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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國際合作與交流計畫申請書 

計畫年度：   九十八   年度 
一、基本資料 

申請學校名稱 遠東科技大學 計畫編號(本欄由工作小組填寫) 

計  畫  名  稱 
(中文) 越南台商之綠色環保材料科技產學合作與境外建教合作開班計畫 

(英文) 
Eco-Materials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aiwanese 

Company in Vietnam 

國內共同 

參與機構 

1.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瑞昇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3.鳳記國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4.英太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5.得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力得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  外 

交流機構 

1. University of Technical Education, Hochiminch City, Vietnam 

2. Hano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ietnam 

3.Cold Well Company, LTD., Vietnam 

4.New Han Vuon Joint Venture Company, Vietnam 

5.Yang Yuen Enterprise Company Company, LTD., Vietnam 

6.越南胡志明市台灣商會 

申請類別 □整合型 ■一般案型 
■工業設計類 □商業管理類 □農業海事類

□醫事護理類 □語文藝術類 □餐旅家政類

交流活動項目 

(以優先順序排

序，填註 123…) 

1■招收外籍

生 

□選送學生出

國實習 

□雙學位或修

習部分學分

□師生取得

國際證照 
2■交換師生

以上各項交流活動項目不可自行新增或修改 

計畫期程 __98__年  3  月  1 日 至  98   年  12 月 15 日 

計畫總主持人 鐘明吉 職 稱 副校長 

聯絡人 
姓  名 張 世 鄉 電 話 (06) 5979566 轉 7281 
E-mail shchang@cc.feu.edu.tw 傳 真 (06) 5977115 

 

 

計畫主持人：                       (簽章)      日期：                

 

 

單位  主管：                       (簽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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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國際合作執行現況： 
(1)招收外籍生現況： 

系所別 系所數 系所名稱 
招生外國

學生人數
授課語言別1 

是否提供

獎學金 

是 否

大學部 2 
電腦應用工程系 1 中文 是 ■否

企業管理系 1 中文 是 ■否

碩士班  無 無  是 否

博士班  無 無  是 否

 (2)專責單位內容： 

國際合作專責 
單位 

 

單位名稱 
中文：研究發展處 
英文：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fice 

工作內容 

1. 根據本校校務發展目標，研擬中長程發展計劃。 
2. 協同校內相關部門，整合教學、研究及行政人力、物力、朝

合理化、資訊化、多元化、國際化等方向發展。 
3. 協同校內中心系所，與國外大學及學術機構多方交流，進而

推動國際學術合作。 
單位負責人姓名  葉 彥 良 
連絡電話 06-5979566#7275 
e-mail yehyl@cc.feu.edu.tw 
連絡人姓名  鄭 淑 方 
連絡電話 06-5979566#7272 
傳真 06-5977115 
e-mail Chenly77@cc.feu.edu.tw 

國際合作跨處室

推動小組 

小組名稱 
中文：國際交流中心 
英文：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Education Center 

工作內容 

1. 協調與整合本校研究教學單位提供相關服務，與行政單位形

成緊密的合作關係。 
2. 協助本校研究單位尋求國內外合作夥伴，積極撮合國內外研

究團隊的形成。 
3. 接觸國內外傑出學者長、短期駐校訪問研究以提升校內研究

品質，加強對外合作，拓展研究視野。 
小組召集人姓名 張 世 鄉 
連絡電話 06-5979566#7281 
e-mail shchang@cc.feu.edu.tw 
連絡人姓名 梁嘉真 
連絡電話 06-5979566#7235 
傳真 06-5977115 
e-mail jane1002@cc.fe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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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文摘要：請於一千字內就計畫重點，扼要說明。並列舉計畫相關之關鍵字。 

 
在衆多綠色環保材料中，塑木複合材料是天然木材的最佳替代品，除了在外觀上酷似天

然木材外，更具有防潮、不腐爛、不怕蟲蛀之優點；此外亦可藉添加劑或材料之設計，使其

具有附加功能，例如抗紫外線、發泡、難燃性等。大體而言，塑木複材除了在剛性及抗壓方

面略遜於天然木材外，其他方面之特性則超越了天然木材。在加工成型方面，可利用模具之

不同，一次成型許多形狀較為複雜之產品；若在生產上能配合塑膠回收再生技術，則將大大

的降低生產成本，尤其在天然木材與石化原料價格愈來愈高漲與環保意識逐漸抬頭的今日，

塑木複合材料之製品及技術開發深具市場潛力，並藏有無限的商機。 

本校永續材料技術研發中心近年來在包含塑木複材的綠色環保材料配方、發泡、混練加

工技術及整廠輸出規劃等技術及各方面，已相當成熟且有多次輔導經驗。同時，本校亦成立

量產技術開發中心與塑膠精密加工研究中心，專精於塑膠相關加工與製程放大（量產化製

程）、塑膠模具設計及加工技術，近年來在學術研究及廠商輔導的表現均極為優異。本計畫

近程目標旨在以上述三個中心之知識與技術為基礎，再配合國內合作廠商的實務訓練，重新

規劃綠色環保材料製程及加工技術之相關課程、教材編撰及人員培訓等，提供越南合作廠商

之員工現場實地進修及培訓的機會，以提升台商產業的競爭力；另一近程目標為藉由現場實

地講授及學術研討會等交流方式，將綠色環保材料相關課程及技術導入本校在越南的姊妹校

如 University of Technical Education, Hochiminch City及 Hano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甚至

其他大學研究機構。 

本計畫的遠程目標為藉由計畫的執行，增進產學雙方合作及互信，同時經由越南胡志明

市臺灣商會的引介，將可增加合作台商數量。如此，不但有助於未來在當地姊妹校開設境外

建教合作專班或產學碩專班，藉此培養台商所需的基層技術人員及中階管理人才，甚至可以

傳播學校特色以便吸引當地高政經地位家庭的子弟與台商高階管理人才自費來台就讀本校。

 
 
 
關鍵字：綠色環保材料、模具設計、射出加工、建教合作 

(本頁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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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文摘要：內容與中文摘要同並列舉計畫相關之關鍵字。 

Wood Plastic Composite is one of the so-called Eco-materials such as environmental conscious 

material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materials and eco-balanced materials. It is the best substitute for 

wood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it not only looks almost the same as wood, but also has better properties 

such as moisture-proof and higher resistance to decomposition. By using additives, Wood Plastic 

Composite has more superior performance such as anti-UV and higher resistance to inflammability. 

The cost for manufacturing WPC products can be largely reduced using sophisticated injection 

molding design and plastic recycling technology. Today, the price for nature wood and petrochemical 

materials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lso,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getting stricter.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and highly profitable to develop the technology for producing the Eco-materials such as 

Wood Plastic Composite. 

To promote the benefit of Eco-materials,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Sustainable Materials 

Research Center”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04. Meanwhile, We have also 

established the “Mass Production Center “ and “Mold Engineering and Polymer Processing Center”

focusing on related polymer processing technology, mass production process, plastic molding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hese three research centers hav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lot of monopoly 

techniques, especially for Eco-materials such as WPC, and assisted many companies under the 

industrial and academic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f these centers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ollaborative companies, we plan to educate and train the personnel for 

Taiwanese own companies in Vietnam about the Eco-materials processing,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is field. Besides, we want to introduce the Eco-materials related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o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University of Technical Education, 

Hochiminch City, Hano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other academic institutes in Vietnam by means 

of seminars and lectures. 

Through this project, first, we can enhance the mutual collaboration and trust with Taiwanese 

owned companies in Vietnam, thereby training their technician and middle-level managers by setting 

up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 system in Vietnam. Secondly, we can promote the recognition of Far 

East University in Vietnam and recruit the wealthy Vietnam students and high-level managers who 

want to learn more Eco-materials related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Keywords：Eco-materials, Mold design, Injection molding, Cooperative education 

(本頁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5

五、主要參與人力 
類   
別 姓    名 職   稱 工作月數 在本計畫內擔任之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主計畫 鐘明吉 遠東科技大學 
副校長 9.5 計畫主持人：計畫規劃統籌 

 葉彥良 遠東科技大學 
研發長 9.5 共同主持人：掌控計畫之執行 

 張世鄉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交流中心主任

9.5 共同主持人：負責計畫之聯絡、執行與推動

綠色環

保材料 陳嘉勳 
遠東科技大學 

永續材料技術研發

中心主任 
9.5 共同主持人：綠色環保材料課程規劃統籌 

 關旭強 遠東科技大學 
永續中心助理教授

9.5 塑木複材課程規劃 

 林焜章 
遠東科技大學 

精密機械育成中心

主任

9.5 課程規劃、教材編撰與執行 

精密塑

膠模具 
技術 

許丕明 
遠東科技大學 

塑膠精密加工研究

中心主任 
9.5 協同主持人：精密塑膠模具課程規劃統籌 

 許桂桐 得力工業公司 
董事長 3 模具設計實務 

 張堅浚 力得衛科技公司 
董事長 3 模具加工實務 

 陳國信 頡懋實業公司 
總經理 3 模具設計實務 

 陳惠利 
遠東科技大學 

塑膠精密加工研究

中心副主任 
9.5 課程規劃、教材編撰與執行 

量產技

術 官振豐 
遠東科技大學 

量產技術開發中心

主任 
9.5 協同主持人：量產工程課程規劃統籌 

 
 

彭新志 量產中心廠長 9.5 量產化製程實務規劃 

 張源桔 瑞昇塑膠公司 
總經理 3 綠色押出成型實務 

 周延儒 英太機械公司 
董事長 3 異型共押出成型實務 

國外人

員 
(越南) 

Mr. Lam 
Chi Lang 

University of 
Technical 
Education, 

Hochiminch City 

3 國際學術合作與交流(聯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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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人

員 
(越南) 

Dr. 
Nguyen 

Dac Trung 

Hanoi University of 
Technolofy  3 國際學術合作與交流(聯絡人) 

國外人

員 
(越南) 

陳英明 Cold Well 
Company, LTD. 3 國際產學合作與交流(聯絡人) 

國外人

員 
(越南) 

黃建鈴 

New Han Vuon 
Joint Venture 

Company.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

商會 

3 國際產學合作與交流(聯絡人) 

國外人

員 
(越南) 

錡永吉 
Yang Yuen 
Enterprise 

Company, LTD. 
9 國際產學合作與交流(聯絡人)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近三年內曾參與之國際合作案。 

姓   
名 計  畫  名  稱 

計畫內

擔任工

作 
起迄年月

補 助 
機 構 主要經歷與成果 

鐘明吉 推廣再生能源於國

際產學合作（I） 

總計畫

共同主

持人 
96/4-96/12 教育部

舉辦為期三天的綠建築與再生能源

國際研討會 

鐘明吉 
塑木複材配方製程

技術、諮詢暨赴廠代

訓計畫 
主持人 96/4-96/12

越南揚

越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將塑木複材配方製程技術技轉給越

南揚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鐘明吉 推廣再生能源於國

際產學合作（II） 

總計畫

共同主

持人 
97/4-97/12 教育部

舉辦為期三天的再生能源與綠建築

國際研討會 

陳嘉勳 
塑木複材配方製程

技術、諮詢暨赴廠代

訓計畫 

協同主

持人 96/4-96/12

越南揚

越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將塑木複材配方製程技術技轉給越

南揚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官振豐 
塑木複材配方製程

技術、諮詢暨赴廠代

訓計畫 

協同主

持人 96/4-96/12

越南揚

越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將塑木複材配方製程技術技轉給越

南揚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頁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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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出國人員資料：計畫內如須派員出國進行合作交流，請依下表詳列相關資料 
 

參訪目的 舉辦五場綠色環保材料專業課程教學及技術人才培訓 

出國天數 7 出訪國家 越南 

預定參訪機構 

1. University of Technical Education, Hochiminch City, Vietnam 

2. Hano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ietnam 

3. Cold Well Company, LTD., Vietnam 

4. New Han Vuon Joint Venture Company, Vietnam 

5. Yang Yuen Enterprise Company, LTD, Vietnam 

6. 越南胡志明市台灣商會 

出國人員名單 

姓名 職稱 專長 語言能力 具體任務及必要性 

鐘明吉 副校長 生產自動化技術 中、英 主持研討會及治校理念演講 

葉彥良 研發長 CAE 中、英 演講主題: 模具機構設計 

陳嘉勳 主任 綠色材料 中、英 演講主題:綠色環保材料製程 

許丕明 主任 精密塑膠模具 中、英 演講主題: 精密塑膠模具 

官振豐 主任 量產工程 中、英 演講主題:量產技術 

關旭強 助理教授 塑木複材 中、英 演講主題: 塑木複材加工技術

林焜章 主任 模具工程 中、英 演講主題:模具加工技術與應用

彭新志 廠長 量產技術 中、英 演講主題: 綠色材料加工實務

張世鄉 主任 結構設計及分析 中、英 行程規劃與聯絡 

周延儒 董事長 工具機設計及製造 中、英 演講主題:異型共押出成型實務

張堅浚 董事長 工具機設計及製造 中、英、德 演講主題:CNC 加工技術與應用

張源桔 總經理 押出機設計與製程 中、英 演講主題:綠色押出成型實務 

陳國信 總經理 共押機與模具設計 中、英 演講主題:模具設計實務 

許桂桐 董事長 模具製造 中、英 演講主題:模具製造技術 

出國規劃與計畫相

關性 

1. 教授綠色環保材料專業課程。 
2. 培訓綠色環保材料製程及加工技術人才。 
3. 傳播學校特色以利招收越南籍學生自費就讀本校。 

預期成果(請具體

條列) 

1. 在越南 University of Technical Education, Hochiminch City 及 Hano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各舉辦一場綠色材料專業課程教學(如表一)。

2. 在越南 Yang Yuen Enterprise Company, LTD 舉辦一場塑木複材加工技

術中階人才培訓 (如表二)。 
3. 在越南 New Han Vuon Joint Venture Company 及 Cold Well Company, 

LTD. 各舉辦一場綠色環保建材加工技術人才培訓 (如表三)。 
4. 參訪越南胡志明市台灣商會，擴展合作廠商數量以利開設境外建教合

作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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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綠色環保材料專業課程教學議程表 

 

時間 議題 
9:00 ~ 9:20 報到 
9:20 ~ 9:30 開幕式 

9:30 ~ 10:30 綠色環保材料(一)：特性與應用 
10:30 ~ 10:50 茶敘 
10:50 ~ 12:00 綠色環保材料(二)：材質判定及混練原理 
12:00 ~ 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 ~ 14:00 塑膠精密模具工程 
14:00 ~ 14:20 茶敘 
14:20 ~ 15:20 押出加工工程 
15:20 ~ 16:20 量產工程 

16:30 賦歸 
 

 
表二、 塑木複材加工技術中階人才培訓議程表 

 

時間 議題 
8:00 ~ 8:30 報到 
8:30 ~ 9:00 開幕式 

9:00 ~ 10:00 塑木複材配方 
10:00 ~ 10:20 茶敘 
10:20 ~ 12:00 塑木複材混練原理 
12:00 ~ 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 ~ 14:00 塑木複材材質檢測 
14:00 ~ 14:20 茶敘 
14:20 ~ 15:20 塑木複材加工技術 
15:20 ~ 16:20 現場實務訓練 

16:30 賦歸 
 

表三、 綠色環保建材加工技術人才培訓議程表 

 

時間 議題 
9:00 ~ 9:20 報到 
9:20 ~ 9:30 開幕式 

9:30 ~ 10:30 綠色環保建材(一)：特性與應用 
10:30 ~ 10:50 茶敘 
10:50 ~ 12:00 綠色環保建材(二)：混練原理 
12:00 ~ 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 ~ 14:00 押出加工技術  
14:00 ~ 14:20 茶敘 
14:20 ~ 15:20 量產開發技術 
15:20 ~ 16:20 現場實務訓練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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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內容：請依計畫經費補助審查表之審查項目詳細說明計畫之緣起、目的及重要性、

申請學校與合作學校能提供之相關資源及利因、具體績效目標、執行本計畫可獲得之其他補

助及資源等。 
 (一)計畫之緣起： 

天然木材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且密不可分，由於其具有質輕、高強度、剛性及易加工

等特性，廣被應用於建材、家俱、雕刻飾品、棧板等用途。然而隨著人類文明不斷且快速的

進步，天然木材的需求量也快速增加，使得森林資源被大量砍伐，因林地面積的減少及林相

被破壞，已造成地球之溫室效應逐漸擴大，使我們居住環境的氣溫異常升高、海平面上升及

氣候異常變化而發生乾旱或豪雨等，嚴重影響我們的生活居住品質。目前各國政府已漸漸禁

止砍伐樹木，天然木材因取得之不易而使價格日漸上揚，唯有尋求合適之替代品才是解決樹

木被砍伐及環境遭受破壞的根本之道。 

在衆多綠色環保材料中，塑木複合材料 (Wood Plastic Composite, WPC) 是天然木材的最

佳替代品，除了在外觀上酷似天然木材外，更具有防潮、不腐爛、不怕蟲蛀之優點；此外亦

可藉添加劑或材料之設計，使其具有附加功能，例如抗紫外線、發泡、難燃性等。大體而言，

塑木複材除了在剛性及抗壓方面略遜於天然木材外，其他方面之特性則超越了天然木材。在

加工成型方面，可利用模具之不同，一次成型許多形狀較為複雜之產品；若在生產上能配合

塑膠回收再生技術，則將大大的降低生產成本，尤其在天然木材與石化原料價格愈來愈高漲

與環保意識逐漸抬頭的今日，塑木複合材料的發展空間將愈來愈廣。 

塑膠與木質纖維（廢木屑、竹粉、椰纖或稻殼）的混合主要著眼點為木質纖維於塑膠中

的填充及補強作用，相較於傳統的補強材料如玻璃纖維、滑石粉及雲母等，能減少加工設備

的磨損，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也正由於世界上木材資源逐漸缺乏，以木質纖維添加於塑膠之

製成品，不僅在質感、外觀、色澤酷似木材，甚至比天然木材更具有耐酸、抗水性及防蟲蛀

等特性，故仿木（人造木材）之製品及技術開發深具市場潛力，並藏有無限的商機。然而，

目前塑膠與木質纖維複合材成型品的加工方式，大都以熱壓、射出及押出成型為主，故配方

的選用，除了物性的要求外，加工性的考量亦為此技術眾多待突破的瓶頸之一。 

本校永續材料技術研發中心近年來在塑木複材配方、發泡、混練加工技術及整廠輸出規

劃等技術及各方面，已相當成熟且有多次輔導經驗，例如，協助越南揚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 PVC 的替代產品---符合 RoHS 及 WEEE 法規之聚烯烴塑木複材。今年暑假，越南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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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市台灣商會會長黃建鈴總經理來校參訪，得知永續材料技術研發中心除了上述塑木複材之

外，還擁有可應用於建築及結構之印刷電路板回收建材與改質再製塑木建材、可應用於包裝

市場之耐熱導電級生物可分解押出材料及環保型A-PET收縮膜等綠色環保材料的相關製程技

術。因為，在該商會內有數十家製造各類包裝材料、建材與家具的台商企業為因應愈來愈嚴

格的環保法規如 RoHS 及 WEEE 均有相同的需求---開發綠色環保材料相關產品，因此，黃會

長建議本校可整合各研究中心共同提供該商會會員有關綠色環保材料的相關技術移轉、諮詢

及檢測服務。另一方面，考量目前大多數學校均以免學雜費並提供高額獎學金的方式吸引東

南亞國籍學生就讀，如此不但對本地生不公平，也對學校收入毫無幫助。因此，如果先提供

台商相關諮詢服務，增進產學雙方合作及互信，然後再以替合作廠商培訓所需之基層技術人

員及中階管理人才的建教合作方式招生，那將是一舉兩得的美事。 

 
 (二)目的及重要性： 
 

雖然台商企業已體認到開發綠色環保材料的重要性，然而，廠商目前均在摸索階段，因

此最需要有相關經驗的研發團隊來加以輔導，縮短其開發產品的時間。有鑑於此，本計畫之

主要近程目的在擬整合本校的『綠色環保材料製程及加工』、『量產技術』、『模具設計與

製造』與『塑膠精密加工』等技術，再配合國內合作廠商的實務訓練，重新規劃綠色環保材

料製程及加工技術之相關課程、教材編撰及人員培訓等，提供越南合作廠商之員工現場實地

進修及培訓的機會，以提升其在綠色環保材料的設計及製造方面的能力。 

目前越南當地大專院校尚無熟悉綠色環保材料製程及加工技術的師資，所以無法教授相

關課程，以培養台商所需之基層技術人員。因此，本計畫之另一近程目的為藉由現場實地講

授及學術研討會等交流方式，將綠色環保材料相關課程及技術導入本校在越南的姊妹校如 

University of Technical Education, Hochiminch City及 Hano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甚至其

他大學研究機構。如此，不但有助於傳播學校特色以便吸引當地高政經地位家庭的子弟自費

來台就讀本校，甚至在當地姊妹校開設境外建教合作專班或產學碩專班，藉此培養台商所需

的基層技術人員及中高階管理人才。 

  
 (三)申請學校能提供之相關資源及利因： 
 

1. 永續材料技術研發中心提供綠色環保材料配方、混練造粒及發泡等相關技術，檢測技

術開發中心提供綠色環保材料材質判定及檢測等相關技術，量產技術開發中心提供混

練加工及整廠輸出規劃等技術，塑膠精密加工研究中心提供射出加工及押出加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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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技術，精密機械育成中心提供熱傳分析相關設備及技術。預計召開數次綠色環

保材料配方、製程及加工技術會議後，將相關知識及技術輸出至越南業界及學術機構。

2. 引進國內其他大專院校的綠色環保材料專家來校參與綠色環保材料配方、製程及加工

技術高階人才培訓班，藉此提升本校在綠色環保材料領域的發展。 

3. 國內業界可以透過此計畫將其塑膠及模具加工相關機械設備介紹到國外，增加開拓市

場的機會。 

(四)具體績效目標： 
1. 近程績效目標： 

(1) 對國家：增進台灣與越南之國際合作與學術交流，雙方進行人員、技術、資訊及商

機等交流，有助於增進台越雙方的實質外交關係，同時將頡懋實業公司、

瑞昇塑膠公司、英太機械公司、鳳記國際機械公司、得力工業公司及力得

衛科技公司等六家廠商帶向越南開拓更廣大的市場。 

(2) 對本校：提升本校在越南台商及學術界的知名度，並簽訂五家廠商技術合作與移 

轉協議書及兩間大學合作開設境外專班備忘錄。 

(3) 對教師：增進教師的實務經驗及國際化的視野，藉此獲得新的觀念或啟發並且提升

自身教學與研發能力。 

2. 長程績效目標： 
(1) 對本校：開設境外建教合作專班及招收當地富有家庭的子弟自費就讀本校。增加學

校學雜費收入及提升學校國際化程度。 

(2) 對教師：促成產學合作及技術轉移案，藉此獲得更多的研發經費。 

(3) 對學生：開設綠色環保材料學程，培育綠色環保產業未來的中高階技術人才。 

(五)執行本計畫可獲得之其他補助及資源 
 

1. 遠東科技大學依規定提供相對經費與相關設備資源，同時本校各類研發中心如精密製

造中心、創造力中心、微奈米中心、貴儀中心及創新育成中心將全力支援「越南台商

之綠色環保材料科技產學合作與境外建教合作開班計畫」。 

2. 鳳記國際機械公司提供環保PET三層共押板材製程技術。 

3. 英太機械公司捐贈含押出機、模具及冷卻定型模之綠色仿木異型共押出成型製程技

術。 

4. 得力工業公司提供試片模具。 

5. 頡懋實業公司提供防火綠色環保複材共押設備與製程技術。 

6. 瑞昇塑膠公司提供電子連接器回收與再製設備與技術。 

(本頁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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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過去執行計畫摘要：請就過去執行教育部技職司補助案件之成效，撰寫一500字以內之

簡要說明。(從未獲得者，此項不需填寫) 
(一) 

1. 計畫名稱：九十一年度教育部技職司技職教育國際合作計畫 - 「創造性模具設計

與製造技術國際合作與學術交流」 

2. 補助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3. 補助金額：1,112,500元 

4. 具體貢獻及成效。 

       本計畫整合國內學術之模具專業人士赴東南亞做學術交流。由遠東技術學院教務長 

    王元仁博士特別邀請學術、研究與企業界專業人士，組成一個堅強團隊，以「創造性模

    具設計與製造技術」赴東南亞進行國際合作學術交流。並邀請中原大學機械系主任兼教

    育部模具自動化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陳夏宗博士當總顧問。於91年8月及9月組團赴越南、

    泰國、新加坡及馬來西亞之四所學校，執行國際合作與學術交流。其間，並訪問新加坡

    SIM Tech研究機構及五個相關工廠。執行本計畫之實質成效為： 

    ＊ 提供雙方技術觀摩與研習機會。 

  ＊ 將台灣在塑膠模具設計與製造技術導入東南亞的學術單位，提昇國內參與學校與產

    商的技術能量。 

  ＊ 奠定與東南亞學術單位進一步合作之基礎。 

(二) 

1. 計畫名稱：九十一年度精密機械暨微/奈米科技之跨領域教學應用整合計畫 

2. 補助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3. 補助金額：13,000,000元 

4. 具體貢獻及成效。 

  在本計畫補助下，本校成立「微奈米科技研發中心」，職司本校奈米科技之研發及技術

推廣工作，本計畫執行之成果分述如下: 

＊  參與成功大學等南部 13 所大學執行國科會之南區奈米人才培育計畫，並舉辦「奈米

量測與控制研討會」與「奈米材料與微元件製造技術研討會」。 

＊  購置奈米材料製備、微型元件加工方法、微型散熱系統、精密量測與定位等研究所需

之設備並探討其技術之發展。 

＊ 本校師生申請各項專利，已獲得專利件數：39 件（發明 12 件，新型 27 件）；申請中

件數：82 件（發明 12 件，新型 54 件，新式樣 1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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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 計畫名稱：九十二年度教育部技職司技職教育國際合作計畫 - 「創造性先進射

出加工技術國際合作與學術交流」 

2. 補助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3. 補助金額：886,100元 

4. 具體貢獻及成效。 

本國際合作計畫由鐘明吉博士及許丕明博士積極連絡，並透過中原大學機械系陳夏

宗主任及力得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堅浚博士的安排於二月赴多明尼加訪問，八

月分成二梯，訪問越南兩所大學並進行學術交流，並於九月在中原大學共同主辦「2003

國際化短期密集訓練」四天。於十月份邀請駐多明尼加中華民國外交人員許樂青先生來

校演場多國目前得教育及工業現況。十一月多明尼加金屬公會前理事長Mr. Juan來校友

好訪問及討論塑膠加工與模具加工技術，並介紹得力公司為其製造四個模具，與全立發

公司討論代理其射出機行銷中美洲。於十二月邀請越南勞委會職訓局來台友好訪問，介

紹越南職業訓練現況。本計畫之主要成效： 

＊ 整合遠東技術學院的「創造力訓練」、「塑膠加工技術」、「精密製造」及「模具

設計與製造」等技術，配合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藉由教授講學、交換學術資訊

及參與學術研討會等交流方式積極配合作政府南向政策。 

＊ 提昇國內參與學校與廠商的技術能量，將台灣目前在塑膠加工技術導入東南亞及美

洲各國家的學術單位。 

＊ 藉由國內廠商的參與，提供其開拓市場的機會。 

＊ 促進技職教育國際合作外，並建立亞太技職院校的實質聯盟關係，有助於與東南亞

及中美洲各友邦建立可長可久的國際合作關係。 

 

 (四) 

1. 計畫名稱：九十二年度奈米科技之跨領域人才培育與技術應用整合計畫 

2. 補助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3. 補助金額：10,250,000元 

4. 具體貢獻及成效。 

在本計畫中規畫出一系列跨領域之奈米科技課程模組，適合四技、二技及研究所

學生修習，並建立和改善一系列與奈米科技相關之實驗室。本計畫執行成果分述如下:

＊  舉辦「奈米科技之跨領域人才培育與技術應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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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奈米材料製程之相關設備、光學量測儀器、奈米級定位控制能力及分子動力模

擬等研究所需之設備並探討其技術之發展。 

＊ 本校師生申請各項專利，已獲得專利件數：65件（發明16件，新型37件，新式樣12 

件）；申請中件數：109件（發明19件，新型90件）。 

  (五) 

  1.  計畫名稱: 九十二年度機電光科技整合應用之跨領域創意思考教學計畫 

        2.  補助單位: 教育部技職司 

        3.  補助金額: 12,000,000元 

        4.  具體貢獻及成效。 

在本計畫中規畫出完整的機電光整合應用基礎學科課程模組，適合四技、二技及

研究所學生修習，並提升相關實驗室之設備。本計畫執行成果分述如下: 

＊  舉辦「機電光跨領域整合技術研討會」。 

＊ 整合機械、電機、電子、光學和智慧型控制技術，應用於產品及生產過程的設計與製造。

＊  本校師生申請各項專利，已獲得專利件數：65件（發明16件，新型37件，新式樣12件）

；申請中件數：109件（發明19件，新型90件）。  

(六) 

  1.  計畫名稱: 九十三年度奈米級精密製程與量測之跨領技術整合應用暨人才培育計畫 

        2.  補助單位: 教育部技職司 

        3.  補助金額: 12,000,000元 

        4.  具體貢獻及成效。 

在本計畫中以機械系群(機械工程系、電腦應用工程系及自動化控制系)為主的

跨系所、跨領域奈米科技模組化課程以及相關人才培育，本計畫執行成果分述如下：

＊ 舉辦「奈米精密製程與量測研討會」。 

＊ 執行教育部科技顧問室之南區奈米人才培育計畫。 

＊ 參與台南縣科技管理局之人才培育計畫及成為合作計畫之產學互動單位。 

＊ 與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合作開發相關分子模擬與計算之奈米科技之研究及教學領域。

＊ 奈米機械磨潤及微奈米熱質傳性質量測技術之建立 

＊ 奈米精密定位與環境控制 

＊ 開設相關智慧財產權概論及專利申請實務等課程，截至目前為止，已獲得專利件數：

205；請請中專利件數：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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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  計畫名稱: 九十三年度教育部技專院校- 「永續材料技術研發中心」計畫 

        2.  補助單位: 教育部技職司 

        3.  補助金額: （93年度）9,500,000元、（94年度）7,500,000元、 

（95年度）7,000,000元、（96年度）5,000,000元 

        4.  具體貢獻及成效。 

本整合型計畫以三年完時間完成共分為四個分項計畫，分別為(一)、光記錄媒體體

回收與分離技術之研發；（二）、PC 回收再製造材料檢測與合膠復材製程開發技術系統之

研發；(三)、PC 回收材料先進射出成型技術之研發；(四)、技術研發成果之保護與推展。

第一年之主要目標分項計畫(一)之技術研發已完成，並成功技轉 43 件專利技術，配合

本校現有光碟回收專利，從回收、在加工和再利用等一貫作業，專利技轉金已達到二千

萬。第二年之分項計畫(二)已完成，已提出 28 件之專利申請，並已成功技術轉移 14 件

專利技術。目前產學合作案已累積至 61 件(累計 94/01 至 95/01 產學合作 33 件，國科

會小產學 27 件，環保育成 1 件)，產學總金額為 22,871,470 元。第三年之分項計畫(三)

與（四）已完成，已提出 54 件之專利申請，並已成功技術轉移 22 件專利技術。所達成

的產學合作案目前已累積至 65 件(累計 95/01 至 96/01 產學合作 34 件，國科會小產學

28 件，教育部 3 件)，產學總金額為 21,366,534 元。同時，本計畫參與之專題學生所製

作之專題「印刷電路板回收材/聚烯烴複合材料」於 95 年 9 月 23 日在 2006 年「全國技

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獲得最高榮譽卓越獎。在國外兢賽方面也於 95

年 12 月 11 日在「2006 年第三屆韓國國際發明」獲得金牌獎。 

              .  
(八) 

  1.  計畫名稱: 九十四年度先進生技製程之跨領域技術整合應用暨人才培育計畫 

        2.  補助單位: 教育部技職司 

        3.  補助金額: 8,000,000元 

        4.  具體貢獻及成效。 

由於本整合型計畫之發展重點是以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重點為主，並且延伸九十年

度「機電自動化暨跨領域多元化創意教學整合計畫」、九十一年度「精密機械暨微/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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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跨領域教學應用整合計畫」、九十二年度「奈米科技之跨領域人才培育與技術應

用整合計畫」與九十三年度「奈米級精密製程與量測之跨領域技術整合應用暨人才培育

計畫」之既有成果，因此，執行本計畫已加速學校特色之發展。其成果如下： 

＊ 提供業界解決有關生物科技與奈米科技之技術瓶頸。 

＊ 成功設計與建立 200 公升級之超臨界流體設備。 

＊ 開發多項功能性食品、美容保養品與機能性飲品。 

＊ 10 項國內與 4 項國外發明專利之申請。 

＊ 建立低溫初萃與超臨界流體技術。 

＊ 建立生物科技檢測研究能力：如微生物、細胞體外和生物晶片快速檢測技術等。 

＊ 建立奈米生技研究發展能力：如薄膜分離技術、超臨界溶劑快速膨脹技術等。 

(九) 

  1.  計畫名稱: 九十五年度先進生技製程之跨領域技術整合應用暨人才培育計畫 

        2.  補助單位: 教育部技職司 

        3.  補助金額: 8,000,000元 

        4.  具體貢獻及成效。 

本整合型研究計畫延續九十四年度「先進生技製程之跨領域技術整合應用暨人才培

育計畫」之既有技術，加強本土化之生物與奈米設備與製程技術之研發。其成果如下：

＊ 持續改進大型連續式超臨界流體萃取分離設備，完成各項工檢，並完成多項生產設

備之整合。 

＊ 強化各項檢測與分析設備，建立原料成分分析與產品功能性檢測之能量。 

＊ 研發成果榮獲「2006 年日內瓦國際發明展」、「2006 年紐倫堡國際發明展」與「第三

屆韓國國際發明展」多項大獎，並參加「BioTaiwan 2006」等多次國際生技展。 

＊ 10 項國內與 4 項國外發明專利之申請。 

＊ 成立與擴充生物科技檢測相關實驗室：加強原料分析與成品檢測能力。 

(本頁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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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計畫執行方式：請詳細說明參與學校或機構分工情形、計畫進度表、計畫執行考核點。 

 
本計畫執行方式為利用遠東科技大學之發展特色並結合國內六家廠商及越南數家台

商，進行「越南台商之綠色環保材料科技產學合作與境外建教合作開班計畫」計畫，其目標

及執行項目流程圖如圖一所示。在第一年的計畫中，先藉由國際產學合作、現場實地講授及

學術研討會等交流方式，將先進之綠色環保材料相關知識及技術輸出至越南台商及學術研究

機構，以提升本校在越南的知名度並與合作廠商建立互信關係，再經由胡志明市台灣商會的

引介，擴大合作廠房的數量。最終目標是在當地開辦建教合作專班及產學碩士專班，藉此培

養台商所需的基層技術人員及中階管理人才。另外亦可吸引當地高政經地位的子弟及台商高

階管理人才自費來台就讀本校。 

 

越南台商

綠色環保材料
技術

學術研究機
構

學術研討會產學合作

人才培訓
交換師生 招收外籍生

境外建教合作
專班

第

一
年

第

二
年

 
圖一、計畫目標及執行項目流程圖 

 

本計畫第一年將提供數種綠色環保材料開發技術的課程訓練，從塑膠材料選用、綠色

環保材料配方、混練造粒技術、模具工程、押出工程到量產開發工程，其相關技術及生產加

工步驟關聯圖如圖二所示。另外，詳細綠色環保材料相關課程規劃內容及國內參與機構所負

責的工作項目如表四所示，其中英太機械公司負責協助規劃押出機介紹及射出現場輔導相關

課程，得力工業公司協助規劃試模及修模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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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材
料選用

模具
製造

模具
設計

混練造
粒技術

押出品
品管

押出
加工

綠色材
料配方

綠色環保
材料

押出成品

 
 

圖二、綠色環保材料開發技術及生產加工步驟關聯圖 
 
表四、綠色環保材料製程及加工技術之課程規劃內容 
 

工 作 項 目 工 作 內 容 備 註

1.綠色環保材料 (30 小時) 1、特性與應用               (6 小時) 
2、添加計介紹               (6 小時) 
3、材質判定                 (6 小時) 
4、材質檢測                 (6 小時) 
5、混練原理                 (6 小時 

遠東科技大學

規劃 

2.模具工程 (42 小時)  1、模具製程管理              (3 小時) 
2、模具 CAE 分析             (6 小時) 
3、模具機構設計              (6 小時) 
4、模具結構強度分析          (6 小時) 
5、模具製造CAD/CAM         (9小時) 
6、試模                      (6 小時) 
7、修模                      (6 小時) 

遠東科技大學

與得力工業公

司規劃 

3.塑膠加工技術 (42 小時) 
 

1、押出機介紹               (6 小時) 
2、押出原理與技術           (6 小時) 
3、射出品設計               (6 小時) 
4、射出改善技術             (12 小時) 
5、射出現場輔導             (12 小時) 

遠東科技大學

與英太機械公

司規劃 

4.量產工程    (20 小時) 1、原理                     (4 小時) 
2、量產技術                 (8 小時) 
3、現場示範                 (8 小時) 

遠東科技大學

規劃 

 
本計畫第一年預計在越南舉辦數場綠色環保材料專業課程教學及技術人才培訓（如表

一、表二及表二）等交流活動之後，亦將在遠東科技大學舉辦為期五天之綠色環保材料配方、

製程及加工技術高階人才培訓班（如表五），提供越南合作廠商之中高階員工及姊妹校師生

來台進修的機會，以提升其在綠色環保材料設計及製造方面的能力。此培訓班之上課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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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本校綠色環保材料量產工廠及國內合作廠商的廠房做現場實地教學及訓練為主，並邀請

國內其他大專院校綠色環保材料專家，如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施文昌教授及南台科技大學蘇順

發教授，來校以專題演講的方式介紹其他種類的綠色環保材料及加工方法。  

本計畫第二年預計在越南姊妹校 University of Technical Education, Hochiminch City 以

建教合作方式開辦綠色環保材料學程班及碩士學分班。學程班主要是培訓基層技術人員，內

容以製程介紹、加工技術實務及現場實地訓練為主；碩士學分班則以培養中階管理人才為

主，其內容著重於環保材料配方與混練原理及模具設計等相關課程。 

 

表五、 綠色環保材料配方、製程及加工技術高階人才培訓班 

第一天 

時間 議題 
09:00 ~ 09:30 報到 
09:30 ~ 10:00 校長致詞 

10:00 ~ 12:00 塑木複材配方、製程及加工技術 
12:00 ~ 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 ~ 17:00 量產工廠現場實地訓練 
17:00 ~ 19:30 晚餐 

 

第二天 

時間 議題 
08:00 ~ 08:30 報到 

08:30 ~ 12:00 綠色建材配方、製程及加工技術 
12:00 ~ 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 ~ 17:00 量產工廠現場實地訓練 
17:00 ~ 19:30 晚餐 

 

第三天 

時間 議題 
08:00 ~ 08:30 報到 

08:30 ~ 12:00 英太機械公司：押出成型技術 
12:00 ~ 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 ~ 17:00 英太機械公司：現場實地訓練 
17:00 ~ 19:30 晚餐 

 
第四天 

時間 議題 
08:00 ~ 08:30 報到 

08:30 ~ 12:00 得力工業公司：模具設計及加工 
12:00 ~ 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 ~ 17:00 得力工業公司：現場實地訓練 
17:00 ~ 19:3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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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時間 議題 
08:00 ~ 08:30 報到 
08:30 ~ 10:00 綠色押出技術（南台科大 蘇順發教授） 

10:00 ~ 10:30 茶敘 
10:30 ~ 12:00 綠色高分子材料（勤益科大 施文昌教授） 
12:00 ~ 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 ~ 15:30 綜合座談 

 
 

 (一)整合分工情形： 
 

老 師 姓 名 所 屬 學 校 ( 單 位 ) 計 畫 中 擔 任 之 工 作

鐘明吉 遠東科技大學 自控系 
副校長室 

總計畫規劃統籌 

葉彥良 遠東科技大學 自控系 
研發處 

掌控總計畫之執行 

張世鄉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系 
國際交流中心 

總計畫聯絡人 

陳嘉勳 遠東科技大學 材料系 
永續材料技術研發中心 

綠色環保材料課程規劃 

許丕明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系 
塑膠精密加工中心 

押出加工技術 

林焜章 遠東科技大學 材料系 
精密機械育成中心 

模具工程規劃 

關旭強 遠東科技大學 電腦應用系 
永續材料技術研發中心 

塑木複材加工技術 

官振豐 遠東科技大學 電腦應用系 
量產技術開發中心 

量產工程規劃 

陳惠利 遠東科技大學 電腦應用系 
塑膠精密加工中心 

熱傳導課程規劃 

彭新志 遠東科技大學量產工廠 量產化製程實務規劃 

周延儒 英太機械公司 異型共押出成型實務 

許桂桐 得力工業公司 模具設計實務 

張堅浚 力得衛科技公司 模具加工實務 

魏燦仁 鳳記國際機械公司 押出加工實務 

張源桔 瑞昇塑膠公司 綠色押出成型實務 

陳國信 頡懋實業公司 模具設計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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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進度表： 
 

             月次 
查核點 
與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1.課程大綱訂定 
          

          

2.課程講義完稿 
          

          

3.越南(6 月~9 月) 
          

          
4.舉辦綠色環保材料配

方、製程及加工技術高階

人才培訓班 

          

          

5.撰寫結案報告 
          

          
 
 

(三)計畫執行考核點：（配合計畫內容中所填寫之「具體績效目標」填註考核點） 
 
第 3 月 1. 課程講義完稿並赴模具廠及押出成型工廠拍攝實作畫面。 

2. 完成赴越南之演講時間、地點、人員及姊妹校邀請之對象。 
3. 召開越南行程安排協調會。 

第 7 月 1. 完成五場越南綠色環保材料專業教學及技術人才培訓。 
2. 參訪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商會。 
3. 簽訂五家廠商技術合作及移轉協議書。 

4. 簽訂兩間大學合作開設境外專班備忘錄。 

5. 檢討越南學員上課情況與技術輸出成效。 

第 9 月 1. 追蹤越南學員對課程及技術之需求，以利修改教材內容。 
2. 檢討如何技術生根越南及如何吸引當地的學生來台留學的興趣。 
3. 完成綠色環保材料配方、製程及加工技術高階人才培訓班。 

第 10 月 1. 完成結案報告。 
2. 執行總成效上網。 

 

執行成果將列為各校下年度計畫審核之重要參據，請詳實填寫 
 

(本頁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