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技 部 生 命 科 學 研 究 推 動 中 心 

結案報告 

 

中文名稱： 2021科技促進海洋生技產業升級研討會 

英文名稱：2021 Symposium of Technology Promote Marin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Upgraded. 

中文摘要報告： 

2021 科技促進海洋生技產業升級研討會〞由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生物技術系

和臺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共同主辦，於 2021年 11月 05日在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

校區)活動中心音樂廳舉辦。本研討會主要目的是藉此活動凝聚國內專家學者的研究

與技術能量，以期提升在海洋生物技術系的創新應用水準。本研討會非常幸運能邀

請 8 位國內著名專家蒞臨演講，講員包括張清風博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

系)、洪慶章博士(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系)、張錦宜 副所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產試驗所)、謝清輝副董事長(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政德董事長(李爾航太

有限公司董事長)、蘇坤煌總經理(臺鹽綠能股份有限公司)、蔡政勳董事長(寬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黃國良總經理(旭海安溯水產有限公司)。講員演講內容包含很多有

關海洋生物技術創新及應用的範圍。本研討會於當天下午 17：20圓滿結束。大多數

與會來賓都覺得從本次研討會能得到許多有價值的建議，並且受益良多。 

  



英文摘要報告： 

“2021 Symposium of Technology Promote Marin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Upgraded.”organiged by the department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iwan Marine Biotechnology Society, held in 

Nov 05 at the Concert Hall of Activity Center in Nanzhi Campus. The purpose of this 

symposium was to gather th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energy of domestic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application in marine biotechnology. We 

were very fortunate to have nine distinguished domestic scientists and industry experts and 

gave talks in the symposium.The speakers were Dr. ZHANG,QING-FENG (Department of 

Aquacultur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Dr. HONG,QING-ZHANG (Department 

of Oceanograph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ANG,JIN-YI vice director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OA), Xie, Qing-Hui Deputy chairmain (Hi-Q Marine 

Biotech international Ltd), LI,ZHENG-DE CEO (NEO AEROSPACE LTD.), SU,KUN-

HUANG president (TAIYEN GREEN ENERGY CO., LTD.), CAI,ZHENG-XUN CEO 

(QUADLINK TECHNOLOGY, INC.), HUANG,GUO-LIANG president (APOLLO 

AQUATIC PRODUCT CO., LTD.),Their talks include a wide variety of topics about the 

innovation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The symposium closed successfully of 17:20. Most 

participants said they benefit a lot from this symposium and provided many valuable 

suggestions. 

研討(習)會目的、預期效益： 

臺灣四面環海，海洋生物資源非常豐富，具備發展海洋產業有利條件。隨著海

洋生物資源受到氣候變遷、過度捕撈和海域汙染等因素，使得捕撈漁業逐年減少，

然而根據國際農糧組織(FAO)統計資料，全球人口成長，對於水產品需求持續增加，

需要海上與陸地水產養殖業者來彌補捕撈量之不足，加上水產食品為優質蛋白質主

要來源，能提供人類需求的 6.7%蛋白質來源，因此海洋生物資源產業成為未來解決

人類糧食不足的主流。水產養殖產量於 2013年已超過捕撈量，目前全球食用漁產量

中超過二分之一由養殖漁業所提供，且逐年增加。使得水產養殖漁業被公認為海洋

生物資源枯竭後，可取代捕撈漁業的重要趨勢產業。 



水產養殖屬於高勞力、高風險與高技術密集的產業，而且水產業從業人員逐漸

老化，年輕人投入水產業意願低落，近年來養殖業者在生產成本高漲的壓力下，常

常提高養殖密度以增加產量，但密養則衍生出許多水產疾病及藥物殘留的問題。為

精準控管水產養殖生產與生物安全，運用「智慧養殖」與「海洋生技」等科技技術，

整合智慧養殖與生物科技的創新應用發展，提升海洋生物應用價值，追求海洋生物

技術創新卓越永續發展，因此擬舉辦「科技促進海洋生技產業升級研討會」，本研

討會將邀請「海洋生技」與「智慧科技」之產官學研菁英，發表最近智慧科技在海

洋生技領域的發展策略，利用此次研討會建立學術研究與產業之共通平台，擴展產

官學研合作，增進海洋生技產學研發，對提升傳統水產業，有莫大的助益。也藉由

相關主題之產學研討，增進海洋生技創新技術產學研發，提供產業界與學界進行溝

通交流的機會，建立產官學研攜手產學聯盟的機會。 

另外，本次研討會亦將舉辦研究生的專題研究成果展與專題競賽，藉由同儕競

爭啟發研究生的創新創意能量，本研討會邀請海洋生技專家進行評審，依評審結果

將對於表現優異的學生進行口頭發表與公開表揚。本研討會目前已組成學術委員會，

成員包括: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生系 張瑞璋教授 (召集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生系 

許德賢主任、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溫志宏教授、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

技與產業科學系 洪健睿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宋秉鈞教授、中央研究

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臨海研究站 陳志毅研究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

系 黃章文助理教授，為本次研討會的議題及議程進行詳細的規劃。 

  



講員： 

國 別 職 稱 姓 名 

國內 終身特聘教授 張清風 

國內 特聘教授兼院長 洪慶章 

國內 副所長 張錦宜 

國內 副董事長 謝清輝 

國內 董事長 李政德 

國內 總經理 蘇坤煌 

國內 董事長 蔡政勳 

國內 總經理 黃國良 

 

 

參加對象： 

教師、業界主管、業界人士、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助理、博士生、碩士生、大專生 

 

邀請主講人姓名及學經歷：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任 

張清風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動物

科學系博士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終身 特聘教

授(2004~) 

(2) 國家講座教授(2006~)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

(2012~2020， 2020年8月1日卸

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特聘教授國家講座教授 

洪慶章 

Ph. D. (1999), Chemical 

Oceanography,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USA 

(1)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特聘

教授 (2016/8) 

(2)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教授 

(2013/8起) 

(3)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地質及化學

研究所教授 (2011/8起)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授 (2010/8-

2011/7) 

(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副教授 

(2006/2-2010/7)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 

特聘教授兼院長 



 

  

謝清輝 國立海洋學院漁業系 

(1) 中華民國養殖研究發展協會祕

書 

(2) 中華民國種苗協會理事 

(3) 東港水產養殖聯誼會會長 

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兼技術長 

張錦宜 
英國亞伯丁大學 動物學

博士 

農委會水產試驗所 水產養殖組 研

究員兼副所長 

農委會水產試驗所 

副所長 

李政德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史丹佛大學、航太工程

、博士) 

(1) Commercial Aircraft of 

Corporation of China – COMAC 

(2011~2020) 

(2) German Aerospace Center (DLR) / 

AIRBUS (2010~2011)  

李爾航太有限公司 

董事長 

蘇坤煌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研究

班 

(1)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綠能辦

公室執行長 

(2) 陞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總經理 

(3) 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副總 

(4) 神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

公司業務處處長 

臺鹽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蔡政勳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 

(1) 2010年「第六屆高高屏地區傑

出經理獎」 

(2) 2018年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高屏澎區域科技政策小組委員 

(3) 2018年台灣人工智慧AI學校校

友會副會長 

(4) 2020年台灣人工智慧協會常務

理事 

寬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黃國良 無毒養殖達人 

(1) 旭海安溯水產有限公司創辦人 

(2) 第8屆「海宴水產精品獎」得主 

(3) 產品榮獲歐盟認證通過 

旭海安溯水產有限公司 

董事長 



議程： 

  

時間 講  者 議  題 主持人 

09:00~09:30 報到 

09:30~09:45 

主席及貴賓致詞 

(國立臺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 陳志毅 理事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李嘉紘 副校長) 

陳志毅 理事長 

黃章文 秘書長 

09:45~09:50 全體大合照 

09:50~10:3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張清風 國家講座教授 

海洋生技發展的現況與

展望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

與產業科學系 

陳宗嶽 特聘教授 

10:30~11:10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 

洪慶章 特聘教授兼院長 
以 AI技術協助水產養殖 

11:10~11:50 
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謝清輝 副董事長 

HI-Q友善循環水養殖發

展 

11:50~13:00 午餐及海報競賽 

12:30~13:00 評審委員與壁報論文作者討論 

13:00~13:40 
農委會水產試驗所 

張錦宜 副所長 

水產病原檢測試劑之開

發與應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宋秉鈞 研究員 
13:40~14:20 

李爾航太有限公司 

李政德 董事長 

無人機在農業、漁業及

物流的實際應用 

14:20~15:00 
臺鹽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蘇坤煌 總經理 
魚電共生與智慧化養殖 

15:00~15:15 茶敘時間 

15:15~15:45 

優秀學生研究成果報告(評選委

員選出各組最佳三名同學，每

位同學進行 5分鐘口頭報告) 

評審委員：許德賢 主任 (主審)、洪健睿 教授、龔

紘毅 副教授 

15:45~16:25 
寬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政勳 總經理 

『水聚寶』智能水產養

殖-物聯網及人工智慧

(AIoT)案例分享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

科技暨資源學系 

溫志宏 特聘教授 
16:25~17:05 

旭海安溯水產有限公司 

黃國良 總經理 

智慧養殖與節能設備創

新應用分享 

17:05~17:20 綜合座談、頒獎 黃章文 秘書長 

 

  



活動照片：(至少 10張，請填寫照片說明) 

09:00~09:30 
報到 

  

09:30~09:45 
主席及貴賓

致詞 

  

09:45~09:50 
全體大合照 

  

09:50~10:30 
張清風 國家

講座教授 

  

10:30~11:10 
洪慶章 特聘

教授兼院長 

  



11:10~11:50 
謝清輝 副董

事長 

  

11:50~13:00 
午餐及海報

競賽 

  

12:30~13:00 
評審委員與

壁報論文作

者討論 

  

13:40~14:20 
李政德 董事

長 

  

14:20~15:00 
蘇坤煌 總經

理 

  



15:00~15:15 
茶敘時間 

  

15:15~15:45 
蔡政勳 總經

理 

  

15:45~16:25 
黃國良 總經

理 

  

16:25~17:05 
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