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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失智者吞嚥照顧與智慧餐飲創業課程」 

一、 辦理緣起  

     教育部為解決台灣人口老化、醫療成本攀升、保障人民健康與自然

資源永續發展管理等需求，希冀培養出具創業思考、批判思維、解決問

題、跨領域整合、溝通等五大核心能力之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高階

人才，使其具有跨國、跨領域、產業開發、行銷及法規，與具國際觀之

高階人才，並協助建立有利於產學互動及合作之機制與平台，故委託學

校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辦理本方案以期能改變臺灣生技產業

結構，提升我國經濟實力及國際競爭力。 

 

二、 辦理時間 

1. 基礎課程 

     110/07/15 ~ 110/08/20 每週四、五，9:10-17:00 共三學分 

 

2. 進階課程 

(1) 【市場行銷與營運計畫書攻略】 

 110/09/17 ~ 110/10/15，每週五，共二學分 

(2) 【食品認證與智慧餐飲 AI特論】 

 110/09/16 ~ 110/10/01，每週四(含 10/1週五)，共一學分 

(3) 【失智吞嚥食品生技與實作特論】 

 110/10/07 、 110/10/14兩天，共一學分 

 以上(2)或(3)可選其一 

 

3. 可單選【失智者食品研發製作創業課程】或【失智者食品研發製作創

業課程】或兩者皆報名。 

 

註：若大專院校學生欲抵學校學分，需盡早接洽在學學校與本計畫承辦

人員，務必事先提出申請。  

 

 

三、 辦理對象 

1. 對銀髮及失智吞嚥照顧食品創新、創業有興趣之社會菁英、已成立公

司、行號、企業社之團隊，及大專院校生及研究生。 

註：社會人士無年資限制，皆可報名且不限領域、未來一年內有創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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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者優先錄取。 

 

2. 本課程報名身分有兩種：一般學員、創業團隊 

(1) 一般學員：以在學之大專院校生及研究生為優先，單純修課，須

完成指定作業。 

(2) 創業團隊：團隊以 2-5人(含)一組，本課程須在修業期間完成團

隊之營運計劃書，並參加該課程之成果發表展。 

 

3. 為讓更多學員享有此資源，已參與 109 學年度之學員及創業團隊，不

得重複報名本課程；但可報名本計畫所舉辦之各類研習會、論壇活動。 

 

4. 創業團隊主題建議方向： 

(1) 與農業相關之創新創業 

(2) 與失智吞嚥飲食照護相關之創新創業 

(3) 與人工智慧餐飲有關之創新創業 

         註：欲學習 AI 語言程式之團隊或學員，需事先告知； 

       可加選 110.09.01(週一)與 110.09.08(週三)人工智慧語言工作坊 

(教育部補助課程，小班教學，市價約 20,000元)。 

 

四、 招收人數 

    10隊 + 20 人學員，一隊最少須為 2 人以上名額有限；本計畫辦公

室擁有相關活動之最終解釋權。 

 

五、 報名費用 

1. 免費：校內學生選修此課程者免繳保證金，校外學員須於報名時，繳

交上課保證金新台幣兩千元/位。 

 

2. 出席率：校內學生，依學校規定辦理；校外上課學員出席率達 80%以

上，則於結業日退回保證金。 

 

3. 基礎與進階課程分開計算：兩者階段課程皆報名者，只需於基礎課程

前繳交保證金一次；但須兩階段各出席率達 80%以上，方可領回保證

金；若基礎課程出席率不及 80%的學員，須於進階課程前再繳乙次保

證金。 

 

六、 報名日期 

第一階段：即日起至 110年 6 月 30日止(初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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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110 年 7 月 1日通知錄取初階課程學員或創業團隊； 

註：僅報名進階課程學員/團隊，將在 8 月底另行通知  

 

七、 出席率及結業 

1. 基礎及進階課程需選修三學分以上；出席率必須達到 80%以上，方能

得到課程學分證明、結業證書及娘家顧問團一年免費諮詢的服務。 

2. 上課保證金所衍生之盈餘，將全數支付得獎隊伍之獎金或實驗耗材支

出或獎狀(獎牌)製作費等支出。 

3. 產業實習為必修時數，配合店家/企業，請洽計畫辦公室。 

4. 可以線上課程補課，但線上課程必須個人通過測驗，方能抵上課時數。 

註：計畫相關活動訊息，因族繁不及備載，請親洽或 email本計畫專任助

理；本計畫辦公室擁有計畫相關活動之最終解釋權。 

 

八、 學員及創新創業團隊之權利義務 

1. 學員在課程結束前，應完成課程教師或計畫辦公室要求之作業要求 

2. 創新創業團隊需：  

(1) 完成事業籌辦計畫書或公司營運計畫書，每團隊乙份  

(2) 須完成基礎課程，並參加 8 月底之成果發表會及競賽 

(3) 進入前六強之優秀團隊必須報名進階課程且參加 10月 22 日之成

果發表會及競賽  

3. 本校之計畫辦公室將擇三個優秀團隊，參加 110 年度 12 月之教育部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訓計畫之全國創新創業競賽，並得

到長庚娘家顧問團之特訓輔導及全國曝光機會。 

 

九、 成果效益 

1. 優秀團隊將由娘家顧問團輔導，參與全國性競賽，以獲得更多的行銷

機會與資源媒合 

2. 由課程中獲得國際銀髮市場趨勢與銀髮食品研發之關鍵技術 

3. 拓展人脈、認識各界專家及擁有更多商機媒合的機會 

 

十、 其他相關內容 

1. 跨校選修：請他校學生事先報請原校同意後，方能抵用學分。 

2. 長庚科技大學學生可自行上教務處網站進行選課，特定年級學生可列

為校內專業選修學分；110年 6 月長庚科大教務處會有選課通知。  

3. 校外人士報名以 google 表單方式進行。 

4. 歡迎金門、澎湖地區大專院校與業界人士組隊報名參加，本計畫將補

助部分機票費用；名額有限，請盡早報名。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 4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 5 

 

十一、 課程規劃與師資 

 110學年度基礎課程-創業創新管理+智慧生技飲食(共 54 小時/3學分)  

課程名稱 時數 授課日期 上課時間 授課老師 

開幕式 1 

110/7/15 

(週四) 

9:10-10:00 陳敏麗主任 

創業精神與啟程： 

創業前應有的態度和觀念 
2 10:10-12:00 黃主恩執行長 

智慧財產管理與法規： 

創業前的智財法務停看聽 
2 13:10-15:00 黃主恩執行長 

市場行銷與經營策略： 

網路社群建立與品牌塑造 
2 15:20-17:10 張嘉秀助理教授 

計畫實務演練： 

營運計畫實務演練 I 
3 

110/7/16 

(週五) 

9:10-12:00 黃主恩執行長 

市場行銷與經營策略： 

定價策略與產品毛利分析 
2 13:10-15:00 陳啟仁顧問 

財務與風險管理： 

如何抓公司經營成本與營收預

測 

2 15:20-17:10 陳啟仁顧問 

個案實例專討： 

社區吞嚥困難照護推展現況/

店面管理/食品工廠管理 

8 
110/7/22 

(週四) 
8:00-17:00 

業界參訪： 

所長茶葉蛋 

高雄寬居診所 

元氣咖哩 

京都苑 

財務與風險管理： 

創業融資與財務規劃 
3 

110/7/23 

(週五) 

9:10-12:00 陳啟仁顧問 

市場分析與技術鑑價： 

商品組合與策略 
2 13:10-15:00 王祚胤顧問 

團隊組成與人才管理： 

員工內部溝通與衝突處理 
2 15:10-17:00 王祚胤顧問 

市場分析與技術鑑價： 

銀髮質地分類與食品設計體驗

趨勢 

3 

110/8/12 

(週四) 

9:10-12:00 邱雪惠副研究員 

市場行銷與經營： 

懷舊治療對失智老人的效益 

學員/團隊懷舊飲食產品開發

練習 

4 13:10-17:00 
張嘉秀助理教授 

吳佳龍開發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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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務演練： 

營運計畫實務演練 II 
3 

110/8/13 

(週五) 

9:10-12:00 黃主恩執行長 

市場分析與技術鑑價： 

聰明選擇的 AI 飲食新生活 
2 13:10-15:00 陳哲堅經理 

生物關鍵技術： 

益生菌在食品生技之應用 I 
2 15:20-17:10 呂英震副教授 

     

長照 C據點社區服務與品嚐會 3 

110/8/19 

(週四) 

9:10-11:00 

陳敏麗教授 

張嘉秀助理教授 

郭雅雯副教授 

個案實例研討 

農業食品研發及產業化經驗分

享 

2 13:10-15:00 黃昕瑀助理教授 

智慧財產管理與法規 

專利申請與競賽參展經驗分享 
2 15:20-17:10 黃昕瑀助理教授 

初階課程成果發表會與競賽 4 

110/8/20 

(週五) 

9:10-13:00 

評審委員團隊： 

陳敏麗教授 

劉志能理事長 

張進鑫總經理 

游浩翔產品經理 

于武強專利師 

頒獎及創業導師時間 0 14:10-16:00 

陳敏麗教授 

張嘉秀助理教授 

郭雅雯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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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進階課程(ㄧ)-市場行銷與營運計畫書攻略 (共 36小時/2學

分) 

課程名稱 時數 授課日期 上課時間 授課老師 

智慧財產管理與法規： 

如何看懂財務報表與節稅 
4 

110/09/17 

(週五) 

08:10-12:00 陳星君會計師 

創業精神與啟程： 

企業家格局與現金流--富爸

爸與窮爸爸的啟示 

2 13:10-15:00 唐壽生總經理 

市場行銷與經營策略： 

行銷策略與素材製作 
2 15:10-17:00 張嘉秀助理教授 

團隊組成及人才管理： 

金牌店長任務：公司財務管

理 I 

3 

110/09/24 

(週五) 

 

09:10-12:00 陳啟仁顧問 

智慧財產管理與法規： 

企業常見法律糾紛與諮詢 
2 13:10-15:00 黃主恩執行長 

計畫實務演練： 

營運計畫書實務演練 I 
2 15:10-17:00 黃主恩執行長 

財物及風險管理： 

網路群眾募資實戰分享 
2.5 

110/10/01 

(週五) 

10:10-12:30 呂佳恩專案經理 

計畫實務演練： 

營運計畫書實務演練 II 
2.5 13:30-16:00 

張嘉秀助理教授 

陳敏麗教授 

郭雅雯副教授 

計畫實務演練： 

向賈伯斯學簡報技巧 
2 16:10-18:00 張嘉秀助理教授 

市場行銷與經營策略： 

高齡者消費者行為分析與策

略 

3 

110/10/08 

(週五) 

09:10-12:00 曾光華教授 

營運計畫書實務演練 II 3 13:10-16:00 黃主恩執行長 

吸睛的文案與網路搜尋引擎

操作 
1 16:10-17:00 張嘉秀助理教授 

市場行銷與經營策略： 

行銷企劃與品牌定位 
3 

110/10/15 

(週五) 

09:10-12:00 曾光華教授 

團隊組成及人才管理： 

金牌店長任務：公司財務管

理 II 

4 13:10-17:00 陳啟仁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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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進階課程(二)-食品認證與智慧餐飲 AI特論(共 18小時/1學

分) 

課程名稱 時數 授課日期 上課時間 授課老師 

腸道益生菌在食品生技之

應用 II 
4 

110/09/16 

(週四) 
13:10-17:10 呂英震助理教授 

食品加工、有機農業及安

全認證 
3 

110/09/23 

(週四) 

13:10-16:00 張文昌助理教授 

食品衛生安全重點控制

(HACCP)概論 
2 16:10-17:30 

視訊遠距課程： 

國立中興大學食

品科技產業創新

教學推動中心 

業界見習：智慧餐飲 II 4 
110/09/30 

(週四) 

08:10-12:30 

國立中正大學智

慧機器人自造基

地：資工系游寶達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 AI

無人餐廳： 

張榮貴教授 

後疫情-智慧餐飲的發展 I 4 13:30-17:30 
柯博文首席執行

官 

後疫情-智慧餐飲的發展

II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大

數據的應用 

2 
110/10/01 

(週五) 
08:00-10:00 

柯博文首席執行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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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進階課程(三)-失智吞嚥食品生技與實作特論 (共 18 小時/1

學分) 

課程名稱 時數 授課日期 上課時間 授課老師 

生物/智慧關鍵技術 

失智全人照護政策之超前

佈署 

2 
110/10/07 

失智吞嚥照

顧研習會、

生活．樂市

集暨商機媒

合會 

08:30-9:20 
嘉義縣衛生局局

長趙紋華 

生物/智慧關鍵技術 

失智症照顧需求與吞嚥評

估 

2 9:40-12:00 林蕙甄所長 

生物/智慧關鍵技術 

失智症老人吞嚥照顧訓練

與實作 

4 13:10-17:00 林易岳醫師 

市場分析與技術鑑價： 

全球失智銀髮商品商機及

市場分析報告 

4 
110/10/14 

(週四) 
08:10-12:00 張嘉秀助理教授 

市場行銷與經營： 

失智懷舊糕點的效益與烘

焙實作 

4  13:10-17:00 陳慧萍負責人 

企業實習     2 另擇日  張嘉秀助理教授 

進階課程成果競賽與發表

會 
0 

110/10/22 

(週五) 
09:10-13:00 

評審委員團隊： 

陳敏麗教授 

劉志能理事長 

張進鑫總經理 

游浩翔產品經理 

于武強專利師 

  

 教學團隊 

授 課 

教 師 
服務單位 專長領域 

呂英震 
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暨

研究所助理教授 

蛋白質工程、發酵、保健食品開發應用、生物

科技產業智慧財產權、生技產業發展 

張文昌 
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暨

研究所助理教授 

食品加工及安全評估、農畜產品加工開發、活

性成分檢驗分析、機能性產品開發、醣類代謝 

張嘉秀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助

理教授 

長期照護、社區護理、樂齡開發、創新創業、

行銷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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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課 

教 師 
服務單位 專長領域 

邱雪惠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嘉

義創新研發中心副研究

員 

保健食品開發應用、銀髮軟質飲食開發 

吳佳隆 
三皇三家連鎖餐飲產品

副理 

各式中西式料理製作、產品研發、食品生技商

業化，市場行銷、供餐流程建立  

王祚胤 
先行共享經濟有限公司

負責人 

團隊組成及人才管理、市場分析與技術鑑價、

創業資源轉介、創業團隊輔導 

陳啟仁 
甘蔗泡連鎖茶飲、所長

茶葉蛋顧問 

創業團隊輔導、企業管理、人力資源應用、通

路開發及庫存管理、店面營業及流程建立 

黃昕瑀 
吳鳳科技大學幼保系助

理教授 

月子料理開發、食品專利研發、婦幼商品研發

與製作、創業與經營管理 

曾光華 
國立中正大學中正行銷

所教授 

行銷管理、策略行銷、服務業行銷、創意思考

與行銷 

陳哲堅  

財團法人精密機械研究

發展中心（PMC）機器人

部門經理 

自動化物流、智慧餐飲、機器人手臂應用 

呂佳恩 
FlyingV 群眾募資公司經

理  
企業顧問、資訊軟體服務、創業投資 

黃主恩 
優力創意策略整合輔導

中心負責人 

創業育成輔導。企業管理輔導。地方創生輔

導。服務品質輔導。人力資源管理。教育訓練

管理。計畫規劃撰寫。專案規劃執行 

唐壽生 

蘋果莊園有限公司總經

理 

佑昇醫院副院長 

胸腔內科疾病治療、重症醫療、長期照顧機構

醫療巡診、軟質飲食開發、旅館與餐廳之經營

與管理 

林易岳 
寬安牙醫診所醫師/在宅

醫療學會理事 

吞嚥困難診斷、吞嚥訓練、口腔照護、齟齒治

療、牙周病、植牙 

柯博文 

美國矽谷 LoopTek 公司

及台灣錄克軟體公司首

席執行官 

Arduino 互動設計、Raspberry Pi 電腦開發、

Google Android、蘋果 iPhone 手機應用軟件

開發 

陳星君 
嘉順會計師事務所負責

人 

辦理工商登記、公司登記、公司設立、外資、

專業輔導設立公司 

林蕙甄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所

長 

社區復能、吞嚥障礙評估、生理肌肉刺激、預

防及延緩失能 

陳慧萍 和生御品糕點負責人 御膳糕點批發買賣、軟質點心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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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交通及聯繫資訊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 

上課地點：F棟大樓地下室 1 樓 100 人階梯教室   

電話：(05)362-8800 轉 2442 

專案人員：張詩悠  小姐 

信箱： seniorfood@mail.cgust.edu.tw 

地址：61363 嘉義縣朴子市仁和里 13鄰嘉朴路西段 2號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1.搭乘台鐵至嘉義火車站 

   (1)計程車 

       嘉義火車站-->長庚科大嘉義分部   車資約$450 元 

   (2)公車 

       可於嘉義火車站後站搭乘 BRT高鐵接駁車『往朴子路線』於『縣

府站』下車 ，步行至本校嘉義分部約 2 分鐘。車資約$60元   

 2.搭乘高鐵至嘉義太保高鐵站 

   (1)計程車 

      嘉義高鐵站-->長庚科大嘉義分部   車資約$180元   

   (2)BRT 高鐵接駁車 

      可於 2號出口搭乘 BRT 高鐵接駁車『往朴子路線』於『縣府站』

下車 ，步行至本校嘉義分部約 2分鐘。持高鐵車票免公車車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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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更多資訊 

                    

       官網 QR Code                       報名表 QR Code 

 

 連結網址 

官網 https://seniorfood.wixsite.com/mysite      

報名表 https://forms.gle/uWGf4Wo54k6gsb1f6 

 

 110年配套活動 

項目 日期 活動 報名方式 

1 03/24 照護產業創業基本功 報名已結束 

2 05/26 國際銀髮食品暨社區照護產業線上實地見習 

 

3 06/17 創業  讓生命被看見 

 

4 07/22 吞嚥困難跨專業整合照護介入現況見習團 尚未開始報名 

5 09/01 人工智慧語言先修班 尚未開始報名 

6 09/08 人工智慧語言實戰班 尚未開始報名 

7 09/30 智慧餐飲 AI見學與論壇 尚未開始報名 

8 10/07 
失智吞嚥照顧研習會暨商機媒合會 

生活･樂市集 
尚未開始報名 

9 10/15 精油研發與芳療創業研習會 尚未開始報名 

 

https://seniorfood.wixsite.com/mysite
https://forms.gle/uWGf4Wo54k6gsb1f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