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09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學員招生簡章 

一、依據：教育部臺教資(二)字第 1090013628P 字號函辦理 

二、目的：本校位於台灣南部，水產業也為南部重要的特色產業，在水產科技方面一直維持著高度競

爭優勢，為能提升傳統水產業技術，融合海洋生物技術、智慧漁業科技與跨領域整合產業

資源，充分結合優勢發揮綜效並促進水產業創新發展。本校執行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

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之 A 類「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學產研鏈結人才培育計畫」，整合相

關領域實務專家，共同規劃對焦海洋生技創新、產業需求的應用性，導向跨領域實務課程，

透過「產」與「學」互動方式推動暑期專案課程，緊密結合產學合作培育方式，強化實務

致用與產學深耕特色發展，並且配合課程實施建立跨校教學資源共享機制，提供產業所需

之優質技術人力。 

三、招收對象：(1)校內大學部、碩士生、博士生、教職員。 

              (2)校外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碩博士生(包含 109 年度新生) 

              (3)歡迎產業界從業人員或學校教師，進行旁聽或部分學習 

四、收費標準：學分費及部分學習所需費用擬由教育部計畫支付，因此課程費用全免 

五、學分(習)證明：學員修畢課程，經考試核可後，校內學員能取得專業選修學分；校外學員(包含 

                 109 年度新生)，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本學分證明可以抵免學分。 

六、課程科目及辦理日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日期 授課時間 授課人數 

水產生物基因表現分析實驗 1 7/06~7/10 09:00~17:00 20 

水產生技與科技漁業 2 7/13~7/18 09:30~16:00 30 

水產生物安全管理 2 7/20~7/25 09:30~16:00 30 

分子檢測技術 2 7/27~8/01 09:30~16:00 30 

水產生物分子育種 2 8/03~8/08 09:30~16:00 30 

農生技產業法規實務 2 8/10~8/15 09:30~16:00 20 

農業科技創新與產業分析 2 8/17~8/21 09:30~16:00 20 

七、報名方式：(1)網路報名：將報名資料填妥後，E-mail：juliachien@nkust.edu.tw。 

                         或 QR code (https://forms.gle/S8zZjEP7EzYioArG9) 
              (2)傳真：(07)3011171     

(3)通訊報名：將報名資料填妥後寄至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 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生物技術系(楠梓校區)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6/26(五) 

九、主辦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生物技術系(楠梓校區)  

TEL：(07)3617141 轉 23812 或 23804(簡小姐) 

十、指導單位：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產學研鏈結人才培育計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生物技術系暑期專案教學報名表 

§ 修課報名表(含部分旁聽的學員) §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  *印製學分證明需要，若修課完畢不需學分證明書，可免填身分證 

通訊住址  

連絡電話  
E-mail  

學校/服務單位  

學號/職位  系所/年級  

課程名稱 授課日期 修課課程（請打"ˇ"或"○"） 

水產生物基因表現分析實驗 7/06~7/10 □全程    □旁聽 

水產生技與科技漁業 7/13~7/18 □全程    □旁聽 

水產生物安全管理 7/20~7/25 □全程    □旁聽 

分子檢測技術 7/27~8/01 □全程    □旁聽 

水產生物分子育種 8/03~8/08 □全程    □旁聽 

農生技產業法規實務 8/10~8/15 □全程    □旁聽 

農業科技創新與產業分析 8/17~8/21 □全程    □旁聽 

註: 

1. 填妥報名表後繳交至海生系系辦或經由 E-mail、QR code 完成報名。  

2. 具學籍學生報名後由海生系彙整後送課務組進行選課作業。 

3. 修課後經考試核可，即可取得專業選修學分。 

4. 本課程完全免費，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計畫支付。歡迎各位同學參加。  

5. 學歷請填寫 9 月開學後之學籍。若為碩一新生，學歷請填碩班學系；    

  若無繼續升學者，則填最高學歷(○○大學○○○系四年級) 

6. 校外學員及碩一新生核發學分證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09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程名稱 水產生物基因表現分析實驗 預估修課人數 20 

招生對象 以校內外碩博士研究生為主要對象 學分數 1 學分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教師 

7/6 

(一) 
09:00~17:00 

水產養殖生物病原介紹 

實驗:白蝦解剖採樣，組織 DNA 萃取方法 1&2 
8 

蔡志明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7/7 

(二) 
09:00~17:00 

核酸純化原理介紹 

實驗:石斑魚組織 total RNA 萃取&核酸分子定

性及定量分析 

8 

蔡志明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7/8 

(三) 
09:00~17:00 

水產病原鑑定及檢測方法介紹 

實驗:應用 PCR 檢測蝦類白點症病毒 
8 

蔡志明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7/9 

(四) 
09:00~17:00 

實驗: 

1.應用 RT-PCR 檢測魚類神經壞死病毒 

2.養殖現場快速檢測技術實作 

8 

蔡志明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7/10 

(五) 
09:00~17:00 分組口頭報告&實驗報告整理及撰寫 8 

蔡志明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09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 程 名 稱 水產生技與科技漁業 

開 課 教 師 授課對象 學分數 
授課時數

（h） 
開授系所 

預估 
修課人數 

張瑞璋 
大學生、研究生、 
博士生、產業人士 

2 36 
海生系、養殖系 
水食系、海環系 30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7/13 

(一) 

09:30~12:00 AI 如何幫助養殖業 3 
洪慶章 特聘教授 

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系 

13:30~16:00 都市化的水生生物工廠 3 
賴珏光 營運長 

瀚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4 

(二) 

09:30~12:00 魚鱗多元生技產品之研發 3 
韓建國 副教授 

亞洲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HACCP 學會監事、HACCP 協會理事 

13:30~16:00 智慧科技在商務配銷體系之運作 3 
陳慧娟 組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 

7/15 

(三) 

09:30~12:00 智慧感測技術在養殖的運用 3 
魏駿勝 推廣副理 

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微系統科技中心 

13:30~16:00 公部門智慧養殖技術發展與推動 3 
林志遠 研究員 

農委會水試所企劃資訊組 

7/16 

(四) 

09:30~12:00 智慧化冷鏈物流運銷體系 3 
顏志耀 經理 

元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30~16:00 
機電科技運用在綠能養殖的 

進程發展 
3 

陳瑜亮 研發經理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 

(五) 

09:30~12:00 智慧生態循環水養殖 3 
謝清輝 副董事長 

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3:30~16:00 
智能室內循環水養殖系統設計 

與營運 
3 

藍大為 課長 
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綠能生技養殖研究開發部 

7/18 

(六) 

09:30~12:00 益生菌在水產養殖的應用 3 
林金生 所長 

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30~16:00 智慧養殖漁業產業分析 3 
李翎竹 秘書長 

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09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 程 名 稱 水產生物安全管理 

開 課 教 師 授課對象 學分數 授課時數（h） 開授系所 
預估 

修課人數 

張瑞璋 
大學生、研究生、

博士生、產業人士 
2 36 

海生系、養殖系 
水食系、海環系 30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7/20 

(一) 

09:30~12:00 水產食品生物安全管理技術 3 
林家民 主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13:30~16:00 水產動物健康養殖管理 3 
呂明偉 主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產學營運總中心 

7/21 

(二) 

09:30~12:00 優質安全水產品生產管理 3 
鄭安倉 主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13:30~16:00 水汙染與水生生物安全 3 
陳淑美 副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7/22 

(三) 

09:30~12:00 
近期禽畜水產品藥物殘留及市售

藥殘抽驗與檢驗現況 
3 

郭素蓮 主任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技術服務中心 

13:30~16:00 水產食品生物安全管理 3 

廖遠東 副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HACCP 學會副理事長 

7/23 

(四) 

09:30~12:00 文蛤養殖環境健康風險管理 3 
黃榮富 特聘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13:30~16:00 水產生物安全養殖系統 3 
鄭文騰 特聘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 

7/24 

(五) 

09:30~12:00 
魚類抗菌胜肽為新一代藥物開發 

之潛力物質 
3 

陳志毅 研究員 

中研院細生所臨海研究站 

13:30~16:00 水產品國際行銷與驗證 3 

蔡俊雄 理事長  
臺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臺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副董事長 

允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7/25 

(六) 

09:30~12:00 
生物製劑對水產養殖與食品安全 

之應用 
3 

胡紹揚 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13:30~16:00 分子草藥在魚蝦養殖的應用 3 
林翰佳 教授(創辦人) 

炬銨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09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 程 名 稱 分子檢測技術 

開 課 教 師 授課對象 學分數 
授課時數

（h） 
開授系所 

預估 
修課人數 

張瑞璋 
大學生、研究生、 
博士生、產業人士 

2 36 
海生系、養殖系 
水食系、海環系 30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7/27 

(一) 

09:30~12:00 
自由基分子檢測與抗氧化酵素之

研究與應用 
3 

耿全福 主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 

13:30~16:00 蝦類重要病原檢測 3 
許家愷 總經理 

昕穎生醫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7/28 

(二) 

09:30~12:00 
分子檢驗技術在水產養殖疾病 

檢測的應用 
3 

潘婕玉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13:30~16:00 水產病原檢測試劑之開發與應用 3 
張錦宜 副所長 

農委會水產試驗所 

7/29 

(三) 

09:30~12:00 
分子檢驗在水產動物防疫檢疫 

之應用 
3 

謝嘉裕 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13:30~16:00 
分子生物檢測技術於水生動物 

疾病之應用 
3 

謝嘉裕 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7/30 

(四) 

09:30~12:00 
養殖魚類重要病毒之分子 

檢測技術 
3 

洪健睿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13:30~16:00 核酸檢測技術在產業的應用 3 
李珮瑜 科技長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31 

(五) 

09:30~12:00 產業實務參訪(擬配合疫情調整) 3 
張瑞璋 教授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13:30~16:00 產業實務參訪(擬配合疫情調整) 3 
張瑞璋 教授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8/1 

(六) 

09:30~12:00 食品快速檢測技術之原理與應用 3 
柳欣儀 業務主任 

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3:30~16:00 精準醫療分子檢測之技術與應用 3 
康詩婷 博士 

奎克生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09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 程 名 稱 水產生物分子育種 

開 課 教 師 授課對象 學分數 
授課時數 
（h） 

開授系所 
預估 

修課人數 

張瑞璋 
大學生、研究生、 
博士生、產業人士 

2 36 
海生系、養殖系 
水食系、海環系 30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8/3 

(一) 

09:30~12:00 
低溫逆境誘發廣鹽性虱目魚肝臟 

之能量代謝與氧化壓力變化 
3 

李宗翰 榮譽特聘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13:30~16:00 
臺灣觀賞米蝦種源品系開發與 

分子選育應用 
3 

黃章文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系 

8/4 

(二) 

09:30~12:00 魚類分子系統育種之開發及應用 3 
曾美珍 主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13:30~16:00 精準育種在水產養殖的發展潛力 3 
龔紘毅 主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系 

8/5 

(三) 

09:30~12:00 
水產養殖生物之全基因體定序、組裝 

註解與開發運用 
3 

林仲彥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13:30~16:00 海水吳郭魚遺傳改良 3 
曾福生 研究員 

農委會水產試驗所 

8/6 

(四) 

09:30~12:00 
水產生物之分子育種微衛星基因 

之應用 
3 

郭建賢 助理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13:30~16:00 
觀賞水族生物之整合研發與產業上 

之應用 
3 

林學廉 所長 

財團法人農科院水產科技研究所 

8/7 

(五) 

09:30~12:00 產業實務參訪(擬配合疫情調整) 3 
張瑞璋 教授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13:30~16:00 產業實務參訪(擬配合疫情調整) 3 
張瑞璋 教授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8/8 

(六) 

09:30~12:00 生物基因體大數據的應用 3 
鄧嘉宜 業務主任 

威健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3:30~16:00 基因體學在水產養殖的應用 3 
黃慶輝 助理研究員 

農委會水產試驗所 水產養殖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09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 程 名 稱 農生技產業法規實務(遠距) 

開 課 教 師 授課對象 授課時數（h） 開授系所 預估修課人數 

張瑞璋 
大學生、研究生、 
博士生、產業人士 36 

海生系、養殖系 
水食系、海環系 20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8/10 
(一) 

09:30~12:00 
13:30~16:00 

農業科技專利及專利要件 
一、專利概念 
二、農業科研成果之可專利標的 
   1.發明的定義 
   2.生物的發明 
    (1)微生物   (2)動植物品種 
   3.方法的發明 
    (1)製備方法 (2)使用方法 
   4.用途的發明 
    (1)治療方法 
三、農業科研成果之專利要件 
   1.明確性      2.可實施性 
   3.產業利用性  4.新穎性   5.進步性 

6 
莊智惠專利高級審查官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8/11 
(二) 

09:30~12:00 
13:30~16:00 

上午： 
農業科技智慧財產權 
 著作權、商標權、植物品種權及營業秘密 
下午： 
農業科技智財布局案例 
案例介紹： 
  1.抗菌胜肽      2.植物萃取物及用途 
  3.養殖基因動物  4.植物新物種授權 
  5.生物防治技術應用 

6 
王惠玲執行長 

惇安智慧財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12 
(三) 

09:30~12:00 
13:30~16:00 

農業相關法規 
  有機農業法、畜牧法等 3 

林美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農業科技研發成果價值評估 3 
孫智麗所長 

臺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智慧財產評價服務中心 

8/13 
(四) 

09:30~12:00 
13:30~16:00 

農業科技產業創新及加值應用 
  運用人工智慧(AI)、大數據(big data)先進

分析、區塊鏈(blockchain)、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等技術處理農場資料，提

供深刻見解以協助農人進行農務相關決策。 

6 
李文權董事長 

理博農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14 
(五) 

09:30~12:00 
13:30~16:00 

專利檢索的含義及目的 
專利檢索實務 
  以化學及生物技術為例 
專利檢索概論 
  為何要進行專利檢索 
專利文獻介紹 

3 
余家嫻專利審查官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轉基因產品及相關法規 3 
林奐妤博士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8/15 
(六) 

09:30~12:00 
13:30~16:00 

食安相關法規 
  健康食品法及食品安全法規 3 

林旭陽簡任技正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食品組 

實案練習及討論 3 
張瑞璋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生物技術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09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 程 名 稱 農業科技創新與產業分析 (遠距) 

開 課 教 師 授課對象 授課時數（h） 開授系所 預估修課人數 

張瑞璋 
大學生、研究生、 
博士生、產業人士 36 

海生系、養殖系 
水食系、海環系 20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8/17 
(一) 

09:30~12:00 
13:30~16:00 

農業科技發展趨勢、產業分析、 
市場研究 4 

孫智麗主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農業產業新價值演繹與案例分享 2 
創辦人李文權博士 
理博農業生技公司 

循環經濟 產業轉型 2 
黃育徵董事長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8/18 
(二) 

09:30~12:00 
13:30~16:00 

農業生技政策法規趨勢 
智慧農業 4.0 營運模式 3 

余祁暐總監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微量元素在農業上的應用 2 
林家修董事長特助 

利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農業、設施農業案例分析 2 
洪福良總經理 

鍠麟機械有限公司 

8/19 
(三) 

09:30~12:00 
13:30~16:00 

畜禽養殖、伴侶動物 1.5 
李盼專案經理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水產養殖、觀賞魚及週邊 1.5 
林彥宏專案經理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台灣畜牧業展望 2 
龔建嘉獸醫師 
鮮乳坊創辦人 

iFISH 智慧養殖實際應用與 
升級精緻漁業之必要 2 

徐緯祥專案協理 / 葉家豪業務專員 
富宸自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0 
(四) 

09:30~12:00 
13:30~16:00 

中草藥、植物新藥 1.5 
譚中岳副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農用資材、生物製劑 1.5 
陳枻廷評價師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Developing new drugs from natural 

sources 2 
黃中洋董事長 

彥臣生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Persevere 的故事-由台灣走向國際 2 
研發督導黄卓君博士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8/21 
(五) 

09:30~12:00 
13:30~16:00 

安全農食鏈、溯源履歷 1.5 
魏于翔評價師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機能性產品市場與政策分析 1.5 
劉依蓁評價師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食農教育 2 
王俊凱執行長 

OwlTing 奧丁丁集團 

機能性產品市場與政策分析 2 
陳炎鍊總監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