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表單 

主軸名稱 B 主軸：發展學校特色 

成果類別 □活動 □ 演講 □座談會 □工作坊 □課程 會議 □創作 □____________ 

分項計畫名稱 Bb 特色研究團隊 

成果名稱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會 

舉辦日期 107 年 12 月 24 日 舉辦時間 中午 12 時至 14 時 

主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 舉辦地點 行政中心研究發展處 4 樓會議室 

參
加
對
象 

(校內) 

主辦單位 

參加人數 

4 
(校內) 

參加人數 
16 

其他  

參加人數 
 

執行重點及具

體作法 

1.鼓勵本校教師籌組研究團隊，申請科技部等產學合作機構之整合型計畫，提升本校

教師申請之核定通過率，以累積個人學術產能，並提升本校整體研究水準。 

2.提供每一研究團隊定額之經費補助，透過各式學術交流活動之運作，促進校內教師

學術合作，激發多元創新研究構想，以提升研提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學術能量。 

執行成果 

此次共有 8 個研究團隊參與分享研究執行現況及成果，分別是： 

1.輔導與諮商學系楊育儀老師分享弱勢大學生專業學習及生涯發展之研究： 

  此研究最主要是探究社會經濟弱勢大學生在大學期間專業學習以及生涯發展現

象，提出符合其心理需求之生涯輔導諮商方案。目前已舉辦數場小型研究會議、專

題演講及進行焦點座談會了解在大學期間的學習經驗以及生涯發展議題，提供實

徵回饋基礎。未來將持續進行個別性之深度訪談，以蒐集第二階段更為豐富之訊

息。 

2.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倪瑛蓮老師分享運動與身心健康研究： 

  此研究是聚焦運動與身心健康研究議題探討與發展，藉由不同專長領域教師研究

經驗交流並透過產學相關人士激發多元研究構想，目前除了不定期舉辦成員討論

會外也已召開過團隊會議及邀請其他專家學者來演講，並與 Curves簽訂產學 MOU，

以增進產學合作研究機會。 

3.幼兒教育學系吳樎椒老師分享運用遊戲式程式設計學習以提升幼兒之問題解決能

力的研究： 

  此研究主要目標是分析相關遊戲式程式設計的課程與設計方法及幼教師培者須對

幼兒遊戲式程式設計進行專業成長，還有文獻探討幼兒程式設計的相關理論與研

究，在研究進行當中舉辦專業成長講座及讀書會藉以提升教師研究能量。未來將撰

寫科技部計畫以進行更深入之研究。 

4.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張宇樑老師分享嘉義地區中小學配合 108 課綱跨領域

科際整合活化課程研究： 

  此研究主要是協助嘉義地區中小學進行跨領域科技整合活化課程計畫之實施，包



含到校輔導與專業成長、課程規劃與實施討論、教與學資料之蒐集與分析等各項任

務，並藉由文獻探究與評析整理與跨領域科技整合課程相關之專業內容，以供各參

與學校參酌及未來申請後續相關研究計畫使用。在研究執行當中還舉辦了文獻導

讀與討論會議、活化課程專業成長講座，未來除了持續前往各參與學校(中小學)進

行到校輔導與專業成長、課程規劃與實施討論、教與學資料之蒐集與分析(含觀課

及議課)等各項任務外，還會進行產學合作與「科丁聯盟」合作辦理師資培訓與小

學 coding 課程。 

5.電子物理學系黃俊達老師分享氧化鎳材料的製備及其在磁性及光電元件上的物理

性質探討研究： 

  此研究團隊是以「氧化鎳材料的製備及其在磁性及光電元件上的物理性質探討」獲

得科技部 107 年度的整合型計畫。而此特色研究團隊組成的目的是要討論研究團

隊的整合型計畫，每周中午舉辦團隊研討，每位共同主持人報告自己的計畫進度，

研究成果與遇到的困難點及未來進度，然後經由大家腦力激盪，提出及分享自己

的研究見解，加以討論，並且相互瞭解每位參與者的研究內容及研究能量，讓大家

的研究都能精進，順利完成此整合型計畫。 

6.應用化學系黃建智老師分享化學資訊生醫活性物質： 

  其團隊經過聚會討論，若由本校植物栽植技術，使生醫活性物質的植物可大規模生

產及量化，再結合生化科技學系及生物機電系已建立之諸多藥物標靶，研發出高靈

敏度之篩選平台，利用應用化學系之 HPLC 與 UPLC 層析技術，對每一個成分進行

affinity 篩選，結合 LCQ、QE 質譜儀確認植物的活性物質成分之化學結構，將可

發現具有利基之生醫活性物質。然而眾多天然物的結構相類似，故會有類似的

affinity，預計結合應用數學系之大數據(big data)技術，分析其結構相似性與差

異性，可建立其構效關係，並確認具有醫療價值的活性物質，產生天然結構之 hit 

compounds。之後將放大規模進行 target validation，確認 hit compound。未來

若有初步成果，將先申請計畫補助，再尋求廠商參與。 

7.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洪敏勝主任分享農業職業安全健康-現況分析社會介入與在地

實踐： 

  此研究團隊主要是研究農業部門的職業安全健康保護。在台灣，此議題長久以來未

受重視，不僅調查研究稀少，也缺乏積極有效的預防作為，對於農業職災者的補償

與社會救助，也仍缺乏制度面向的深入探究。近年來，隨著農業產業化、青年返鄉

從農與國人職災補償意識的抬頭，隱而未見的農業職災問題浮出檯面，農業職災保

險也在行政院的推動下於 2018 年 11 月首度試辦。然而農業職災類別多元複雜，

不論在職災認定、傷害等級評估、理賠與否、職災補償如何連結預防與復健復工等

重大議題上，農業職災保險制度預期將面臨許多挑戰與考驗。故此研究包含七個子

計畫，旨在回應上述重大政策議題。目前已申請科技部 108 年度「人文創新與社會

實踐」計畫，未來將整合本校人文藝術、農學、管理、農業機械等專業領域之教師



群，同時結合政治大學法學與台灣大學公衛與醫學領域之教師專長，建立研究交流

平台。 

8.生化科技學系廖慧芬主任分享建立微生物轉化製程生產機能性保健品 

  此研究團隊由跨院所、跨領域之教師群所組成，包含：本校生命科學院、農學院、

及理工學院，並邀請中央研究院與台大醫院斗六分院的專家學長共同參與。主要是

研究若能篩選可生產機能性代謝物的腸道微生物，進行體外培養與發酵製程之建

立，即可於發酵槽中大量生產有益健康的化合物，回收作為機能性保健品，提供消

費者適時的補充以維持身體的健康。未來將研提整合型計畫，期待透過研究團隊跨

領域之分工合作，釐清腸道微生物相與飲食之關聯性，建立新的微生物轉化製程，

同時開發代謝體分析技術，並配合臨床與機能性功能研發平台，以提升我生技產業

之創新發展與國際競爭力。 

活動剪影 

 

  

楊育儀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楊育儀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倪瑛蓮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倪瑛蓮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吳樎椒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吳樎椒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張宇樑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張宇樑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黃俊達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黃俊達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黃建智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黃建智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洪敏勝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洪敏勝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廖慧芬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廖慧芬老師分享研究成果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 
 

自評（成效或

優點、待改進

之處）與改進

建議： 

本年度補助教師籌組特色研究團隊，獲得校內教師踴躍申請籌組，因此 108 年度將

持續爭取教育部補助，希望能協助校內教師籌組研究團隊及型塑具體可行計畫，並向

外爭取計畫補助。 

附件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簡報 

 

 



弱勢大學生專業學習及生涯
發展之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報告人：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楊育儀
報告日期：107年12月24日



研究計畫簡介

研究計畫目的

探究社會經濟弱勢大學生
在大學期間專業學習以及生涯發展現象，
提出符合其心理需求之生涯輔導諮商方案。



研究緣起



研究團隊簡介

研究團隊介紹
楊德清教授 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李互暉副教授
嘉義大學生物農業科技學系暨研究
所

楊育儀副教授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蔡守浦教授
吳鳳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
系教授兼學務長

江玉靖心理師 嘉義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心理師

彭玉文研究助理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目前執行狀況
一. 舉辦2場小型研究會議：每個月進行一次會議，分別在

10/12 、11/2進行，討論弱勢大學生在專業學習以及生
涯發展所呈現之現象，彙集來自不同學院觀察重點形成符
合嘉義大學在地文化特性之結論。

二. 辦理2場專題演講：邀請教育統計學領域之專家，從量化
分析角度討論和弱勢大學生成長經驗有關之專題演講，從
心理發展特性及資料分析角度理解目前已知的弱勢大學生
專業學習及生涯發展現象。

三. 進行3場焦點座談會：以校區為主軸，舉辦以弱勢學生為
對象之座談會，了解在大學期間的學習經驗以及生涯發展
議題，提供實徵回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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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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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衡

往選擇的
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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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確且
清楚目標

弱勢

成長探索 專業探索 

能力需求自主需求 關係需求 

.43***

.19***

.49***
-.11*

-.18**

-.02



決定反映
真正想要

自由選擇

職涯探索

    獲益 

自主需求

在做感興
趣的事情

選擇表達
真實自己

成長探索

    獲益 

弱勢

.32***

-.13**

在乎我者
的心相連

在乎的人
也在乎我

關係需求

相處感受
到溫暖

和重要者
有親近感

自己做事
能力挺強

有信心把
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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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任務

有能力去
達成目標

系上活動 校內活動 服務學習 校外活動

專業課程 校外參訪
跨領域
學程

產學合作 實習課程 職場工作

基本心理

需求滿足

.90

.84

-.14** .11

-.1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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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中上大學填志願，考量未來開銷及學費，皆以公立學校為優先選
擇，但在科系選擇上則大部分以興趣為主。

2. 對於未來生涯規劃之想法：大學畢業之後，首要考量是經濟問題，
比起升學，會更希望先有穩定的收入積蓄。

3. 刻苦耐勞，不會因為經濟限制而完全放棄自己想要的生活，反而會
多付出一些努力去克服，例如：找打工機會支撐自己的夢想。或者，
換個方式平衡想學的東西和經濟上的限制，例如，花較少錢但仍舊
能靠自己的努力去學習。

4. 大學期間會希望靠打工分擔家裡的經濟負擔，但仍會評估自己目前
的學習和生活狀態。比起賺較多的錢，但無法兼顧課業及其他事情，
多數研究參與者會選擇有一點收入，省吃儉用地過，但仍以盡到身
為學生的本份 ─「學習」為原則。

5. 即使看到困難重重，但內心對未來還是有期望的、樂觀的。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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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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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因為需要同時兼顧打工及課業等事情而受挫時，內在會對於自我
能力有些懷疑、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好。

7. 堅毅而能夠從挫折當中學習，支撐自己未來更加順遂。

8. 內在有一股力量想要翻身、未來過更好的生活。

9. 對於自己的經濟狀態，偶爾會羨慕別人，但不會陷在自怨自艾當中。

10. 回顧大學，認為若能夠有多點經濟支援，少花點時間在打工，應是
很有幫助的。

質
性
分
析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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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述
II

▲個別差異：
新民B：因沒有經濟上的優勢，時常讓自己處在於「準備好」的
狀態，讓能力彌補經濟上的侷限，因此，對自我能力較有自信，
相對較不會對自己的能力感到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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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看待自己是弱勢家庭背景的眼光之差異：研究參與者民雄B會覺
得自卑、不想被發現自己註冊單上的低收入戶標記。不過，研究參
與者民雄C則認為有這個標記讓自己可以領一些補助，反而讓其他
同學羨慕。不過，他們都不太想讓其他人知道家裡的狀況，而隨著
進入大學之後，有逐漸較不在意他人看待自己眼光之改變趨勢。

12. 致力於將自己的能力準備好，且朝向培養多元能力，藉此彌補長久
以來在經濟上的侷限，而這些能力也回過頭來增進他們的自信。

13. 大多數研究參與者的家人都給予他們未來的生涯發展相對較大空間
及彈性，讓他們自由選擇，但研究參與者仍會自己考量到家庭經濟，
希望能幫忙分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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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空間小、競爭大的時候，容易因競爭失敗而導致自信心低落。

這些願意參與座談的學生，具有的共通特性：積極、願意/希望改變、
熱心、思考成熟。

弱勢學生皆有經濟開源的迫切需求，卻又必須衡量課業與活動參與
等，相較於校外的工讀，爭取獎學金確實有改善經濟之極大助益。

有些有實質弱勢但礙於政府行政上對於弱勢的定義與資格規定，未
能取得求學階段相關補助。

在衡量個人興趣、喜好及經濟限制的現實之下，弱勢學生會選擇一
條較為保守且穩定的路(例如:當老師)，也因為沒有經濟支持或者機會
去挑戰及冒險，可能在學習過程中產生遺憾，但也顯示這些學生對
未來的思考皆是經縝密衡量後才作決定，並事先規劃好的。

整
合
結
果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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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工讀機會，在篩選或實務上的工作時間安排，其實並不那麼理
想地能幫助到真正需要的弱勢生。

因經濟因素造成的生活經驗差異，心理所產生的不甘心/不服輸，會
促使弱勢學生向上更加努力的動力。

或許是從小的成功經驗累積，弱勢學生面對逆境的態度，反映出面
對逆境的內心轉換與心理調適似乎有一套熟練的自動化模式，且似
乎都蠻正向而堅韌有力。

弱勢學生對未來是有目標與想像的，也都正努力嘗試與實踐個人生
涯藍圖；但少數表示，其實因為家境的社經狀況，相較於同儕間對
未來夢想的思考，自己是比較不敢想像的。

相較於一般或家境較好的同學來說可享有較多的付費資源(如:補習)，
弱勢學生往往只能靠個人的努力以達成個人生涯目標。但，有趣的
是，當個人的努力成果與享有付費資源之後的成果一樣時，此時由
於個人努力的肯定與成就感，對於往後生涯發展具有極大的正面鼓
勵。

整
合
結
果
II



未來規劃

• 持續進行個別性之深度訪談，以蒐集第二階段更為豐富之訊息。

• 根據第二階段質性分析結果，提出量化驗證之理論基礎，同時
進行問卷調查。

• 比較嘉義大學與先前研究發現之間是否存在特定差異現象，並
根據所得結論提出適用於本校學生特性之生涯輔導諮商方案。



國立嘉義大學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報告人：洪偉欽主任
倪瑛蓮老師

報告日期：107年12月24日



壹 研究計畫及研究團隊介紹

貳 目前執行情形與成果

未來規劃參

運動與身心健康研究團隊



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及研究團隊介紹

1. 聚焦運動與身心健康研究議題探討與發展
2. 藉由不同專長領域教師研究經驗交流
3. 透過產學相關人士激發多元研究構想
4. 鼓勵師生至少參與1場學術研討會與期刊發表

研究團隊成立 小型團隊會議 專題演講安排



研究團隊

研究計畫及研究團隊介紹

姓名 專長

總主持人 洪偉欽教授 運動生理學、運動醫學、運動營養

本校

教研人員

丁文琴副教授 人體解剖學、高齡體適能

許雅雯助理教授
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運動心理

諮詢

林明儒助理教授 運動生理學、運動訓練法

薛堯舜講師 運動訓練法

倪瑛蓮助理教授
運動管理學、運動行銷、組織行為

學



目前執行情形與成果

0
1 0

2

0
3

0
4

一次團隊會議

五次專題演講

一次問卷發放

不定期成員討論會



目前執行情形與成果

團隊會議
國訓中心

林泰祐研究員演講
國立中正大學
王順正教授演講



目前執行情形與成果

臺南奇美博物館
問卷發放

Curves簽訂產學MOU與演
講

嘉義迪卡儂
張琳店長演講



01

02

03

增進產學合作研究機會

增進研究發表潛能

研究團隊風氣形成

目前執行情形與成果



未來規劃

規劃一

規劃二

規劃三

規劃四

鼓勵系上教師參與研究團隊

持續增進與產學合作機會

增進系上師生學術研究發表

提供系上師生學術交流機會



THANK 
YOU

國立嘉義大學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國立嘉義大學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運用遊戲式程式設計學習以提升幼兒
之問題解決能力的研究團隊

報告人：吳樎椒 幼兒教育學系

報告日期：107年12月24日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研究計畫及研究團隊簡介
一、主要動機
1. 程式設計的學習可提升孩童的問題解決解決能力、創造力、溝通能力、面對
挫折的能力、設計能力及生涯職業規劃的能力（Ellinger, 2003；Mueller & Jacobsen, 2007)

2. 促進幼教師培者程式教育知能為當前教育發展趨勢

二、研究團隊成員

幼教系團隊—吳樎椒、吳光名、謝美慧、賴孟龍

 計畫主要目標
1. 幼教師培者須對幼兒遊戲式程式設計進行專業成長
2. 分析相關遊戲式程式設計的課程與設計方法
3. 文獻探討幼兒程式設計的相關理論與研究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實施方式與成果
一、舉辦專業成長講座

107.11.28 吳郁芬秘書長 ACTC亞洲兒童程式教育協會
主題：幼兒不插電程式設計課程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實施方式與成果
二、舉辦讀書會活動 (共6場次)

 讀書會進行文獻導讀之內容如下：

文章名稱 國家 內容主述 備註

Wohl, Porter, & Clinch (2015).

Teaching Computer Science to 5-7 year-

olds: An initial study with Scratch,

Cubelets and unplugged computing.

英國 1.針對5-7歲的英國鄉村學校孩童進行三種程式設計課程間(不插電、具

現化運算(tangible computing，與embodied有關)及Scratch)的教學有效

性比較。

2.此研究中，不插電課程也被發現是最讓學生在演算、邏輯和除錯有高

度理解的。

Gärtig-Daugs, Weitz, Wolking, & Schmid

(2016). Computer science experimenter’s 

kit for use in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德國 編製一套標準化教材與指導手冊，主題包含電腦科學家

、像素(Pixe),數位及類比表示法、電腦組件、演算法、排序演算法，手

冊和教材由兩所幼兒園的教師協助進行評估。評估著重在幼兒教師的使

用狀態，是否適用於幼兒的學習。

含部
分課
程設
計

Heikkilä &Mannila (2018). Debugging in 

programming as a multimodal practice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ettings.

芬蘭 1.運用生活技能順序與指令來教學程式演算法和除錯

(Debugging)功能。(紙牌遊戲的除錯) 2.強調教師的學前知識吸收和教育，

因為在實驗當中有正確提到”程式術語”對於學生有無更加程式設計相

當重要；教師也不可太快介入學生還在思考錯誤行為(除錯邏輯)的階段，

才能有效教學。

含部
分課
程設
計

Harrop (2018). Coding for chlidren and

young adults in libraries: A practical guide

for librarians.

美國 1不插電的程式設計教學中，可以運用”西蒙說”(Simonsays)的團康活動

在幼兒園學生年紀。2.其他不插電程式設計教學活動還破解密碼遊戲和

二進位的遊戲。



未來規劃
1. 根據專題講座之內容，未來籌辦師資培訓及幼兒課
2. 透過購置之教具，將之融入師資培育課程中
3. 撰寫科技部計畫，未來進行更深入之研究
 已完成108~110年度之個別型計畫案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國立嘉義大學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嘉義地區中小學配合108課綱跨
領域科際整合活化課程研究

報告人：張宇樑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報告日期：107年12月24日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研究計畫及研究團隊簡介
一、實施跨領域科際整合課程的重要性
1. 21世紀的能力：實施跨領域科際整合課程將使學生具有問題解
決的能力、創新/創造力、及邏輯思考能力(Toulmin & Groome , 
2007)，同時更能提升其學習動機、自信、社會批判能力、科技
能力、溝通能力、合作能力、及對未來生涯的規劃能力(紐文英，
2000；Sahin & Top, 2015)。

2. 12年國教新課綱：活化課程歷程也是最接近現實生活的情境，
能因此具備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能因應
環境變遷及提升國家競爭力最需要的能力(蔡清田，2011；
Jacobs.1989；Pacific Policy Research Center, 2010)。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研究計畫及研究團隊簡介
二、研究團隊成員
計畫主持人：張宇樑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校外

參與之

教研人員

陳敏雄主任 國立嘉義高工電機科

楊心淵主任 嘉義市北興國中自造者中心

翁崇文校長 嘉義市僑平國小

林佳蓉主任 嘉義市嘉義國中

邱榮輝主任 嘉義市港坪國小

陳權滿老師 嘉義市港坪國小

王仲凱老師 嘉義市港坪國小

周濟仁校長 嘉義縣大同國小

柯俊銘主任 嘉義縣文昌國小

本校

參與之

教研人員

姓名 學校/系所

黃月純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葉連棋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何宣甫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楊正誠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詹盛如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研究計畫及研究團隊簡介
三、計畫主要目標
有鑑於12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及108新課綱的實施在即，配合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活化課程與教學作業要點，
教政所的特色研究團隊將整合嘉義地區之大學與中小學相關資源，協
助嘉義地區中小學行政及教師團隊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計畫，進行配合108課綱跨領域科際整合活化課程研究，本計畫之主要
目標有：

1. 師培者協助嘉義地區中小學進行跨領域科技整合活化課程計畫之
實施，包含到校輔導與專業成長、課程規劃與實施討論、教與學
資料之蒐集與分析等各項任務。

2. 藉由文獻探究與評析整理與跨領域科技整合課程相關之專業內容，
以供各參與學校參酌及未來申請後續相關研究計畫使用。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實施方式與成果
一、舉辦文獻導讀與討論會議

1. 採用讀書會形式進行
2. 分別於107年11月~12月間，共舉辦6場次
3. 主要討論文獻

(1) Powerful Learning
by Darling-Hammond (2008)

(2) How We Think by Alan Schoenfeld (2011)
(2) 其他學術期刊相關文章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實施方式與成果
二、舉辦活化課程專業成長講座

1. 107.12.06.--科丁聯盟協會劉文堂理事長
主題：許孩子一個雲端的未來 (主要針對職前與在職教師)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實施方式與成果
二、舉辦活化課程專業成長講座

2. 107.12.13  吳嘉琳教授 美國Stockton University
主題：美國數學教學經驗 (研究生為主—國際化議題, 全英文)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實施方式與成果
二、舉辦活化課程專業成長講座

3. 107.12.20.  莊雪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主題：教育與人類發展研究(外籍生為主—國際化議題, 全英文)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實施方式與成果
三、前往各參與學校(中小學)進行到校輔導與專業成長、

課程規劃與實施討論、教與學資料之蒐集與分析(含觀課及議課)
等各項任務
1. 嘉義市嘉義國中 107.12.04. 活化課程(特色課程)輔導
2. 嘉義市僑平國小 107.11.26. 科技前導學校(跨領域課程)輔導
3. 嘉義市港坪國小 107.12.10. 數學教師社群輔導
4. 嘉義縣大同國小 107.12.10. 學校特色課程輔導
5. 嘉義高工及北興國中 107.11.26. 跨領域辦公室團隊會議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未來規劃
 前往各參與學校(中小學)進行到校輔導與專業成長、課程規劃與實
施討論、教與學資料之蒐集與分析(含觀課及議課)等各項任務

1. 嘉義市嘉義國中 108.01.17. 活化課程(特色課程)輔導
2. 嘉義市僑平國小 108.01 科技前導學校(跨領域課程)輔導
3. 嘉義市港坪國小 108.01.08. 數學教師社群輔導
4. 嘉義縣大同國小 108.03.06./06.05.  學校特色課程輔導
5. 嘉義高工及北興國中 108.03~05.  跨領域辦公室活動規劃
6. 嘉義縣文昌國小 108.03.  配合跨領域辦公室活動辦理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未來規劃
 產學合作 (所有活動皆由科丁聯盟贊助提供)

與「科丁聯盟」合作辦理師資培訓與小學coding課程

1. 師資培訓
(1) 嘉義大學 108.01.19~22. 助教培訓 (大學生為主)
(2) 嘉義縣政府 108.01.21~24. 教練培訓 (國小教師為主)

2. 小學coding課程：嘉義縣10所國小
3. 雲嘉地區中學長期社團培訓 (接洽中)
4. 嘉義市師資培訓與贈課活動 (接洽中)



國立嘉義大學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氧化鎳材料的製備及其在磁
性及光電元件上的物理性質

探討研究團隊
報告人：電子物理系黃俊達教授

報告日期：107年12月24日



特色研究團隊起源-科技部整合型計畫



研究團隊及研究計畫 (電子物理系)

姓名 子計畫名稱

黃俊達
具氧化鋅鎂/氧化鋅量子井結構的p型氧化鎳/ n型氧化鋅異質接面紫外光

二極體之研製及其物理特性探討

陳思翰 以 NiOx 作為高分子發光二極體之電洞傳輸層的可行性研究

余昌峰 利用脈衝雷射度膜製備氧化鎳薄膜與矽基板間的介面研究

蘇炯武
氧化鎳薄膜與光電半導體元件接合層結構晶向的表介面磁光性質與電傳

輸研究

高柏青 具p型氧化鎳結構的有機發光二極體與有機太陽能電池之研製及特性探討



執行重點及具體作法

 本特色研究團隊以「氧化鎳材料的製備及其在磁性及光電元

件上的物理性質探討」獲得科技部107年度的整合型計畫。

而本特色研究團隊組成的目的是要討論本研究團隊的整合型

計畫，每周中午12:10 於本系電物二館A18B-404研討室舉辦

團隊研討，每位共同主持人報告自己的計畫進度，研究成果

與遇到的困難點及未來進度，然後經由大家腦力激盪，提出

及分享自己的研究見解，加以討論，緊盯每位參與老師的研

究進度，並且相互瞭解每位參與者的研究內容及研究能量，

讓大家的研究都能精進，順利完成此整合型計畫。



執行成果

黃俊達教授報
告

陳思翰教授報告

余昌峰教授報告



執行成果

蘇炯武教授報告

高柏青教授報告

大家相互討論



業界研究人員分享成果

 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
技研究中心

黃鴻基博士分享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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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dance



國立嘉義大學
化學資訊生醫活性物質團隊成果分享

報告人：黃建智

報告日期：107年12月24日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研究計畫及研究團隊簡介

姓名 單位/系所 職稱 研究專長

古國隆 應用化學系 教授 生物分析化學、質譜學

潘宏裕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醫學統計、生態統計、統計計算

林芸薇 生化科技學系 教授 分子癌病、分子生物、訊號傳遞、基因毒理

張心怡 生化科技學系 副教授 組織工程、藥物傳遞

廖慧芬 生化科技學系 教授 細胞分子生物學、生物醫學、腫瘤免疫、中草藥
研究

黃建智 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藥物化學、有機化學

艾群 生物機電學系 教授 自動化工程、非破壞檢測、機電整合、生物奈米
機電研究



生醫活性物質是指生物體內對生命現象有影響的微量或少量物質，而天然物為最豐富之生醫活

性物質來源。天然物之結構可作為藥物使用，因其高似藥性質(high drug-like property)，使其

在藥物動力學與毒性上皆較藥廠常所慣用之雜環化合物為佳。

雖然諸多天然物已被報導其具有生醫活性物質，但在其target validation上仍付諸闕如，難以

開發為新藥，其主因為天然物含量很少，且其主要來源之植物常有栽培困難之問題；另外植物樣

品的品質不穩定，常有品質退化之問題。此外，天然物結構的多樣化，若只單獨進行純化後再研

究其生醫活性需耗時長，導致藥物的開發資成本增高許多，故各大藥廠近年來逐漸放棄此一領域

。若有先進之天然物生醫活性物質生產、分析與篩選技術，將具有利基。

本化學資訊生醫活性物質團隊經過討論，我們發想若由本校植物栽植技術，使生醫活性物質的

植物可大規模生產及量化，再結合生化科技學系及生物機電系已建立之諸多藥物標靶，研發出高

靈敏度之篩選平台，利用應用化學系之HPLC與UPLC層析技術，對每一個成分進行affinity篩選，

結合LCQ、QE質譜儀確認植物的活性物質成分之化學結構，將可發現具有利基之生醫活性物質。

然而眾多天然物的結構相類似，故會有類似的affinity，利用應用數學系之大數據(big data)技術

，分析其結構相似性與差異性，將可建立其構效關係，可確認具有醫療價值的活性物質，產生天

然結構之hit compounds。之後本團隊將放大規模進行target validation，確認hit compound。

本團隊將與藥廠接觸，尋求其先期投入之可能，並尋求成立新創研發服務公司。若有好的生醫

物質，本團隊之能量亦足夠轉型為新藥開發團隊。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目前執行情形或研究成果

1. 目前研發團隊已經聚會分享彼此研發之能量。

2. 目前正搜尋相關利基之植物或動物體，開始
進行開發。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未來規劃

若有初步成果，將先申請計畫補助，再尋求廠商參與。



國立嘉義大學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農業職業安全健康：現況分析、
社會介入與在地實踐

總主持人：劉榮義副校長

報告人：洪敏勝

報告日期：107年12月24日



研究計畫簡介–1/3
農業工作常伴隨各種災害與傷病風險

5/25 77歲的林姓農民，在噴灑農藥時，把自己包

得密不透風，中暑昏倒致死，此後農民怕重蹈覆
轍，只戴口罩進行灑藥，醫生研判，炎炎烈日下，

農藥可能就從皮膚入侵導致死亡。(擷取於TVBS新聞報導)

67歲的陳姓農民上午到田裏耕作時，疑似耕耘
機操作不慎，先是手被割斷，還打電話向妻子
求救，沒想到妻子趕到時，人已經被壓在耕耘

機底下，當場死亡。(擷取於自由時報新聞報導)

https://news.tvbs.com.tw/local/323039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955038


研究計畫簡介–2/3
從農人口老化，社會人口屬性脆弱

2018/08/27 農糧署最新統計數
據

逐年下滑

農委會於2013年的資料統計



研究計畫簡介–3/3

 農業是職業災害與職業傷病的高風險族群。

 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農業職業災害與傷病問題
少有關注，缺乏制度性的保護機制與資源。



研究團隊簡介

鄭雅文 教授

服務機構 /系所
台灣大學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
所

專業領域
 職業健康政策
 社會流行病學
 健康與社會不平等

主軸一:農業職業暴露與傷病負荷之分析



研究團隊簡介

洪敏勝 教授兼系主任

服務機構 /系所 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專業領域
 生物微機電
 微流體分析技術
 熱流工程

主軸二:農機作業傷害調查與安全作業之研究



研究團隊簡介

盧永祥 教授

服務機構 /系所 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專業領域
 績效評估（生產力與效率）
 農業經濟
 產業分析

主軸三:農民職業災害的經濟面影響評估



研究團隊簡介

林良榮 副教授

服務機構 /系所 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專業領域
 勞動法學
 法社會學
 社會法基礎理論

主軸四:農業勞動者之工作傷害與職災補償：
以農業職災保險之制度規範與運作成效為中心



研究團隊簡介

黃文理 教授兼學位學程主任

服務機構 /系所

嘉義大學 農藝學系
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

程

專業領域

 作物學
 作物生理、栽培、遺傳
 植物分子育種
 水稻功能性基因體
 植物組織培養
 作物作物藥用植物分類與親緣鑑定

主軸五:農事工作災害防治策略研究與農業安全認證體系建立



研究團隊簡介

李鴻文 教授兼院長

服務機構 /系所 嘉義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專業領域

 管理理論
 組織行為
 人力資源管理
 消費者行為

主軸六:農民組織職業災害與安全文化建構策略



研究團隊簡介

劉榮義 教授兼副校長

服務機構 /系所 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專業領域  Oboe

主軸七:農業職業災害預防宣導與教育推廣



目前執行情形

 申請科技部108年度「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整合本校人文藝術、農學、管理、農業機械等專業
領域之教師群，同時結合政治大學法學與台灣大學
公衛與醫學領域之教師專長，建立研究交流平台。



未來規劃

• 構想書通過後召開第二次商
討會議

• 108年2月底前提出研究計畫
書

研提
計畫

•結合職業醫學臨床經驗，
初步分析農業工作者職業傷
病樣貌與規模。

•分析今年11月首度試辦的
農業職災保險運作模式

團隊
合作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國立嘉義大學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建立微生物轉化製程生產機能性保健
品

報告人：廖慧芬 (生化科技系)

報告日期：107年12月24日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研究計畫：建立微生物轉化製程生產機能性保健品

 研究團隊簡介：本研究團隊由跨院所、跨領域之教師群

所組成，包含：本校生命科學院、農學院、及理工學院，

並邀請中央研究院與台大醫院斗六分院的專家學長共同

參與。老師的專長涵蓋：微生物篩選與鑑定、發酵製程

的開發、天然物萃取與純化、化學成分分析與鑑定、基

因轉殖與表現、機能活性評估、動物實驗模式、以及臨

床試驗等。擬結合團隊教師專長，建立微生物轉化製程

模式，以生產機能性保健品。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實施內容：

1) 本研究團隊近來發現某些腸胃道微生物，可將莓果、石
榴、與堅果等食物中的鞣花酸成分，在腸道中進行轉化，
產生有益人體健康之代謝化合物。

2) 文獻報導，這類的代謝物具有抗老化、防癌症、預防心
血管疾病、保護肝臟、及提升免疫力等多重功效。然而，
由於每個人體內的腸道微生物菌相皆不相同，產生的效
率也有極大的歧異。

3) 因此，若能篩選可生產機能性代謝物的腸道微生物，進
行體外培養與發酵製程之建立，即可於發酵槽中大量生
產有益健康的化合物，回收作為機能性保健品，提供消
費者適時的補充以維持身體的健康。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I. 目前執行情形或研究成果：討論聚會

 活動執行情形：

1) 介紹研究團隊的目標及規劃。

2) 謝佳雯老師與大家分享微生物轉化產品的例子，包含：日本清酒製
造工藝及黃豆優格等。台灣擁有豐富的農業技術與農產品生產，若
能善用在地資源，進一步開發利用，將能有效提升我國產業升級與
產品加值，值得大家共同努力。

3) 參觀生技健康館的微生物實驗室，瞭解發酵槽的機械設計原理與應
用。透過討論與腦力激盪，可結合各位老師的專長，規劃具體可行
的研究方向。

活動日期 107.7.16 
活動地點 本校生科館二樓A212室



介紹研究團隊的目標及規劃 微生物轉化產品分享 微生物轉化產品：清酒及優格

微生物實驗室參觀 發酵槽設備介紹 參觀生技健康館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II. 執行情形或研究成果：

1) 講座

2) 微生物轉化啤酒之釀製技術

3) 參觀生科院之檢驗中心

活動日期 107.9.7 

活動地點
生命科學院會議室
(綜合教學大樓七樓)



王紹鴻老師分享啤酒釀製技術 吳進益老師介紹檢驗中心 質譜儀分析示範

古森本教授引言 陳逸然博士演講實況 熱烈參與討論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III. 執行情形或研究成果：

1) 大江生醫公司演講與座談

活動日期 107.11.28

活動地點 生農系會議室

CEO演講

座談會熱烈討論



特色研究團隊成果分享

 未來規劃：

1) 研提整合型計畫

2) 人體試驗委員會 (IRB) 送審

3) 尋求合作廠商

 期待透過本研究團隊跨領域之分工合作，釐清腸

道微生物相與飲食之關聯性，建立新的微生物轉

化製程，同時開發代謝體分析技術，並配合臨床

與機能性功能研發平台，以提升我生技產業之創

新發展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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