28日-11月 4日，赴美國 UC Davis 學
習獸醫輸血醫學、動物血液銀行建置和運作模式，並建立兩校交流

平台。 

 鍾承澍助理教授，因執行教育部「103 屏科論壇-神經與復健，臨床

醫療最前線」，於 2014 年 10 月 20 日-29 日，赴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

大學參加犬復健師的認證課程，並取得犬復健師的認證。 

 105學年度第1學期邀請美國普渡大學獸醫學系柯志恆教授擔任本系

兼任教師，並開設「獸醫麻醉學特論(1)」與「臨床大動物外科學」。 

 105學年度第1學期邀請美國康乃爾大學獸醫學院張永富教授擔任本

系兼任教師，並開設「傳染病免疫機轉」。 

認養後未來主要

交流方向 

 推動雙方獸醫學院交流，建立兩校平台，並與本校簽訂 MOU。 
 推動雙方國際合作，簽訂國際合作產學計畫。 
 舉辦獸醫師再教育演講實作課程，邀請對方獸醫學院教授擔任主講師。 
 推動台越間產、學、研之國際產學合作計畫，積極協助台灣動物疫苗及

動物健康管理產業開拓南向市場。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水產養殖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越南/林鈺鴻教授/yuhunglin@mail.npust.edu.tw 
汶萊/林鈺鴻教授/ yuhunglin@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 (國家:印尼、汶萊、越南) 
(1) 與汶萊 Golden 公司進行”藍蝦飼料配方優化計畫” 。 
(2) 與越南 Cargill 公司進行”Empyreal 75 原料石斑魚飼料效能測

試”及”Empyreal MX 原料白蝦飼料效能測試”兩項計畫。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汶萊、印尼、越南) 
校外實習合作廠商 

(1) 汶萊 Golden 公司。 
(2) 越南海興農水產種苗公司。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越南) 
(1) 越南 Cargill 公司進行水產飼料配方技術交流。 
(2) 越南 Sheng-Long Biotech 公司進行水產飼料配方技術交流。 
(3) 越南水產養殖第三研究院進行水產動物機能性飼料添加物技

術交流。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1. 越南： 
(1) 持續拓展越南水產養殖產業實習廠商機會，例如全興水產、

昇龍生技公司與統一公司等 
(2) 強化與越南肯特大學及水產第三研究院之雙方研究合作 
(3) 持續進行越南產業之合作計畫 
 
2. 汶萊 



(1) 持續進行學生海外實習 
(2) 持續進行產學合作計畫 
(3) 協助汶萊台商進行人才代訓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社會工作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中國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張麗珠副教授-澳洲、印尼/ljang@mail.npust.edu.tw 
林宏陽副教授-捷克/hongyong.lim@mail.npust.edu.tw 
王仕圖教授-中國/stwang@mail.npust.edu.tw 
曾儀芬助理教授-新加坡/jennyfen@mail.npust.edu.tw 
何華欽教授-印尼/huachin@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澳洲、捷克 ) 

張麗珠-辦理研討會及工作坊 

林宏陽-推薦學生至國外交流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中國、澳洲) 

張麗珠-與澳洲學者共同發表 

王仕圖-至中國參訪及共同研究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無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與澳洲、捷克、中國共同辦理相關產學活動與研究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農學院生物資源博士班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愛沙尼亞&德

國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賴宜鈴助理教授-愛沙尼亞&德國/ ilai@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德國、愛沙尼亞    ) 
科技部人員交流機會 （PPP program）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透過科技部、教育部等共提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帶領學

生參訪交流國家，安排學生在交流國家短暫或長程實

習，接待交流國之學生與研究人員，增加彼此之了解，



擴展雙方之國際觀與研究深度。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農園生產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荷蘭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王鐘和系主任/馬來西亞、越南/ chwang@mail.npust.edu.tw 
謝清祥老師/馬來西亞/ hsieh@mail.npust.edu.tw 
顏昌瑞老師/泰國、越南/ yencr@mail.npust.edu.tw 
陳福旗老師/美國/ fchen@mail.npust.edu.tw 
林素汝老師/越南/ youyou@mail.npust.edu.tw 
賴宏亮老師/日本/ layhl@mail.npust.edu.tw 
林資哲老師/日本/ tclin@mail.npust.edu.tw 
何韻詩老師/荷蘭/ ysho@mail.npust.edu.tw 
林汶鑫老師/荷蘭/ wslin@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賴宏亮老師、林資哲老師/日本： 

(1) 日本鹿兒島聯合大學博士生交換研究 

(2) 日本琉球大學畢業生申請本校農園系碩士課程就讀 

 (3) 日本東京農業大學洽談雙聯學制 

   林素汝老師/越南： 
每學期持續辦理學生海外實習，皇基公司越南阿波羅農場提供

本系學生每學期 2位名額。每學期農園系皆派輔導老師前往訪

視、交流與考察當地農業，增加教師教學研究經驗與建立產學

合作機會。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賴宏亮老師、林資哲老師/日本：  

(1) 日本日本大學野生種空心菜採集 

(2) 東京農業大學山藥共同研究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mailto:chwang@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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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王鐘和系主任/馬來西亞、越南： 

1.預計與馬來西亞僑商和台灣農友種苗公司合資的企業，合作有

機質肥料生產技術研發的產學合作計畫。 

2.已透過越南駐台北代表處與越南農業學院、泰源農林大學、農

業機關、農技團及農園藝場等單位聯繫，規劃教師、學生及業界

之交流活動，預計 107 年 8 月帶領本系碩博士生等至越南進行農

園藝產業參訪交流，增進彼此認識，循求未來合作的機會。 

賴宏亮老師、林資哲老師/日本： 

1.日本鹿兒島聯合大學博士生共同指導(目前在本研究室進行研

究) 

2.日本東京農業大學簽訂系或院級以上之 MOU 

3.日本東京農業大學簽訂雙聯學制 

林素汝老師/越南： 

持續辦理學生海外實習，媒合畢業生前往皇基公司就業，並積極

與另一系友之公司洽談學生海外實習機會，針對蘭花與咖啡產業

增加雙方技術交流與產學合作機會。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水土保持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許中立-日本/clhsu@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1)坡面保護補強筋與多功能資材工程技術合作研究（琉球） 

(2)滲出水質對大規模崩塌活動特性之研究（東京）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生物機電工程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李柏旻副教授-泰國、日本/ pomin@mail.npust.edu.tw； 
    陳志堅教授-美國/ chaucer@ 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泰國、日本)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美國) 

本系為促進國際交流，於 2017 年 3 月由本系許益誠主任及陳

志堅教授代表與美國亞歷桑納大學奈米科學與醫學中心(The 
Center for Applied Nanobioscience and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s College of Medicine)簽訂師生交流合作

備忘錄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洪仁杰教授-泰國、越南、印尼/ bruce@mail.npust.edu.tw； 
呂素蓮教授-日本/ lotus-lynn@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越南) 
洪 仁 杰 教 授 /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胡 志 明 分 行 學 生 短 期 實 習

2017/7~2017/8。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日本) 
呂素蓮教授/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研討會) 2016/2/1-2016/2/3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無。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1. 與越南大學洽談雙聯學制，在未來將規劃招收越南大三學生

至本學程就讀兩年。 
2. 與印尼 Brawijawa 大學洽談交換學生事宜。 
 

 

mailto:bruce@mail.npust.edu.tw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英國 Stirling UNIVERSITY:Prof. Alistair Jump,森林經營學特

論合授課程、雙方指導教授及碩博士生互訪、共同指導英方博士

生、已持續 10年國際合作計畫 

日本北海道酪農學園大學、東京大學:學海計畫、學生實習計畫 

澳洲 Darwin university :共同出版專書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植物醫學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法國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陳麗鈴主任兼副教授-泰國、加拿大、印度/ llchern@mail.npust.edu.tw 

吳立心專案助理教授-日本、法國、澳洲/ lihsinwuu@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印度     ) 

1. 交流中:印度 Amita 大學碩士班雙聯學制，本系已規畫於

107 學年度起開放該校大學部學生至本系暑期實習。有參

與過暑期實習之學生在該校修讀完第一學年碩士班課程

後，在雙方確認後，最快於 108 學年度後可開放至本系進

行研究以取得學位。 

2. 與泰國校友企業建立海外校外實習相關機制，目前已獲正

面回應。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日本；法國、加拿大) 

1.與京都大學、九州大學合作入侵紅火蟻、銀合歡豆象的全球

入侵生物學研究 

2.參加法國 Triptic小蜂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3.與加拿大 University of Alberta 建立學生互訪交換機制

(2018/3/13-2018/3/19該大學兩名學生赴本系交流植物病害

診斷經驗)。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日本、澳洲) 

1. 與京都大學合作發展慌蟻、日本黑山蟻以及入侵紅火蟻的

入侵史回朔，以及物種分布模擬模型等技術 

2. 與澳洲皇家植物園，共同發展珍稀高山植物分布預測模型。 

mailto:llchern@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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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1. 與印度 Amita 大學持續討論簽訂碩士班雙聯學制相關對接課

程與執行方式。 

2. 與日本、法國及澳洲團隊持續合作，強化本系之國際交流。 

3. 建立學生赴加拿大學習，建立實質互訪交換機制。 

4. 執行學生泰國海外實習，拓展新南向視野。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農企業管理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黃文琪教授-泰國/wenchi@mail.npust.edu.tw 
陳淑恩教授-印尼/annchen@mail.npust.edu.tw 
林永順教授-馬來西亞/alexlin@mail.npust.edu.tw 
鄭秋桂副教授-馬來西亞/sindy@mail.npust.edu.tw 

蔡青園助理教授-馬來西亞/cytsay@mail.npust.edu.tw 

鍾秋悅助理教授-菲律賓/yessicachung@mail.npust.edu.tw 

洪惠貞講師-日本/hjhong@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 (國家: 菲律賓、日本        ) 
(1)本系每年皆申請學海築夢計畫送實習學生去日本公益社團法

人全國進行實習。 
(2)本系黃文琪老師為菲律賓 NGO 組織亞洲鄉村人力資源發展協

會(AsiaDHRRA)之副會長，且 2017 年 AsiaDHRRA 來本校辦理

執委員。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泰國、印尼、馬來西亞) 

(1)本系與泰國 Kasetsart University 農業經濟系為姐妹校，每年皆

會邀請本系師生一同參與該系的參訪泰國農企業之活動。 
(2)農企學程有印尼布勞爪哇大學之雙聯學制學生就讀。 
(3)農企管系設有馬來西亞境外專班。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1. 目前本系海外實習部份僅有日本與菲律賓，未來會加強與上述所

列的國家鏈結來擴展海外實習的區域。 
2. 繼續招收雙聯學制學生就讀。 
3. 維繫與泰國姐妹校學術交流之互訪活動。 
4. 持續招生馬來西亞境外專班學生，並與新紀元學院大學進行學術

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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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技職教育研究所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張碧如 越南、印尼/ brchang@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國際產學合作 

    選擇越南與印尼作為本所認養之交流國家，主要是在幾次參

訪與接待中，本校技職所與這兩個國家的參訪學校均有國際產學

合作及交流的意願與默契，甚至承諾未來將有進一步的合作事項。 

    到目前為止，本校技職所與兩個國家的交流活動包括： 

1. 越南：2017/10/23-2017/10/27本所羅希哲、鍾鳳嬌老師前往

越南，並參訪師資培育學校、幼兒園、姊妹校、國際學校等，

包括：胡志明市中央師範高專、胡志明市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Quang Trung Kindergatern、胡志明市台北學校(國際學校)、Red 

Rose kindergatern、胡志明農林大學(姊妹校)、河內中央師範

高專、河內中央師範高專附屬幼兒園、 Hanoi Academy 

International Bilingual School。雙方交流順利，並承諾未來將

進行更深入之國際交流與合作。 

2. 印尼：2017/11/28~2017/12/02印尼之 Dean of the Faculty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Nakhon Phanom University, Assoc. 

Prof. Kumron Sirathanakul, Ed.D 來訪，本所羅希哲老師、鍾鳳

嬌老師、吳雅玲老師主導相關之接待工作，並邀請進行講座，惠澤

學生。此交流活動雙方互動良好，並規劃未來交流的細節。該次活

動雙方參與人數達 30人。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本所鍾鳳嬌老師獲得科技部的研究計畫「說媽媽的故鄉

話」，即針對越南及印尼母語的保留進行探討。未來，本所將

持續申請相關之計畫，並擴大與越南、印尼之國際學術研究合

作。 



1.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無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2018 年 8月本所的「海外產學實務課程」，將由鍾鳳嬌老師帶領學生到

北越進行參訪，估計參與學生在 15 人左右，參訪之學校為兩到三所。

在此參訪行程中，將可能討論雙方持續產學合作之意願及可能策略。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黃益助教授-日本 ych@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日本     ) 

大榮環境株式會社為日本規模最大的廢棄物處理公司，擁有先

進的設備和專利技術，在廢棄物作為製作燃料、肥料、建築資

材等再生循環產品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目前本校已和該公司

簽訂策略聯盟備忘錄，106-2 本系有 2 位學生至大榮環境株式

會社進行海外實習，有助於和本系老師在廢棄物處理和資源循

環再利用等領域之技術交流和學生至海外實習及畢業後到海

外就業的機會。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生物科技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107 學年度 
張格東副教授-印尼/ kotungc@mail.npust.edu.tw 
胡紹揚副教授-日本/ syhu@mail.npust.edu.tw 
(負責教師會依年度輪替)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107學年度與印尼大學部雙聯學制-張格東老師 

107年生技系國際研討會-胡紹揚老師 

107年度與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學生短期學術交流(徐睿良、

周映孜、徐志宏)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曾純純教授—馬來西亞 lucifer.cheng0127@gmail.com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馬來西亞        ) 

2017-2018 曾純純/李梁淑執行科技部移地研究計畫--墓碑、

親屬與認同：馬來西亞檳城華人的祖先崇拜與社群認同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持續以馬來西亞客家社群文化為研究對象,客研所師生組團拜訪

當地客家社團及學術單位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技職教育研究所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張碧如 越南、印尼/ brchang@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國際產學合作 

    選擇越南與印尼作為本所認養之交流國家，主要是在幾次參

訪與接待中，本校技職所與這兩個國家的參訪學校均有國際產學

合作及交流的意願與默契，甚至承諾未來將有進一步的合作事項。 

    到目前為止，本校技職所與兩個國家的交流活動包括： 

1. 越南：2017/10/23-2017/10/27本所羅希哲、鍾鳳嬌老師前往

越南，並參訪師資培育學校、幼兒園、姊妹校、國際學校等，

包括：胡志明市中央師範高專、胡志明市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Quang Trung Kindergatern、胡志明市台北學校(國際學校)、Red 

Rose kindergatern、胡志明農林大學(姊妹校)、河內中央師範

高專、河內中央師範高專附屬幼兒園、 Hanoi Academy 

International Bilingual School。雙方交流順利，並承諾未來將

進行更深入之國際交流與合作。 

2. 印尼：2017/11/28~2017/12/02印尼之 Dean of the Faculty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Nakhon Phanom University, Assoc. 

Prof. Kumron Sirathanakul, Ed.D 來訪，本所羅希哲老師、鍾鳳

嬌老師、吳雅玲老師主導相關之接待工作，並邀請進行講座，惠澤

學生。此交流活動雙方互動良好，並規劃未來交流的細節。該次活

動雙方參與人數達 30人。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本所鍾鳳嬌老師獲得科技部的研究計畫「說媽媽的故鄉

話」，即針對越南及印尼母語的保留進行探討。未來，本所將

持續申請相關之計畫，並擴大與越南、印尼之國際學術研究合

作。 



1.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無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2018 年 8月本所的「海外產學實務課程」，將由鍾鳳嬌老師帶領學生到

北越進行參訪，估計參與學生在 15 人左右，參訪之學校為兩到三所。

在此參訪行程中，將可能討論雙方持續產學合作之意願及可能策略。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吳錫勳助理教授-馬來西亞【hhwu@mail.npust.edu.tw】 
張秀鑾教授-印尼【hlachang@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印尼、馬來西亞) 

(1) 本系已有數年與布勞爪哇大學(Brawijaya University)進行

雙聯學制，並於國際研討會共同發表。 

(2) 本系曾辦理海青班學制，並與系友保持良好聯繫，預期可進

一步發展研究合作。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1. 國際學術交流，包括出席本(107)年度 8 月間在馬來西亞舉辦

之亞太畜產大會與共同發表論文。 

2. 提供印尼姊妹校碩士班雙聯學制，並共同發表論文與互訪等活

動。 

 

mailto:hhwu@mail.npust.edu.tw
mailto:%E5%BC%B5%E7%A7%80%E9%91%BE%E6%95%99%E6%8E%88-%E5%8D%B0%E5%B0%BC%E3%80%90hlachang@mail.npust.edu.tw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機械工程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張莉毓教授-印尼/ n5888107@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張教授將會於 2018年 4月出訪印尼，進行海青斑招生宣傳。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應外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石儒居教授-泰國/ vincent@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學生赴泰國參加姊妹校的夏令營活動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石儒居教授前往泰國姊妹校講學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無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石儒居教授受邀擔任泰國姊妹校主辦研討會之 keynote speaker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幼兒保育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林純雯-越南/cwlin@mail.npust.ed.tw 

許衷源-新加坡/jackohio@mail.npust.ed.tw 

曾榮祥-馬來西亞/jhtseng@mail.npust.ed.tw 

王淑清-美國/suewang@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美國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mailto:%E6%9B%BE%E6%A6%AE%E7%A5%A5-%E9%A6%AC%E4%BE%86%E8%A5%BF%E4%BA%9E/jhtseng@mail.npust.ed.tw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越南：教師學生交流、國際學術交流 

新加坡：教師學生交流、國際學術交流 

馬來西亞：教師學生交流 

美國：教師學生交流、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食品安全管理研究所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吳明昌 教授-越南 /  mcwu@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越南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越南      ) 

 

木鱉果油製程中冷凍（果實、果乾）品質指標和保存期限之探

討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除了師生交流與交換學生之未來發展性外，交流相關活動可從教

師間互助研究擴大至學生跨國學習發展。 

 

mailto:mcwu@mail.npust.edu.tw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食品生技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FS201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陳與國副教授-美國/ chenyk@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美國        ) 

進行國際學術交流並合作發表。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資訊管理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童曉儒教授-泰國/srtong@mail.npust.edu.tw 

龔旭陽教授-泰國/kung@mail.npust.edu.tw 

蔡正發教授-泰國/ cftsai@mail.npust.edu.tw 

陳灯能教授-泰國/dnchen@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泰國) 

指導論文、參訪導覽。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泰國)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透過師生交流活動，協助外籍學生來台學習最新技術與知識，並

可取得正式學位，也可讓台籍學生進而瞭解外籍學生及國家現

況，促進跨領域及跨國家文化之學習成效，強化日後國際移動及

就業能力。 

 

mailto:srtong@mail.npust.edu.tw
mailto:%E9%BE%94%E6%97%AD%E9%99%BD%E6%95%99%E6%8E%88-%E6%B3%B0%E5%9C%8B/kung@mail.npust.edu.tw
mailto:cftsai@mail.npust.edu.tw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鄭力廷副教授-越南/ chenglt@mail.npust.edu.tw； 
 
莊國賓教授-馬來西亞/ kpchuang@ 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馬來西亞 ) 

與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進行研究合作。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越南) 

1)技轉:提升豬瘟病毒力價之技術 

2)對象:中越南獸醫研究院 

3)教師:朱純燕教授、柯冠銘副教授、鄭力廷副教授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與中越南獸醫研究院進行疫苗開發研究合作與師生交流。 

 

與馬來西亞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進行載體疫苗開發共同

發表及學生交換，老師互訪。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食品科學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許祥純-泰國/ssheu@mail.npust.edu.tw 
蔡碧仁-泰國/ pijen@mail.npust.edu.tw 
郭嘉信-越南/jhguo@mail.npust.edu.tw 
邱秋霞-越南/ cschiou@mail.npust.edu.tw 
林貞信-菲律賓/jlin@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A. 泰國 

(1) 每年均有泰國農業大學、朱拉隆功大學、正大管理學院、          
RMUTT、湄州大學等多所姊妹校學生至本系實習。 

(2) 本系亦有學生至泰國農業大學、朱拉隆功大學、RMUTT       
進行海外實習。 

B.越南 
(1) 與大發食品有限公司、味丹（越南）股份有限公司、NEW   

CHOICE FOODS SA., VIETNAM (盛香珍)、統一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並安排學生前往實習、參觀。 
(2) 越南胡志明產業大學預定 107 年 6 月~8 月安排 3 位交換學

生至本系進行短期研究 
 C.菲律賓 

(1) 104/06/23~104/06/26，帶研究生拜訪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Los Baños，及菲國科技部下 Food and Nutrition 
Research Institute 

(2) 105/06/27 至 105/7/28，執行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協助安

排兩位大學同學至菲國科技部食品暨營養研究所實習，完成

該所與本校 MOU 之簽訂。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A. 泰國 

自 2001 年至今，與泰國農業大學已輪流辦理 9 屆台泰雙邊研

討會。 
B.越南 

與 Dr. Tan Hiep Dang, Department of Chemical Technology, Ho 

mailto:ssheu@mail.npust.edu.tw
mailto:pijen@mail.npust.edu.tw
mailto:jhguo@mail.npust.edu.tw
mailto:cschiou@mail.npust.edu.tw
mailto:jlin@mail.npust.edu.tw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Food Industry (越南胡志明市立食

品工業大學)進行學術合作 
 C.菲律賓 

(1) 研提 2016 科技部台菲雙邊科技合作計畫 
(2) 共同參與東協食品會議、科技部補助東南亞區域國際共同

研究暨培訓型合作活動計畫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A.泰國: 
(1) 持續辦理台泰雙邊研討會  
(2) 交換學生實習計畫 

B.越南: 
(1) 辦理學生海外實習 
(2) 交換學生 

C.菲律賓: 
以菲律賓豐富的自然資源，本系教師可以鏈結當地學研單位，搭

建台灣跟該地區的產學合作橋樑，配合台灣雄厚的食品產業基

礎，進入該地區進行實質合作。主要交流方向如下： 
(1) 教師互訪 
(2) 共同指導研究(生) 
(3) 學生海外實習 
(4) 共同舉辦、參加研討會、座談會、國際會議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印尼：毛冠貴教授 (maogg@mail.npust.edu.tw) 
緬甸：盧惠敏教授 (hueimin@mail.npust.edu.tw) 
馬來西亞、美國：周宛俞助理教授 (wychou@mail.npust.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印尼      ) 

交換學生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美國       ) 

辦理國際研討會、學術研究合作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學術研究合作 

師生交流 

辦理國際課程 

國際產學合作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材料工程研究所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曹龍泉教授兼所長-泰國/ tlclung@mail.npust.edu.tw； 
李佳言教授兼工學院副院長/leecy@mail.npust.edu.tw； 
洪廷甫教授/tfhong@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泰國) 

鼓勵及選派學生至泰國進行暑期海外實習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鼓勵及選派學生至泰國進行暑期海外實習，並透過雙邊交流進一

步瞭解其它合作機會(如交換學生或學術研究合作)。 

深化與 KMUTT之實習交流,下一階段預計擴展到 RMUTT。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侯博倫講師-越南/#7472 moxwxom@gmail.com 

林錦盛副教授-馬來西亞/#7136 js7136lin@gmail.com 

龍暐助理教授-印度、美國/#7397 waylong2002@gmail.com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越南-校外實習合作、學生就業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越南、馬來西亞-與木業傳產企業保持密切聯繫，維持交流，增加

在學學生海外校外實習機會及畢業後學生從事高階人才就業率 

印度、美國未來朝國際學術研究合作期望邁進。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餐旅管理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張慧珍副教授-日本/ jane4247@ms1.hinet.net 
賴佩均副教授-泰國/pclai@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mailto:%E5%BC%B5%E6%85%A7%E7%8F%8D%E5%89%AF%E6%95%99%E6%8E%88-%E6%97%A5%E6%9C%AC/%20jane4247@ms1.hinet.net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工業管理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x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洪宗乾 老師-日本 / chong@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日本為精實生產製程的創始國家，精實生產也是現今台灣工業重

要少量多樣生產模式的最佳製造方式。故精實的生產與製程為今

後只要的交流方向。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科技管理研究所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無認養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依據 107.2.23  106-2 科管所所務會議決議， 
因本所人力及資源有限，故此次調查不認養。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企業管理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張宮熊教授-全部/ bear419@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請述之)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韓國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對一認養國家 

 
王韻副教授-韓國/ yunw@mail.npust.edu.tw 
陳秀足副教授-韓國/ koko@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認養後未來主要交流方向 

參加國際競賽或國際研討會。 

 



國家認養調查表 

協助認養各系所目前已交流過並且未來想深化之國家。 

系所單位名稱 森林系 

認養之國家(可複選) 

□泰國 □越南 □寮國 □汶萊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 ▉澳洲 ▉其他  英

國                            

負責老師-認養國家/ email 

▲至少一位老師認養國家 

(Ex: 王小明教授-泰國/ 123@mail.npust.edu.tw； 
    林小明教授-印尼/ 456@ mail.npust.edu.tw) 
陳建璋副教授-英國、澳洲、日本 zzzjohn@mail.npust.edu.tw 

目前交流業務 

1. 國際產學合作、教師學生交流 (國家:   英國、澳洲、日

本      ) 

 

2. 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國家:    英國、澳洲、日本      ) 

 

3. 專利與技術交流 (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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