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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近百年前以培育國內優良師資為宗旨而設立，如
今在師生共同努力下，已發展為多元大學，並且成就了三大特色領
域：智慧教育、華文科技與健康樂活；本計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產學聯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媒合企業夥伴與教授研發團隊
為宗旨，以互補互利的原則橋接業界與學界，進行一站式媒合服務
與客製化產學服務，以共同開發新創應用市場，加速產業加值轉型
，同時反饋至研發動能。本聯盟將推動一連串策略，達到「跨域研
發」、「跨國合作」、「跨企業鏈結」與「跨校結盟」的目標；具
體整合國內外在此三大領域的相關資源，串聯領域內的上中下游業
者，配合各項扶植新創技術與促進產學合作之補助計畫，例如產學
合作計畫、萌芽計畫、價創計畫與高端研發中心AIR CENTER等，協
助企業攜手校內技術團隊與資源來因應當前的挑戰並預先準備未來
的需求。

中文關鍵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智慧教育, 華語文科技, 健康樂活藝術人文,
產學合作

英 文 摘 要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was established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ago by cultivating excellent
domestic teachers. Nowadays,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professors and staff, NTNU has become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that provides students and scholars with
opportunities to study and conduct research in a wide range
of field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Smart Education,
Arts and Humanities, an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NTNU GLORIA’s (Global Research and Industry Alliance)
mission is to match business partners and teams of
professors, bridge the gap between industry and academia,
and create mutual benefits for both. We provide a one-stop,
tailored matching service for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The goal is to co-develop market innovations
and value-added solutions for accelerating industrial and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NTNU GLORIA seeks to promote
academic excellence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cross-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ter-university cooperation. integrat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ed resources in these three fields, connect
upstream,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players in these
fields, and access various subsidy projects for industry-
university co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ch a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ST) funding projects,
including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s,
germination projects, corporatiz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projects and AIR Center(academia-industry
research center) projects. We aim to help GLORIA members
work with NTNU technical teams to address current
challenges and anticipate future needs.



英文關鍵詞：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mart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rts and Humanities, industry-
universit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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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產學聯盟」以媒合企業夥伴與研發團隊為宗旨，以

互補互利的原則橋接業界與學界，進行一站式媒合服務與客製化產學微服務，以

共同開發新創應用市場，加速產業加值轉型，同時反饋至研發動能。本聯盟將推

動一連串策略，達到「跨域研發」、「跨國合作」、「跨企業鏈結」與「跨校結

盟」的目標；尤其發揮本校三大特色領域：智慧教育、華文科技與健康樂活；具

體整合國內外在此三大領域的相關資源，串聯領域內的上中下游業者，配合大部

各項扶植新創技術與促進產學合作之補助計劃，例如法人鏈接、萌芽計劃、價創

計劃與高端研發中心 AIR CENTER 等，協助校內技術團隊與聯盟會員攜手進軍

國際市場，以達互助共榮，攜手打造產業聚落的價值鏈。 

 

二、聯盟推廣活動及執行成果說明 

聯盟維持期初計畫的編制架構，設置產學營運總中心於研發處下，並且納入

既有單位產學合作組與創新育成中心，讓聯盟運作得到以下優勢： 

(一) 有效嫁接校內技術團隊與聯盟合作，聯盟得以得到校內團隊動態訊息，

並加以輔導。 

(二) 在研發長協助下，制定有利於發展聯盟業務的辦法與獎勵措施，有助於

聯盟業務推動。 

(三) 強化聯盟與其他處室的合作，例如主計室、公共事務中心、國際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與教務處等。 

圖 1  產學聯盟營運總中心組織分工 

且臺師大成立即將進入百年，從教育出發，校方擁有眾多資源，聯盟先從既

有通路出發，就能有不錯成效，以往推動工作包括： 



(一) 加強聯繫校友與長期捐贈校方，贊助校務推動與提供獎學金等企業，宣

傳聯盟辦公室的理念及可提供的服務。 

(二) 積極參與院務會議，以及任何有機會廣宣聯盟辦公室工作會議。 

(三) 實驗室參訪，一對一與有產學合作經驗的師生團隊交流，說明大部為促

進新創發展各項補助與研討活動，鼓勵積極參與，並且協助團隊獲得補

助資源，如圖 2 所示。 

(四) 橫向結合校內原有與產業接觸的資源（如學務處職涯中心、公共事務中

心與國際事務處等），由校長主持，聯盟辦公室每月辦理“產業聯結會

議”。 

(五) 辦公室邀約技術師生團隊參訪廠商會員，具體研擬未來可能的產學合作

機會與人才媒合等會員服務，如圖 3、圖 4 所示。 

 

 

 

 

 

 

 

 

 

圖 2  聯盟參訪校內技術團隊實驗室實地交流—AI 機器人實驗室 

 

 

 

 

 

 

 

 

 

 

 

圖 3  聯盟推動校內技術團隊參訪會員-中技社 

  

 

 



 

 

 

 

 

 

 

 

 

 

 

 

 

圖 4  聯盟推動校內技術團隊參訪會員-亞洲教育平台 

 

本聯盟未來業務推動，將以本校產業專業領域能量為觸媒，透過國際產學

聯盟之服務平台，由「跨域研發」、「跨國合作」、「跨企業鏈結」、「跨校結

盟」等面向著手進行連結，打造產學合作營運機制生態系統，並組織性鏈結國內

與國際網絡資源。並挹注校內外產學資源，整合校內專業領域師生團隊之研發能

量、鏈結校友諮詢團隊、導入相關產學部會計畫資源（例如：萌芽、價創、RAISE、

Ustart、SBIR 計畫等）、引進相關產業顧問專家，提供研發團隊所需的智權佈局、

創業準備和行銷策略等諮詢，以強化本校師生團隊的前瞻創新競爭力。 

圖 5  本校國際產學聯盟推動目標與策略 

 



 

 

 

 

 

 

 

 

 

 

 

圖 6  科技部研發成果萌芽計畫審查-華語文科技 

 

    同時依產業需求串接校內學研中心及產學合作單位，推動智財專利技轉，孵

化和加速推動衍生新創企業，後續可由臺師大控股公司垂直加速器進行天使投

資，形成完整新創產學支援網路服務平台，達成學術研究鏈結產業發展，發揮資

源整合之最大效益，以滿足國際產學聯盟會員需求。 

另外校方為表達對本計畫的重視，特在本校國際會議中心 3 樓與 4 樓規劃產

學聯盟總中心營運場所共計近 150 坪（如圖 7 所示），作為呈現師生團隊成果、

產學交流、會員聯誼與辦理各項講座沙龍的場地，並且與學務處之職涯發展中心

比鄰，成為完整提供服務學生就業輔導與產業聯結整體方案的產學聯結大樓；聯

盟辦公室於 7 月 16 日舉辦揭牌儀式暨技術媒合會，媒介會員與校內技術團隊洽

談合作。未來將持續辦理各項新創培訓講座，並邀請技術團隊與會員交流。 

 

圖 7  產業聯結大樓配置與國際產學聯盟工作規劃 

 



 

 

 

 

 

 

 

 

圖 8  國際產學聯盟營運中心揭牌儀式暨技術媒合會 

     10 月 27 日聯盟與全鋒事業簽訂國際會員加盟合約協議，雙方將以產學合

作為基礎，深耕臺灣、放眼國際，運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產學聯盟跨域整合

能量，使 TMS 全鋒事業旗下十四大項移動生活服務平台能持續在臺灣佔據領導

地位。此次合作合約協議加強學術界與業界之交流、媒合高階人才，並共同研提

科研計畫，鏈結產官學三方資源，強化技術創新與升級。 

    

圖 9  臺師大國際產學聯盟與全鋒事業國際會員簽署典禮 

 

聯盟將持續積極與外部相關孵化加速器合作，例如國際科技創業基地 

Taiwan Tech Arena、Appworks 與 StarFab，本校所擁有的智慧教育、華語文科技

與健康樂活，均為以「以人為本」的理念開發相關技術，日後都能衍生成為人工

智慧之實質應用，而中心的任務便是將技術團隊推向成為前述各個加速器創新團

隊之一員，讓更多人看到本校的研發能量。 

    聯盟並於 109年 12月 28日於本校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舉辦產學媒合交流會

舉辦產學媒合交流會，透過一個非制式的自然交流聚會，讓學界和產業間，彼此

能放鬆和諧的對話、認識與交換資訊情報，透過近距離的接觸，開啟雙方合作的

契機與廣度，交流會共有三個亮點環節呈現： 

    (一)事先媒合制的 Open Lab 活動 



    (二)TED Talk 精準媒合環節 

    (三)AIoT + 5G 開創『智慧化時代』趨勢論壇 

 

  

圖 10  臺師大國際產學聯盟「教育&科技生態圈」產學媒合交流會 

 

另外，在開拓國際鏈接方面，聯盟積極協助團隊參與國際技術交流展覽，於

108 年 10 月參與大部帶領的美國參訪團，把握交流機會為校內技術團隊宣傳；

109 年 1 月帶領華語文科技與雲端教室技術團隊參加倫敦 Bett Show 2020（如圖

8 所示），積極推廣與國外業者合作機會。聯盟更將與英國知名大學 UCL 主導、

扶植教育新創技術加速器 EDUCATE 合作協力規劃 EDUCATE Taiwan（如圖 10

所示），推動工作將有利於聯盟朝向以下目標： 

(一) 協助校內團隊與國際技術交流。 

(二) 為扶植國內新創集體開創歐洲市場。 

(三) 引進歐洲新創技術進入亞洲市場。 

(四) 藉由新創交流，了解歐洲資本市場。 

(五) 為聯盟會員開拓歐洲新創視野。 

(六) 擴大聯盟服務收入來源，例如協助行銷推廣、新創募資等。 

 

 

 

 

 

 

 

 

 

圖 11  本校國際產學聯盟團隊參加倫敦 BETT SHOW 2020 



 

 

 

 

 

 

 

 

 

 

 

 

 

圖 12  本校國際產學聯盟參訪英國 UCL 

 

最後透過本校國際姐妹校資源與國際產業校友網路，導入國際學術與產業能

量，並積極佈局國際合作，招募國際合作夥伴，橋接國際新創及智財單位，提升

本聯盟新創智財與技術之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推向國際舞台，打造緊密合作的國

際指標性產學聯盟，整體架構如圖 11 所示。 

 

圖 13  國際產學總營運中心(GLORIA @NTNU)整合組織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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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以輔導。 

(二) 在研發長協助下，制定有利於發展聯盟業務的辦法與獎勵措施，有助於

聯盟業務推動。 

(三) 強化聯盟與其他處室的合作，例如主計室、公共事務中心、國際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與教務處等。 

圖 1  產學聯盟營運總中心組織分工 

且臺師大成立即將進入百年，從教育出發，校方擁有眾多資源，聯盟先從既

有通路出發，就能有不錯成效，以往推動工作包括： 



(一) 加強聯繫校友與長期捐贈校方，贊助校務推動與提供獎學金等企業，宣

傳聯盟辦公室的理念及可提供的服務。 

(二) 積極參與院務會議，以及任何有機會廣宣聯盟辦公室工作會議。 

(三) 實驗室參訪，一對一與有產學合作經驗的師生團隊交流，說明大部為促

進新創發展各項補助與研討活動，鼓勵積極參與，並且協助團隊獲得補

助資源，如圖 2 所示。 

(四) 橫向結合校內原有與產業接觸的資源（如學務處職涯中心、公共事務中

心與國際事務處等），由校長主持，聯盟辦公室每月辦理“產業聯結會

議”。 

(五) 辦公室邀約技術師生團隊參訪廠商會員，具體研擬未來可能的產學合作

機會與人才媒合等會員服務，如圖 3、圖 4 所示。 

 

 

 

 

 

 

 

 

 

圖 2  聯盟參訪校內技術團隊實驗室實地交流—AI 機器人實驗室 

 

 

 

 

 

 

 

 

 

 

 

圖 3  聯盟推動校內技術團隊參訪會員-中技社 

  

 

 



 

 

 

 

 

 

 

 

 

 

 

 

 

圖 4  聯盟推動校內技術團隊參訪會員-亞洲教育平台 

 

本聯盟未來業務推動，將以本校產業專業領域能量為觸媒，透過國際產學

聯盟之服務平台，由「跨域研發」、「跨國合作」、「跨企業鏈結」、「跨校結

盟」等面向著手進行連結，打造產學合作營運機制生態系統，並組織性鏈結國內

與國際網絡資源。並挹注校內外產學資源，整合校內專業領域師生團隊之研發能

量、鏈結校友諮詢團隊、導入相關產學部會計畫資源（例如：萌芽、價創、RAISE、

Ustart、SBIR 計畫等）、引進相關產業顧問專家，提供研發團隊所需的智權佈局、

創業準備和行銷策略等諮詢，以強化本校師生團隊的前瞻創新競爭力。 

圖 5  本校國際產學聯盟推動目標與策略 

 



 

 

 

 

 

 

 

 

 

 

 

圖 6  科技部研發成果萌芽計畫審查-華語文科技 

 

    同時依產業需求串接校內學研中心及產學合作單位，推動智財專利技轉，孵

化和加速推動衍生新創企業，後續可由臺師大控股公司垂直加速器進行天使投

資，形成完整新創產學支援網路服務平台，達成學術研究鏈結產業發展，發揮資

源整合之最大效益，以滿足國際產學聯盟會員需求。 

另外校方為表達對本計畫的重視，特在本校國際會議中心 3 樓與 4 樓規劃產

學聯盟總中心營運場所共計近 150 坪（如圖 7 所示），作為呈現師生團隊成果、

產學交流、會員聯誼與辦理各項講座沙龍的場地，並且與學務處之職涯發展中心

比鄰，成為完整提供服務學生就業輔導與產業聯結整體方案的產學聯結大樓；聯

盟辦公室於 7 月 16 日舉辦揭牌儀式暨技術媒合會，媒介會員與校內技術團隊洽

談合作。未來將持續辦理各項新創培訓講座，並邀請技術團隊與會員交流。 

 

圖 7  產業聯結大樓配置與國際產學聯盟工作規劃 

 



 

 

 

 

 

 

 

 

圖 8  國際產學聯盟營運中心揭牌儀式暨技術媒合會 

     10 月 27 日聯盟與全鋒事業簽訂國際會員加盟合約協議，雙方將以產學合

作為基礎，深耕臺灣、放眼國際，運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產學聯盟跨域整合

能量，使 TMS 全鋒事業旗下十四大項移動生活服務平台能持續在臺灣佔據領導

地位。此次合作合約協議加強學術界與業界之交流、媒合高階人才，並共同研提

科研計畫，鏈結產官學三方資源，強化技術創新與升級。 

    

圖 9  臺師大國際產學聯盟與全鋒事業國際會員簽署典禮 

 

聯盟將持續積極與外部相關孵化加速器合作，例如國際科技創業基地 

Taiwan Tech Arena、Appworks 與 StarFab，本校所擁有的智慧教育、華語文科技

與健康樂活，均為以「以人為本」的理念開發相關技術，日後都能衍生成為人工

智慧之實質應用，而中心的任務便是將技術團隊推向成為前述各個加速器創新團

隊之一員，讓更多人看到本校的研發能量。 

    聯盟並於 109年 12月 28日於本校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舉辦產學媒合交流會

舉辦產學媒合交流會，透過一個非制式的自然交流聚會，讓學界和產業間，彼此

能放鬆和諧的對話、認識與交換資訊情報，透過近距離的接觸，開啟雙方合作的

契機與廣度，交流會共有三個亮點環節呈現： 

    (一)事先媒合制的 Open Lab 活動 



    (二)TED Talk 精準媒合環節 

    (三)AIoT + 5G 開創『智慧化時代』趨勢論壇 

 

  

圖 10  臺師大國際產學聯盟「教育&科技生態圈」產學媒合交流會 

 

另外，在開拓國際鏈接方面，聯盟積極協助團隊參與國際技術交流展覽，於

108 年 10 月參與大部帶領的美國參訪團，把握交流機會為校內技術團隊宣傳；

109 年 1 月帶領華語文科技與雲端教室技術團隊參加倫敦 Bett Show 2020（如圖

8 所示），積極推廣與國外業者合作機會。聯盟更將與英國知名大學 UCL 主導、

扶植教育新創技術加速器 EDUCATE 合作協力規劃 EDUCATE Taiwan（如圖 10

所示），推動工作將有利於聯盟朝向以下目標： 

(一) 協助校內團隊與國際技術交流。 

(二) 為扶植國內新創集體開創歐洲市場。 

(三) 引進歐洲新創技術進入亞洲市場。 

(四) 藉由新創交流，了解歐洲資本市場。 

(五) 為聯盟會員開拓歐洲新創視野。 

(六) 擴大聯盟服務收入來源，例如協助行銷推廣、新創募資等。 

 

 

 

 

 

 

 

 

 

圖 11  本校國際產學聯盟團隊參加倫敦 BETT SHOW 2020 



 

 

 

 

 

 

 

 

 

 

 

 

 

圖 12  本校國際產學聯盟參訪英國 UCL 

 

最後透過本校國際姐妹校資源與國際產業校友網路，導入國際學術與產業能

量，並積極佈局國際合作，招募國際合作夥伴，橋接國際新創及智財單位，提升

本聯盟新創智財與技術之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推向國際舞台，打造緊密合作的國

際指標性產學聯盟，整體架構如圖 11 所示。 

 

圖 13  國際產學總營運中心(GLORIA @NTNU)整合組織資源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出國參訪及考察心得
報告 

                              日期：109 年 5月 25日 

計畫編號 MOST 108-2622-8-003-003-SB2 

計畫名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產學聯盟計畫Ⅰ 

出國人員

姓名 

林雅萍 

服務機構及

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產學聯盟辦公室 

執行長 

出國時間 

108年 10月 20日

至 

108年 10月 26日 

出國地點 美國紐約、波士頓與加州 

                                 

一、 參訪及考察過程 

(一) 與指標機構交流產學合作、技術授權經驗及未來平台合作機

會。 

(二) 於美國波士頓及矽谷舉行國際產學聯盟媒合交流會。 

(三) 參訪過程 

日期 地點 行程 

10/20 台北->紐約 無 

10/21 紐約 

1. NYC Media Lab/Rlab  

2. Columbia Technology 

1. 了解各單位如實驗

室、新創投資與在美

華人運作內容與人

脈關係建立。 



Ventures  

3. 美洲華人工程師協會

紐約分會交流會  

2. 介紹GLORIA建置

的網路，尋求雙方合

作經驗。 

3. 共同建立平台，在新

創、技術與人才等需

求互相交流。 

10/22 紐約 

1. IBM 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  

2. IBM Albany AI 

Center 

波士頓 

1. Research Center 

詳盡介紹幾項主

要的研究方向，包

括

AI/Healthcare/Syst

em 

Acceleration/resea

rch alliances等，

並研究日後雙方

該如何深入合作。 

10/23 波士頓 

1. MIT ILP  

2. AI World Expo 

1. 深入了解MIT的

ILP運作模式，並

交流未來可能合

作之方向 

2. 國際產學聯盟與

麻省理工學院洽

談特定主題產業

聯盟計畫-例如人

工智慧、自駕車或

是 AI等。 

3. 參加 AI World 

Expo,了解新創技

術如 AI robot、自

然語言、Health 

care service、物流

及旅遊等新創 AI



相關公司。 

10/24 波士頓 

1. AI World Expo 

聖荷西 

同上 

10/25 聖荷西 

1. UC Berkeley IPIRA  

2. 國際產學聯盟媒合交

流會美西場  

1. 建立國際產學聯

盟與 UCB的合作

平台，藉由國際產

學聯盟所鏈結的

產業與供應鏈，與

UCB洽談特定技

術合作，例如能

源、人工智慧等。 

2. 產學合作經驗分

享，並交流未來可

能合作之方向 

3. 國際產學聯盟鏈

結國內企業與大

學與 UCB洽談特

定主題產業聯盟

計畫-例如人工智

慧、自駕車等。 

10/26 聖荷西->台北  

 

二、 心得 

實地的參訪的確比過去我們透過官網或外部媒體的介紹更

加身歷其境，也透過交流會議，促進彼此的了解，有效提升

進一步合作的機會。 

提倡創新技術與扶植新創團隊已經是全球學術界的趨勢，大

方向不變，但是隨時在演進，技轉、配合的法規與資金的挹

注等模式都在進化中，能夠與國外先進單位交流，對日後我



們執行業務有很大的幫助。另外從交流中，我們也發覺經過

聯盟三年來的努力下，其實我們並沒有落後國外先進學校太

多，甚至在跨校合作的成果上，我們是可以超越的，相信我

們持續努力，可以共同成長、發展成適合國內民情孕育新創

的模式。 

 

 

 

 

 

 

NYC Media Lab/Rlab 

 

 

 

 

 

 

Columbia Technology Ventures 

 

 

 

 

 

 



IBM 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 

 

 

 

 

 

 

 

 

 

 

AI World Expo 

 

 

 

 

 

 

 

UC Berkeley IPIRA 

三、 建議 

很感謝大部的安排，日後這類交流我們會積極參與 

四、 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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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 執行長 

心測中心博士後研究 

出國時間 

109 年 1 月 17 日 

至 

109 年 1 月 27 日 

出國地點 英國/倫敦、劍橋、牛津 

                                 

  



本次至英國進行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業務推廣的行程主要有二： 

一、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學院 Knowledge Lab、牛津大

學等世界知名學校進行學術交流及合作討論。使本校能與世界頂級學

校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為後續 MOU 奠定良好基礎，開展雙向國際

交流與合作的機會，此行對本校拓展國際化有著相當的助益。 

二、至倫敦參加 BETT 展覽 (British Educational Training and 

Technology Show)。BETT 為英國最大的教育科技展，舉凡世界一流

科技大廠、知名學校都會將成果在這個展覽進行展示，並尋求合作及

商業行為等。 

    此次行程由本校宋副校長領軍，協同研發長許瑛玿、GLORIA 執

行長林雅萍、曾厚強博士後全程參與所有行程。除了把師大的成果向

國際進行推展，也加強力道提升師大在國際的能見度，讓世界知名學

者能與師大產生緊密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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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訪及考察過程 

（一）日程：109 年 1 月 17 日至 1 月 27 日。 

（二）人員：共 4 位 

副校長/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宋曜廷教授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科學教育研究所許瑛玿教授 

研究發展處 GLORIA執行長/林雅萍  

心測中心曾厚強博士後研究 

（三）行程：本次行程安排主要分為兩部分：一、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倫敦大學

學院 Knowledge Lab、牛津大學等世界知名學校進行學術交流及合作討論。二、

參加 BETT 展覽。日程參見表 1，詳細過程分述如後。 

表 1 本校教研人員出差日程表 

當地時間 行程 

2020/01/17 (五)-2020/01/18 (六) 搭機前往英國倫敦，準備後續參訪會議資

料 

2020/01/19 (日) 前往 Cambridge University 

2020/01/20 (一) 前往 UCL Knowledge Lab 

2020/01/21 (二) 前往 Oxford University 

2020/01/22 (三)- 2020/01/25 (六) 參加 BETT 

2020/01/26 (日) 搭機返台 

 

（四）至 Cambridge University、UCL Knowledge Lab 及 Oxford University 進

行學術交流及洽談國際學術合作 

本校教研人員首先於 1/19 搭火車前往 Cambridge University 與在那邊進行研

究的香港大學學者 Kennedy 見面(如圖 1 所呈)，除了進行學術交流之外，也請

Dr. Kennedy 參加後續 UCL Knowledge Lab 及 Oxford University 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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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校教研人員至劍橋大學與 Dr. Kennedy(左一)進行學術交流 

 

本校教研人員在結束劍橋大學行程之後於當日晚上回到倫敦，並於 01/20 前

往 UCL 的 Knowledge Lab 洽談合作事宜(如圖 2-圖 6 所呈)。而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的 Dr. John O’Regan 之前來訪過師大，因此雙方相談甚歡，同意在既有

的合作基礎之上加強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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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本校教研人員至 UCL Knowledge Lab 洽談合作事宜 

 

 

 

 

 

 

 

 

 

 

 

 

 

 

 

 

 

圖 3、Dr. Kennedy 隨本校教研人員至 UCL Knowledge Lab 洽談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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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UCL Knowledge Lab Director 向本校教研人員說明組織概況和合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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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本校 GLORIA 執行長向 UCL Knowledge Lab 說明合作細項 

 

圖 6、本校宋副校長贈禮給 Dr. John O’R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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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束 Knowledge Lab 後，本校教研人員於 01/21 搭車前往牛津大學的教育

學院洽談合作。此次是由 Dr. Sibel Erduran(如圖 7 左二)為首前來招待本校教研人

員。Dr. Sibel Erduran 是科學教育的研究副主任，更是台灣師範大學擔任特聘講

座教授，因此有著長久的合作關係。此次參訪行程將與 Sibel 一行人討論未來合

作相關事宜(如圖 8 - 圖 10)。 

圖 7、本校教研人員與 Dr. Sibel Erduran 在牛津教育學院前合影 

 

圖 8、本校教研人員與 Dr. Sibel Erduran 討論合作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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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本校宋副校長與研發長在Dr. Sibel Erduran的研究室贈禮給Dr. Sibel Erduran 

圖 10、本校宋副校長與研發長贈禮給牛津教育學院的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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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加 BETT 2020 

 BETT 為英國一年一度最大的教育科技展，是一個世界級的展覽。縱觀產、

學、研無不想在這一個展場展現自己的產品，尋求可能的商業合作、異業結盟。

此次本校教研人員也參與此次盛會(如圖 11)。GLORIA 執行長在此尋求合適的機

會來進行合作外，宋曜廷副校長和張俊彥教授也將部份成果進行展出。成果除了

受國際的學界和業界備感興趣外。本校教研人員也收集相當多的廠商資訊，除了

進行市場趨勢分析外，也學習如何將產品進行行銷。為期四天的 BETT 2020 的

展覽相當盛大，世界知名的科技大廠舉凡微軟、谷歌…等等無不展現高水準的教

育產品，著實令人驚豔。而本校所展現的軟實力也廣受許多人員前來了解、詢價

外，也給予許多商業合作的建議 (如圖 12 - 圖 22)。而這些寶貴的經驗都讓本校

教研人員在如何把學術能量轉換成產品來與業界接軌，有著深刻的體驗。 

  

 

圖 11、本校教研人員參與 BETT 2020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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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BETT 2020 展場門口 

 

 
圖 13、前來詢問人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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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前來詢問人員之二 

 

圖 15、前來詢問人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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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前來詢問人員之一 

 

圖 17、本校教研人員至其他攤位進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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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前來詢問人員之一 

 

圖 19、前來詢問人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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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前來詢問人員之一 

 

圖 21、前來詢問人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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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前來詢問人員之一 

二、心得 

此次前往英國三所知名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及洽談相關合作事宜，感受國際之

間的競爭日益漸增；本校如何透過國際之間的合作來與世界一流的大學進行聯結

將是一個重點工作。而從 BETT 的展覽所了解到的是：有別於學術的研究，業界

是如何進行產品的包裝與行銷的手段。而不同產業的廠商是如何進行市場分析與

產品定位，又要如何進行異業結盟或者是同質合作。這些都是本校教研人員在思

考如何把學術能量轉換成產品的過程中值得好好思考的地方。 

 

三、建議 

項

次 
內  容 

採納情形（請勾選） 

已採行 未採行 研議中 

1 

此次參訪的學校 (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學院

Knowledge Lab、牛津大學)所洽談相關的合作事

宜，三所學校均顯示高度認同並且樂觀其成，

後續將規劃詳細的合作細項，持續進行討論並

往簽署 MOU 的方向進行。 

    V 

2 聯繫 BETT2020 前來尋求合作的廠商和學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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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透過互補互利的原則橋接學界、業界，與進行一站
式的客製化產學微服務，共同開發新創應用市場、加速產
業加值轉型、並反饋至研發動能。具體計畫執行成果可以
分為以下四個面向，分別有國際會員合作與國際推廣、國
內計畫推廣、舉辦產學媒合會、盤點臺師大研發能量並促
進產學媒合。
    國際會會員合作與國際推廣方面，首先聯盟於109年



10月27日與國際會員全鋒事業簽訂加盟合約協議，雙方將
以產學合作為基礎，深耕臺灣、放眼國際，運用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國際產學聯盟跨域整合能量，使TMS全鋒事業旗
下十四大項移動生活服務平台能持續在臺灣佔據領導地位
。此次合作合約協議加強學術界與業界之交流、媒合高階
人才，並共同研提科研計畫，鏈結產官學三方資源，強化
技術創新與升級。另外，國際推廣方面，更於108年10月
參與大部帶領的美國參訪團，把握交流機會為校內技術團
隊宣傳；109年1月帶領華語文科技與雲端教室技術團隊參
加倫敦Bett Show 2020，積極推廣與國外業者合作機會
，聯盟更與英國知名大學UCL協力規劃 EDUCATE Taiwan。
通過聯盟將臺師大研究團隊帶入國際場域，有助於使校內
團隊與國際技術交流、扶植國內新創集體開創歐洲市場
，同時亦引進歐洲新創技術進入亞洲市場、為聯盟會員開
拓歐洲新創視野、擴大聯盟服務收入來源。
    國內計畫推廣方面，中國信託與臺師大合作簽訂4年
產學合作合約，並成立「成癮防制暨政策研究中心」，揭
牌典禮由臺師大吳正己校長與基金會辜仲諒董事長共同主
持，並與行政院羅秉成政務委員、法務部蔡清祥部長、臺
師大宋曜廷副校長、陳國世董事與李思賢教授一同為中心
揭牌，宣示未來促成教育、司法與衛生福利跨領域合作
，共同打造多元處遇與健全社會安全網之決心。另外，聯
盟於109年科技部研發成果萌芽計畫個案徵件推薦3件優秀
案例，共計有2案獲第一階段補助核定，各獲得新台幣
50萬元之計畫補助，其中1案獲得第二階段補助核定，亦
表科技部肯定本校國際產學聯盟所推薦之技術團隊。此外
，於科技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計畫中，透過本校國際產學
聯盟團隊就校內研發及產學合作能量進行盤點，推薦個案
給予計畫辦公室，透過計畫辦公室的協助與未來可能可以
合作之法人單位更進一步之媒合。並針對法人鏈結計畫-
跨域研發人才培訓部分，推薦校內與綠能/生質能源相關
李冠群教授技術團隊進行培訓，並獲得甄選通過。更在
2020年BIO ASIA展、2020年臺灣醫療科技展分別展出科技
部相關計畫成果，在BIO ASIA展期期間展出本校生技醫療
相關之廖書賢與謝振傑教師技術團隊；另於2020年臺灣醫
療科技展展出李位仁教授研究團隊、謝振傑教授研究團隊
醫療科技研究亮點。
　　舉辦產學媒合會方面，分別於2020年7月16日舉辦臺
師大國際產學聯盟營運中心揭牌儀式暨技術媒合會，並於
2020年12月28日舉辦「教育&科技生態圈」產學媒合交流
會。結合臺師大跨領域科技整合優勢，透過多元的產學合
作，與國際接軌，現場產業界貴賓雲集，見證校內優秀研
發團隊發揮所長，豐碩成果發光發熱。活動在臺師大產業
聯結大樓三樓登場，近百位貴賓會員及產業廠商共襄盛舉
，包括精誠資訊、三貝德數位文創、太元生醫、凌網科技
、亞洲教育平臺、聯合報教育事業部、中技社等廠商。活
動中也邀請了心輔系宋曜廷教授團隊的智慧型華語文學習
平臺、科工院洪翊軒與陳瑄易教授團隊的綠能載具與場域
之最佳系統設計暨能源管理、光電所/智慧低電磁生技團
隊的光電AIoT、智慧磁性生醫、低電磁屏蔽、競技系相子
元教授團隊的運動科技、電機系王偉彥教授團隊的基於深
度學習的假設生成模型及其機器人應用、工教系數位遊戲



學習實驗室的VR+機器人=學習∞、電機系包傑奇教授團隊
的機器人魔術師／人機互動與AI之注意力機制、化學系李
位仁教授團隊的超氧歧化酶之仿生酵素合成與製造等八組
校內團隊，向貴賓展示及解說其獨特研發的技術成果。
    2020年12月28日舉辦「教育&科技生態圈」產學媒合
交流會，透過一個非制式的自然交流聚會，讓學界和產業
間，彼此能放鬆和諧的對話、認識與交換資訊情報，開啟
雙方合作的契機與廣度。流會共有三個亮點環節：「事先
媒合制的Open Lab活動」、「TED Talk精準媒合環節」與
「AIoT + 5G開創『智慧化時代』趨勢論壇」。首先，主
辦單位事先媒合企業參觀屬意的六個頂尖實驗室，包含科
技與工程學院洪翊軒教授之綠色動力技術實驗室、王偉彥
與許陳鑑教授之計算智慧與機器人實驗室、包傑奇教授之
教育機器人中心、康立威教授之多媒體暨人工智慧實驗室
、楊啟榮教授之微奈米光機電實驗室、和楊承山教授之超
快電雷射實驗室。六個頂尖實驗室分別掌握AI（人工智慧
）、機器人、綠能、光電AIoT（智慧物聯網）等面向之前
瞻關鍵技術，讓國內產業認識臺師大的研發能量。其中
，多媒體暨人工智慧實驗室，經由深度學習網絡，增加影
像辨識的還原度，使影像更接近實景；計算智慧與機器人
實驗室，介紹了學習人類肢體動作的機器人、履帶機器人
整合機械手臂與樂譜識別機器人。多家企業在活動前登記
欲參觀實驗室，探求實驗室與自身企業業務內容的合作可
能。TED Talk由12個企業與校內研究單位輪番上陣，介紹
企業發展、業務範疇、研究成果。接著進入以「智慧教育
」、「光電與升級學習」、「AI人工智慧1」、「AI人工
智慧2」四個主題分組的Give & Take專業領域互通有無的
產學交流時間，輔以展示攤位，使與會者快速認識最多的
研究團隊與企業，結識預定之內及意料之外的潛在合作夥
伴。通過產學媒合會，提供學校優秀的研究團隊展示其豐
碩的研究成果，向企業展示其研究能量，同時亦有助於使
研究團隊與企業認識與接連，並有助於後續產、學雙方的
合作。
    盤點臺師大研發能量並促進產學媒合方面，在聯盟與
老師的共同合作下，將臺師大的亮點研究團隊有效媒合相
關企業，並且協助研究團隊於重要大型展示活動展示其研
究成果。相關的研究團隊之研究能量與盤點，以及協助團
隊與企業媒合，列舉於以下。
   宋曜廷教授研究團隊擁有全國唯一針對外國學習者開
發的中文語音與聲調組成單位辨識技術。本聯盟協助團隊
於全球最大教育科技展（BETT UK）展出，成功使團隊建
立國際通路、提升國際曝光，為校內技術團隊尋求國際合
作機會；本聯盟推薦本技術申請科技部研發成果萌芽計畫
，獲得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補助核定，亦表科技部對於本
聯盟所推薦之技術團隊之肯定。本聯盟7月16日舉辦之媒
合會，宋曜廷教授團隊展示智慧華語文平台，產業廠商中
不乏知名文教業者，皆對此平台之應用及商業化，表示高
度合作開發意願。
    廖書賢教授、謝振傑教授，使用自行開發之地球磁場
核磁共振/磁振造影儀應用於寵物癌症檢測與農產品分級
。本技術獲科技部研發成果萌芽計畫第一階段補助核定之
肯定；協助該團隊與產學合作新創公司保帝生醫，於



2020年亞洲生技大展（BIO ASIA）展出多項技術與產品
；另外於本聯盟7月16日舉辦之媒合會，引介謝振傑及廖
書賢教授團隊與產業廠商進行產學交流。
    相子元教授研究技術則為將慣性感應器安裝在鞋面上
。本聯盟協助該技術團隊與國內製鞋領導廠商「隆鼎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除邀請該廠商加入本聯盟會員
之外，同時協助雙方合作關係從技術研發、產品設計到共
同行銷，更朝向催生科技部產學研發中心計畫（AIR
Center）目標前進；並於本聯盟7月16日舉辦之媒合會
，使其展示運動感測及AIOT之相關技術與產品，促進相子
元教授團隊與產業廠商進行交流。
     王偉彥教授團隊透過參照人類的思考以及行為的模
式設計出擬人類的認知系統於機器人之中。本聯盟7月
16日舉辦之媒合會，王偉彥教授團隊展示其深度學習機器
人在生活及產業上之應用，會場上產業廠商對於此技術應
用於智慧工廠有極大興趣。
    洪翊軒老師團隊與新動智能公司，主要核心技術為針
對電動載具即綠能場域，進行最佳化之系統設計及控制器
開發。本聯盟7月16日舉辦之媒合會，在會場上洪翊軒老
師團隊與新動智能公司，展出其共同開發之能源管理系統
及電動摩托車相關模組，產業廠商認為此項產品可以深入
討論未來合作機會；另外，本聯盟亦數次引介車輛綠能企
業實驗室參訪，一對一洽談合作計畫。
    李位仁教授團隊合成出與含金屬酵素具有相同功能的
擬態化合物，可稱為人工酵素。本聯盟7月16日舉辦之媒
合會，李位仁教授成功研發出「超氧化物歧化酶」人工酵
素，授權給太元生醫並已順利開發數款外用產品，藉由此
活動展出該公司已開發完成之產品，與會來賓及產業廠商
對此抗老化之保養品的未來市場潛力皆非常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