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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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70044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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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準健康產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精準農業領域夥伴學校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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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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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教學資源共享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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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及教職員工。 

(2)校外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碩博士生 (包含 111 年度新生)。 

(3)歡迎旁聽之學生、產學研界從業人員及教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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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課程費用全免。 

五、學分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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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新生)，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可以抵免學分 (旁聽者不發給學分證明)。 

六、課程科目及辦理日期： 

七、報名方式：(1)網路報名：掃描 QR code (https://forms.gle/wmV8iFQJcYbsQFeF8)直接填寫表單。 

(2) E - m a i l：填妥下方報名表後，電子郵件主旨請填：高科大暑期課程報名，並寄送

至 swwnkust@nkust.edu.tw。 

(3)通訊報名：填妥下方報名表後，郵寄至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 號 厚生樓 4F (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海洋生物技術系)。 

(4)傳    真：(07)3011171。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06/2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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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小姐) 

十、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與科技教育司-「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日期 授課時間 授課人數 

水產病原即時檢測實驗 1 6/27~7/1 09:00~17:00 20 

水產生技與科技漁業 2 7/4~7/9 09:30~16:00 40 

水產生物安全智能管理 2 7/11~7/16 09:30~16:00 40 

水產精準檢測技術 2 7/18~7/23 09:30~16:00 40 

水產生物精準育種 2 7/25~7/30 09:30~16:00 40 

智慧農業 ABC 2 8/1~8/5 09:00~17:10 20 

精準農業及生技產業創業理論與應用 2 8/8~8/13 09:00~16:00 20 

https://forms.gle/wmV8iFQJcYbsQFeF8
mailto:swwnkust@nkust.edu.tw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11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0000 / 00 / 00 

身分證字號 *需要學分證明者，請務必正確填寫並確認，謝謝。 

通訊地址  

手機號碼  E-mail  

學校/服務單位  
*為上課資訊寄發主要管道，請盡量提供可用於

Google Meet 視訊會議之 Gmail，以備疫情需求。 

學號/職位  系所/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日期 修課方式（請打"ˇ"或"） 

水產病原即時檢測實驗 6/27~7/1 □全程修課  □旁聽  □視訊註 7 

水產生技與科技漁業 7/4~7/9 □全程修課  □旁聽  □視訊註 7 

水產生物安全智能管理 7/11~7/16 □全程修課  □旁聽  □視訊註 7 

水產精準檢測技術 7/18~7/23 □全程修課  □旁聽  □視訊註 7 

水產生物精準育種 7/25~7/30 □全程修課  □旁聽  □視訊註 7 

智慧農業 ABC 8/1~8/5 □全程修課  □旁聽  □視訊註 7 

精準農業及生技產業創業理論

與應用 
8/8~8/13 □全程修課  □旁聽  □視訊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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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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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歡迎各位同學、教職員工及產學研業界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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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本計畫課程修課方式之視訊選項僅開放產業人士選擇(請尊重智財權，嚴禁錄影，謝謝！) 

(https://forms.gle/wmV8iFQJcYbsQFeF8) 

https://forms.gle/wmV8iFQJcYbsQFeF8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11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程名稱 水產病原即時檢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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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6/27 
(一) 

09:00~17:00 

授課： 

蝦類疾病及病原介紹 

實驗： 

白蝦解剖採樣及組織 DNA 萃取方法： 

管柱套組&快抽 DNA 法 

8 
蔡志明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6/28 
(二) 

09:00~17:00 

授課： 

核酸純化原理介紹 

實驗： 

白蝦組織 RNA 萃取＆膠體電泳 

8 
蔡志明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6/29 
(三) 09:00~17:00 

授課： 

蝦類病原檢測方法介紹 

實驗： 

應用 PCR 檢測蝦類急性肝胰腺壞死症
(AHPND)及白點症病毒(WSSV) 

8 
蔡志明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6/30 
(四) 09:00~17:00 

授課： 

養殖現場快速檢測病原技術 

實驗： 

抗原快篩試紙＆LAMP 核酸擴增方法 

8 
蔡志明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7/1 
(五) 

10:00~12:00 一點靈 Easy-kit 水產病原檢測套組實作 

5 

張錦宜 副所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13:00~15:00 智慧化水產病原自動檢測系統操作 
王郁峻 副研究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15:00~16:00 實驗結果報告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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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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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7/4 

(一) 

09:30~12:00 養殖型藥源性海洋無脊椎動物 3 
宋秉鈞 研究員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3:30~16:00 
褐藻醣膠及褐藻發酵物在生

技領域的實驗革命 
3 

黃培安 副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7/5 

(二) 

09:30~12:00 微藻多元生技產品之研發 3 
黃基政 研發長 

鑫耀生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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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三) 

09:30~12:00 
智慧科技在冷鏈配銷體系之

運作 
3 

陳慧娟 總監 

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 

13:30~16:00 魚電共生與智慧化養殖 3 
蘇坤煌 總經理 

臺鹽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7/7 

(四) 

09:30~12:00 
大成長城公司水產養殖實作

場域實務參訪 
3 

張瑞璋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13:30~16:00 
臺鹽綠能公司光電養殖場域

實務參訪 
3 

張瑞璋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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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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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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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13:30~16:00 
藻類多醣萃取物在抗病毒感

染之研發 
3 

吳彰哲 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食品創新領域資源中心 計畫主持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11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程名稱 水產生物安全智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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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7/1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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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應用在食品安全供

應鏈 
3 

顧皓翔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7/12 

(二) 

09:30~12:00 智慧化食品安全管理 3 
吳建志 董事長 

適勤科技有限公司 

13:30~16:00 智能水產養殖系統的 IoT 技術 3 
蔡政勳 總經理 

寬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3 

(三) 

09:30~12:00 養殖環境智慧監控與管理 3 
賴弘智 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13:30~16:00 
機電科技運用在綠能養殖的

智能管理 
3 

陳瑜亮 研發經理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4 

(四) 

09:30~12:00 文蛤養殖環境健康精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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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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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13:30~16:00 箱網養殖智能管理 3 
蔡坤祐 經理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限公司 

7/16 

(六) 

09:30~12:00 水產食品生物安全管理 3 

廖遠東 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HACCP 學會副理事長 

13:30~16:00 海鮮中的食安危機與管理 3 
張菊香 主任 

屏東縣政府檢驗中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11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程名稱 水產精準檢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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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7/18 

(一) 

09:30~12:00 
光纖式奈米生物檢測在智慧

養殖之應用 
3 

王少君 主任 

國立中正大學 奈米生物檢測科技研究中心 

13:30~16:00 魚類病毒檢測技術開發 3 
呂明偉 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7/19 

(二) 

09:30~12:00 
分子檢驗技術在水產疾病精

準檢測的應用 
3 

潘婕玉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13:30~16:00 蝦類重要病原精準檢測 3 
許家愷 總經理 

昕穎生醫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7/20 

(三) 

09:30~12:00 
資通訊技術在水產精準檢測之

應用 
3 

王郁峻 副研究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13:30~16:00 
水產病原精準檢測試劑之開

發與應用 
3 

張錦宜 副所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7/21 

(四) 

09:30~12:00 
養殖魚類重要病毒之精準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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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精準檢測技術在產業的

應用 
3 

李珮瑜 科技長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22 

(五) 

09:30~12:00 
分子生物檢測技術於水生動物

疾病之應用 
3 

謝嘉裕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13:30~16:00 
新穎精準檢測技術之發展與

應用 
3 

康詩婷 處長 

奎克生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規劃暨管理處 

7/23 

(六) 

09:30~12:00 智慧感測技術的養殖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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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水產精準感測技術 3 
林志遠 研究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企劃資訊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11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程名稱 水產生物精準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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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7/25 

(一) 

09:30~12:00 石斑魚基因體育種及智慧養殖 3 
陳宗嶽 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13:30~16:00 
水產養殖生物全基因體分析

在育種之開發應用 
3 

林仲彥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7/26 

(二) 

09:30~12:00 科技輔助選育臺灣鯛魚苗 3 
顏孟加 執行長 

聖鯛水產科技公司 

13:30~16:00 
基因體輔助精準選育在水產

養殖之應用 
3 

黃章文 副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系 

7/27 

(三) 

09:30~12:00 
養殖育種與水產品產銷智能

管理 
3 

劉建伸 董事長 

峰漁股份有限公司 

13:30~16:00 海水吳郭魚精準遺傳改良 3 
曾福生 組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水產養殖組 

7/28 

(四) 

09:30~12:00 
水產生物育種之微衛星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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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體編輯在水產精準育種

之應用 
3 

龔紘毅 主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系 

7/29 

(五) 

09:30~12:00 
聖鯛水產科技公司智慧養殖

場實務參訪 
3 

張瑞璋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13:30~16:00 峰漁佳食水產公司實務參訪 3 
張瑞璋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7/30 

(六) 

09:30~12:00 
魚類分子精準育種之開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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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體與組體學於水產品育
種之品質與風味應用探討：
以台灣鯛不同品系為例 

3 
何攖寧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生物研究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11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程名稱 智慧農業 ABC (遠距非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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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8/1 

(一) 

09:00~12:00 
精準農業的過去、現況與未

來 
3 

楊明德 終身特聘教授兼工學院院長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系 

13:00~15:00 智慧農業發展趨勢 2 
蔡致榮 研究員兼副所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15:10~17:10 智慧農業落地解決方案 2 
賴明信 研究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稻作組 

8/2 

(二) 

09:00~12:00 人工智慧與 IoT 之應用 3 
鄧志峰 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智慧創意學程 

13:00~15:00 
運用農業開放資料打造智能生產經

營軟體雛形-以設施甜瓜為例 
2 

吳東鴻 研究員 

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稻作組 

15:10~17:10 
無界線電商於新農業案例分

享-數位分身應用 
2 

洪孟志 總經理 

國興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8/3 

(三) 

09:00~12:00 
AIoT結合物聯網與深度學習於即
時溫室害蟲監測計數之應用 

3 
吳俊霖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資工系 

13:00~15:00 蕈菇之智慧貨櫃模組生產系統 2 
戴郁峰 董事長 

銥光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10~17:10 智慧農業設施感測環控技術 2 
陳智霖 副總經理 

鍠麟機械有限公司 

8/4 

(四) 

09:00~12:00 衛星影像與精準農業發展 3 
蔡慧萍 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系 

13:00~15:00 智慧水産養殖與資源復育 2 
李東霖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5:10~17:10 
智慧影像技術應用於漁業與

家禽產業 
2 

郭彥甫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8/5 

(五) 

08:10~10:10 鳥瞰視角下的無人機應用 2 
許鈺群 講師 

國立中興大學 無人載具研究中心 

10:10~12:10 
實戰無人機之實務應用與相

關法規 
2 

吳俊毅 總經理 

麥斯特航拍有限公司 

13:10~15:10 智慧陸空影像分析平台 2 
許鈺群 講師 

國立中興大學 無人載具研究中心 

15:20~17:20 研究心得分享 2 
鄧志峰 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智慧創意學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所)(楠梓校區) 
111 年度暑期專案教學課程表 

 

課程名稱 精準農業及生技產業創業理論與應用 (遠距非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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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數 授課老師 

8/8 

(一) 

09:00~12:00 國內外創業生態系以及創業資源 3 
林谷合 教授兼副院長 

國立中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3:00~16:00 
亞洲精準農業與生技產業發

展現況 
3 

王建彬 副院長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8/9 

(二) 

09:00~12:00 台灣精準農業創業實務與案例 3 
阮思淳 執行長暨創辦人 

譜曲辰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0~16:00 
生技新創事業經營策略思維

與案例 
3 

黃國峯 教授暨執行長 

國立政治大學 EMBA 

8/10 

(三) 

09:00~12:00 科技服務模式與數位轉型 3 
陳信宏 所長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13:00~16:00 農業與生技產業行銷策略 3 
李宗儒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學系 

8/11 

(四) 

09:00~12:00 智慧科技與團隊管理 3 
孫希聖 經理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服務中心 

13:00~16:00 農業品牌創意與行銷 3 
郭建佑 創辦人 

鮮乳坊-慕渴股份有限公司 

8/12 

(五) 

09:00~12:00 生技產業專利申請與授權實務 3 
蘇宜成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3:00~16:00 社會企業與社會影響力 3 
王國雄 董事長 

成真企業社創辦人/王品前副董事長 

8/13 

(六) 

09:00~12:00 新創事業財務資本規劃 3 
崔麗英 會計師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3:00~16:00 各國農業與生技創業案例解析 3 
林谷合 教授兼副院長 

國立中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