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科 技 部 生 命 科 學 研 究 推 動 中 心 

研討(習)會 結案報告 

中文名稱： 2030願景：海洋生物科技論壇 

英文名稱：Vision 2030: Marine Biotechnology Forum 

摘要報告：如後附摘要集檔案 

研討會主辦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張清風教授 

講員： 

國 別 服務單位 姓 名 職 稱 

臺灣 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郭怡君 首席技術發展與永續經營長 

臺灣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林國平 副署長 

臺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陳歷歷 教授 

臺灣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鄭安倉 教授 

臺灣 中央研究院 陳志毅 研究員 

臺灣 萊特鮮蝦場/喜富漁有限公司 賴珏光 負責人 

臺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林翰佳 教授 

臺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劉擎華 副教授 

臺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吳彰哲 主任 

臺灣 大江生醫 陳彥任 營運長 

臺灣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宋秉鈞 研究員 

臺灣 邰利股份有限公司 陳昭男 副總經理 

臺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張睿昇 助理教授 

臺灣 中華海洋生技 顏明德 研發長 

臺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龔紘毅 副教授 

臺灣 基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游卓遠 董事長 

臺灣 聖鯛水產科技 黃壹聖 董事長 

臺灣 龍佃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戴昆財 董事長 

臺灣 國立成功大學 陳宗嶽 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臺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黃章文 副教授 

臺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AI中心 王榮華 教授兼中心主任 

臺灣 力佳綠能 陳建翰 總經理 

臺灣 國立中山大學 鄺獻榮 教授兼系主任 

臺灣 國立臺灣大學 朱元南 教授 

臺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顧皓翔 助理教授 

 

研討(習)會目的、預期效益: 

 緣起 

  面對陸地資源逐漸匱乏與永續發展盛行的現今，世界各海洋國家皆在兼顧海洋環境生態保

育前提下，積極從事海洋生物資源與功能的廣泛運用與整合，並積極發展相關海洋生物科技。

臺灣四面環海，海洋生物資源豐富，特別在臺灣人口稠密、自然資源相對缺乏的情況下，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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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臺灣未來發展的重要資源。而有著四面環海及豐富海洋生物資源，為海洋國度的臺灣，該如

何掌握自身豐富的海洋生物資源優勢，發展臺灣獨特的海洋產業，是當前相當重要的課題。 

  海洋生物物種多元，地球上共有超過 100萬的海洋物種，科學界已知的海洋生物則有 23

萬種，在面對全球經濟發展的挑戰，海洋生技成為研究重點。臺灣生技產值 1年將近 10,000億

新台幣，應善用臺灣生技產業的創新研發與製造能量，從基礎研究延伸至產業的推動，甚至國

際互助及合作，成為全球供應鏈的一環，同時藉此吸引國外廠商來台投資或建立合作夥伴，打

造臺灣成為海洋生物科技研發產業重鎮。 

  因此，為因應全球海洋發展趨勢，善用臺灣豐富海洋生物資源優勢，本論壇建議就「養殖

與飼料」、「海洋資源與食品」、「精準育種與養殖」及「智慧海洋」等四個方面，探討臺灣之海

洋生物科技研究發展近況，促進產官學界交流與鏈結。 

 

舉辦目的 

  本論壇希望能促進海洋生物技術研究及相關跨領域科學與技術之發展，加強相同興趣領域

之合作，期待能進一步強化及推動臺灣產官學界各機構之合作研究，發展多方學術、研究及產

業連結。同時藉此提升我國在海洋、海洋生物、生物科技、養殖及相關領域之國際水準及能見

度。 

 

效益 

1.2021年 9月 24日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舉辦「2030願景：海洋生物科技論壇」，對於提昇臺灣

國際能見度，及促進臺灣海洋生物科技產官學界互相觀摩與交換心得等，皆是大好機會。 

2.增加海洋、海洋生物、生物科技及養殖等相關領域研究之科技新知。 

3.提升我國海洋、海洋生物、生物科技、養殖及相關領域研究之國際水準。 

4.促進我國海洋、海洋生物、生物科技、養殖及相關領域研究之國際化。 

5.開啟我國海洋、海洋生物、生物科技、養殖及相關領域國際合作與交流之大門。 

6.推動我國對海洋、海洋生物、生物科技、養殖及相關領域研究之重視。 

7.以學術開拓外交空間，促進邦交國與非邦交國對臺灣之重視。 

8.帶動我國海洋、海洋生物、生物科技、養殖及相關領域卓越研究之風氣。 

9.提升國內相關學術社群之國際影響力。 

10.提升我國產官學界的交流與合作關係。 

 

執行內容 

本校海洋中心非常榮幸和高興能夠主辦「2030願景：海洋生物科技論壇」。在此，熱烈歡

迎來自產官學界 26名重要人士們前來參加這次論壇。論壇提供絕佳的機會，不僅交流和分享

研究信息，最新發現和進步，而且還為大家提供了與同事聯繫和建立新的友誼的機會。本論壇

相信能促進海洋生物技術研究及相關跨領域科學與技術之發展，加強相同興趣領域之合作，期

待能進一步強化及推動臺灣產官學界各機構之合作研究，發展多方學術、研究及產業連結。同

時藉此提升我國在海洋、海洋生物、生物科技、養殖、食品及相關領域之發展。 

另外也為我們的學生提供一個讓他們與這一領域專家學者業界先進學習的好機會，且進一

步培養優秀且跨領域的海洋生技人才，這對發展海洋生技產業是非常重要的。 

本次籌備委員包括周信佑、龔紘毅、林詠凱、劉擎華、吳彰哲、王榮華、張清風等人共同

的努力，經長達 7個月的規畫籌備，促成本次的論壇。邀請了海洋生物科技相關領域的貴賓中

研院廖一久院士、教育部顧問室錢宗良教授、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林國平副署長及中研院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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洌客座講座蒞臨致詞勉勵。 

感謝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食品科技子計畫與動植物農業子計畫)資助與企業公司(安迪蘇 Adisseo、中華海洋生技 Hi-Q、

大江生醫 TCI、萊富生命科技 ThermoFisher及聖鯛水產科技 SD)的支持，讓本次論壇能夠很順

利成功的舉辦。 

  本次論壇大家反應非常熱烈，報名及實際參加都十分踴躍。在兼顧防疫下，本次論壇分為

第一演講廳主場地與第二演講廳同步視訊連線，更加開了 YouTube現場直播，讓更多無法前來

現場的貴賓能同步進參與！現場兩個演講廳及展示廳共有 160多人參與！同時有 175人次

YouTube直播觀看，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已經有 2000多次觀看。 

 

參加對象: 

臺灣及國際海洋、海洋生物、生物科技、養殖各相關領域人才發表專題演說。研討會公開開放

參加。論壇當天參與的演講者共 25人，致詞貴賓 5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參與論壇的老師學

生約 70人。業界約 30人，包含養殖戶、飼料廠商、生技公司、出版社、創投公司等。水試所

及其所屬相關單位約 30人，包含所長、副所長、主任秘書及中心主任。其他學術單位約 15

人，包括中央研究院、南開科技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中正大學、自然科

學博物館、花蓮縣水產培育所。 

 

邀請主講人姓名及學經歷: 如後附摘要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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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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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至少 10張，請填寫照片說明) 

 

論壇主辦人-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張清風終身特聘教授開幕致詞 

 

 

中央研究院廖一久院士開幕致詞 

 

 

貴賓致詞-教育部顧問室錢宗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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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林國平副署長 

 

 

貴賓致詞-中央研究院吳金洌客座講座 

 

  

主要演講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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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君首席技術發展與永續經營長(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演講題目:永續水產養殖業的挑戰 

 
林國平副署長(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演講題目:臺灣漁電共生的問題及解決的措施 

 

 
陳歷歷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演講題目:蝦白點症病毒的科學研究與其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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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安倉教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演講題目:光合複合菌於文蛤產業應用 

 

 

陳志毅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演講題目:抗菌胜肽在飼料添加物開發商品化之應用 

 

 

賴珏光(萊特鮮蝦場負責人/喜富漁有限公司負責人)，演講題目:臺灣室內(光電)蝦場養殖的發展與挑

戰 



9 

 

 

林翰佳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演講題目:抗生素濫用對水產養殖造成的影響與解決方案 

 

劉擎華副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演講題目:飼料，成長，健康，環境 

 

 

展示廳領取午餐，於校園內空曠處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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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海洋生技攤位展示                          大江生醫攤位展示 

 

 

吳彰哲主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演講題目:海洋資源與海洋產業 

 

 

陳彥任營運長(大江生醫)，演講題目:運用海洋資源開創保健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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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秉鈞研究員(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演講題目: Drugs from Tank-養殖型藥源性海洋無脊椎動物 

 

 

陳昭男副總經理(邰利股份有限公司)，演講題目: 冷鏈-食品安全的尖兵 

 

 

張睿昇助理研究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演講題目: 21世紀的海洋綠金-經濟海藻的開發與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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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明德研發長(中華海洋生技)，演講題目: 健康海洋堅持初心—從基礎到臨床的 Hi-Q OliFuco小分子

褐藻醣膠 

 

 

龔紘毅副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演講題目: 基因編輯在水產精準育種的應用及發展潛力 

 

 

游卓遠董事長(基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演講題目: 晶益求精-水產晶片開發與精準育種應用 

 



13 

 

黃壹聖董事長(聖鯛水產科技)，演講題目: 科技輔助選育臺灣鯛魚苗 

 

 

戴昆財董事長(龍佃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演講題目: 龍佃的發展與新物種育種規劃 

 

 

陳宗嶽特聘教授兼系主任(國立成功大學)，演講題目: 石斑魚基因體育種及智慧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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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章文副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演講題目:基因體輔助精準選育在水產養殖之應用及其發展潛力 

 

 

王榮華教授兼中心主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AI中心)，演講題目:AI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what 

we’ve done in NTOU AI Research Center 

 

 
陳建翰總經理(力佳綠能)，演講題目:臺灣箱網養殖的發展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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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獻榮教授兼系主任(國立中山大學)，演講題目: 高整合度低耗電之水下觀測裝置 

 

 

朱元南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演講題目: 養殖與 AI結合的願景、做法與挑戰 

 

 

顧皓翔助理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演講題目: 以區塊鏈為基礎之食品安全驗證與稽核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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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郭怡君 Jennifer Kuo 

 

現 職：      

全興國際水產集團首席技術發展暨永續經營長 

 

學  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碩士，199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學士，1990) 

 

重要經歷： 

全興國際水產集團發言人、 

動物保健事業群總經理、 

動物健康研究所總經理、 

福州宇昌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企業發展與規劃副總、 

行政管理副總、 

專案管理主管、 

集團執行董事特別助理、 

水產養殖研究中心及質量保證部主管 

 

郭怡君女士（Ms. Jennifer Kuo）是首席技術發展暨永續經營長，也是全興國際水產集團

（Grobest Group）的發言人。Jennifer同時也在董事會下屬的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委員會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Committee）擔任委員。 她於 1992年加入 Grobest集團，她擁

有豐富的水產養殖業經驗，此前在 Grobest集團的資歷，包括動物保健事業群總經理、動物健康研

究所總經理、福州宇昌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企業發展與規劃副總、行政管理副總、專案管理主

管、集團執行董事特別助理、協助企業管理；水產養殖研究中心主管，以及質量保證部的主管。此

外，她還擔任過許多關鍵專案的項目經理和成分開發團隊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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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水產養殖業的挑戰 

 

郭怡君 

jennifer_kuo@grobest.com 

全興國際水產集團 

 

全球人口增加，氣候變遷，疾病爆發，食品原料及海洋資源日益減少，對於水產動物蛋白的供

應，已造成相當大的壓力。聯合國組織認為水產養殖是提供優質健康動物蛋白的有效方法，水產品

供應鏈的永續經營的各項議題，也愈來愈受到關注。從飼料原料的取得、飼料的製造、養殖池的管

理、水產品的生產與加工等等，都面臨了許多的挑戰。備受關注的議題包括合法漁撈、IUU、漁工

人權議題、雨林砍划、魚粉替代、排碳減廢、能源使用、水源污染、極端氣候、養殖場用藥及食品

安全，甚至包括了新穎原料開發及動物福址等等議題。水產養殖的永續經營，在聯合國2030永續發

展目標中，連結到了SDG 1 終結貧窮；SDG 2 消除飢餓；SDG 5 性別平權；SDG 8 合適的工作及經

濟成長；SDG 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SDG 12 責任消費及生產；SDG 13 氣候行動；SDG 14 保

育海洋生態；SDG 15 保育陸域生態；以及SDG 17 多元夥伴關係等等。  

要克服水產養殖業走向永續發展的挑戰，不僅需要技術及創新，同時也需要來自政府，產業及其他

關聯產業的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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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林國平 Kuo-Ping Lin 

 

現 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副署長(2018~) 

 

學  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碩士，199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學士，1989) 

 

重要經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副署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企劃組組長、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副董事長、 

 

林副署長曾負責沿岸開發工程環評審查與漁業之糾紛補償案件、制訂我國收購漁船制度、辦理全國

沿岸海域漁業整體規劃及漁業權管理、遠洋漁船管理、遠洋海上觀察員制度等漁業管理業務，並負

責漁港及魚塭養殖區建設管理、規劃流域綜合治理-水產養殖排水計畫、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計畫

(漁業部分)等工程建設相關業務。現為我國漁電共生審查會議之召集人，負責我國漁電共生相關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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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漁電共生的問題及解決的措施 

 

林國平 

kuoping@ms1.fa.gov.tw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在「養殖為主，綠能加值」政策下，配合國家再生能源政策，提昇養殖品質、優化生產環境並

兼顧發展綠能設施，促進產業升級及增進養殖漁民經濟發展。 

    漁電共生是水產養殖業的創新發展，講者將說明養殖發展現況、趨勢，提出漁電共生發展的考慮

因素，政府推動漁電共生政策與全國推動情形。在政府支持漁電共生發展下，期可開創我國漁電共

生產業之發展，提升臺灣水產養殖產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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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陳歷歷 Li-Li Chen 

 

現 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授 (2016~)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 (博士，2001)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系 (學士，1995) 

 

重要經歷： 

• 2020/12至今：臺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理事。 

• 2016/08至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 

• 2017/09至 2020/07/3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長。 

• 2015/08至 2018/07：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長。 

• 2014/05 至 2015/07：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處學術發展組組長。 

• 2013/08 至 2016/07：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副教授。 

• 2007/08 至 2013/07：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助理教授。  

• 2007/01 至 2010/12：教育部顧問室通識教育先導型計畫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辦公室協同主持人。 

• 2004/08 至 2007/07：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 2003/02 至 2004/07：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系 (後更名為生命科學系) 兼任講師。 

• 2001/08 至 2004/07：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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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白點症病毒的科學研究與其產業發展 

 

陳歷歷 

joechen@mail.ntou.edu.tw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 

 

    聯合國估計，世界人口在 2030 年人口將會突破 90 億。隨著人口不斷增加，我們必須在有限的資

源下創造足夠的糧食，水產品成為提供優良的營養與廉價的食物來源之一，其中蝦類又是相當重要

的養殖物種。然而在高密度集約養殖之下，加上水質管理不當與氣候急遽變化，許多疾病因此爆發，

白點症即是當前威脅蝦類養殖最主要病毒性疾病。目前在白點症的偵測方面已經有 PCR、QPCR 等

檢測試劑，但為了田間操作方便，我們也開發了簡便、靈敏、專一性高的快篩試片。在白點症的預

防和治療方面，目前也有許多如免疫刺激物、益生菌等產品，可用來提高蝦子的免疫力，降低疾病

的死亡率，也有許多天然物應用在白點症的防治。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分享白點症在檢測、防治等方

面的進展與未來可發展方向。 

 

關鍵字：蝦、白點症、檢測、防治、免疫刺激物、益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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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鄭安倉 Ann-Chang  CHENG 

 

現 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教授兼系主任 

 

 

學  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系 (博士，200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系 (碩士，1998) 

國立屏東技術學院 水產養殖系 (學士，1996) 

 

重要經歷：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助理教授(2008/2~2005/7)、副教授(2015/8~2020/1)、教授(2020/2~迄今)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系主任(2017/8~迄今) 

⚫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智慧農業計畫「建置農業技術專家系統」小組  

SIG委員暨共同召集人(2019/1~迄今) 

⚫ 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 董事(2015/3~2018/6)、常務董事(2018/6~迄今) 

⚫ 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 會員(學界)代表(2020/4~迄今) 

⚫ 臺南市政府 農業諮詢委員 

⚫ 澎湖縣政府與策略聯盟學校(農業、漁業、食品) 合作智庫學者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漁業推廣委員會  

諮詢顧問兼推廣教授(2016/8~2018/7)、諮詢委員(2018/8~2019/7)、推廣委員(2019/8~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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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複合菌於文蛤產業之應用 

 

鄭安倉 

annchang@nkust.edu.tw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高雄市楠梓區 81157, 台灣 

 

    文蛤是國內重要的水產養殖產業，由於肉質鮮美、料理容易，也因口感獨特深受消費者喜愛。然

而近年看似穩定發展的產業，由於水土資源汙染與養殖環境條件的改變以致產量逐年減少近 5 成，

多數養殖戶面臨文蛤活存率不佳與產能無法穩定供應等問題，除影響養殖生計也使得產業未來發展

面臨考驗。 

    深入國內文蛤主要產區盤點產業問題，包含養殖底土老化、水源汙染與病原變異、極端氣候以致

風險提升、異種貝入侵與干擾、投餵管理技術有待精進、種苗品質不佳、工作魚應用策略改善、冬

季絲藻問題與缺乏科學化管理等，故團隊以負責任生產、永續養殖資源與加值經營效益為發展目標，

透過文蛤養殖管理技術的創新技術開發，建構「優質友善文蛤養殖管理技術」標準操作流程，包含

高效能益生菌、水底質改良劑及液態飼料的應用技術，並開創微過濾系統模組結構、循環生態養殖

觀念以及底土活化應用技術，輔導產業由傳統養殖轉型創新經營。 

    近年透過團隊的技術開發與推廣輔導，顯著改善文蛤養殖過程所面臨的養殖水源金屬含量過高、

空飄、翹角或異種貝干擾等問題，除能營造優質穩定的養殖環境，並創造產業的創新發展價值，實

踐對水土資源與養殖環境的友善運用。 

    目前持續串聯發展創新文蛤友善養殖管理技術，期望透過養殖環境的優化管理、水源處理對策、

效能菌株應用技術強化，提升育成率與收成率、改善色系與光澤、優化肉質與肥美度等，負責任生

產優質水產品，強化產業未來競爭優勢，續航永續發展能量。 

 

 

關鍵字: 友善養殖、科學化管理、創新發展、負責任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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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陳志毅 Jyh-Yih Chen 

 

現 職：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臨海研究站 研究員 (2015~) 

 

學  歷：     

台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博士，1997) 

台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碩士，1992) 

中國文化大學海洋學系生物組(學士，1990) 

 

重要經歷：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臨海研究站 研究助技師(2003/9~2007/8)，助研究員

(2007/9~2011/9)，副研究員(2011/10~2015/11)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臨海研究站 代理主任(2017/08~2018/09) 

臺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 理事長(2021/1 ~ 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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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ilapia hepcidin 2-3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n the gut microbiota profile and 

immunomodulation in the grouper (Epinephelus lanceolatus) 

 

Jyh-Yih Chen 

zoocjy@gate.sinica.edu.tw  

Marine Research Station, Institute of Cellular and Organismic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23-10 Dahuen 

Road, Jiaushi, Ilan 262, Taiwan 

 

Hepcidin regulates iron homeostasis and host-defense mechanisms, while the hepcidin-like protein, 

Tilapia hepcidin (TH)2-3, functions as an antimicrobial peptide (AMP). Since AMP dietary supplements 

may be used as alternatives to antibiotics in livestock, we tested the effects of recombinant (r)TH2-3 as a 

dietary supplement in grouper aquaculture. rTH2-3 was produced by a Pichia pastoris expression system and 

exhibited thermostability and broad-spectrum antimicrobial activity. The feed conversion ratio and feed 

efficiency were determined in Epinephelus lanceolatus (grouper) fed with rTH2-3-supplemented diet for 28 

days. In addition, grouper showed enhanced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ctivity after rTH2-3 feeding 

compared to regular-diet-fed fish. Gut microbiota analysis revealed that microbial diversity was enhanced by 

feeding grouper with 1% rTH2-3. After challenging grouper with Vibrio alginolyticus, differential regulation 

of immune-related genes in the liver and splee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TH2-3 and regular-diet groups, 

including for genes associated with antimicrobial and pro-inflammatory functions, complement components, 

and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overall immunity was improved. 

Thus, our results suggest long-term supplementation with rTH2-3 may be beneficial for aquacultured 

grouper.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the supplement are likely based on changes in the commensal microbial 

community as well as immunomodulation. 

 

Key words: hepcidin, Epinephelus lanceolatus, microbiota, Vibrio alginolyticus, Pichia past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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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賴珏光 Chueh-Kuang Lai 

 

現 職：      

喜富漁有限公司 負責人(2005~) 

萊特鮮蝦養殖場 負責人(2016~) 

國立成功大學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 研究專家(2019~) 

 

學  歷：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研究所(碩士，1995)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學士，1993) 

 

重要經歷： 

德國 TETRA德彩水族公司台灣區顧問(1999~2003) 

雪霸國家公園櫻花鉤吻鮭魚苗繁殖場裝修及展示工程計劃主持人(2000~2001) 

海洋科技博物館潮境工作站維生系統計劃主持人(2001~2002) 

台灣海洋箱網養殖發展協會 理事(2003~2004) 

雪霸國家公園櫻花鉤吻鮭種源庫設計專案經理(2004~2005) 

行政院農委會生物科技處 科技顧問(水產養殖專家代表) (2008~2010) 

國立成功大學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 研究專家(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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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室內(光電)蝦場養殖的發展與挑戰 

 

賴玨光 

maro88lai@hotmail.com  

萊特鮮蝦養殖場，喜富漁有限公司, 屏東縣 枋寮鄉 940, 台灣 

 

位於屏東縣枋寮鄉的萊特鮮蝦養殖場附屬於喜富漁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5年。有鑑於台灣因甲

殼類養殖場生物防疫安全不足造成 1987年年產 9萬 5千噸草蝦跌至近年來各種蝦類不到 2萬噸的年

產量，故開始於枋寮養殖專業生產區內建置室內溫棚蝦類養殖場，完工於 2016年開始投產南美白對

蝦，租至 2020年取得 SPF草蝦苗故同時專養草蝦及白蝦。 

設有 12棚 PEP布覆蓋遮光 70%的蘭花網，每棚設有 2池柱塞流式鋼構 HDPE養殖池，共 24池，每

池外徑長寬高約 24*3*1.6米，水深約 80-100公分。每池產出草蝦約 300-400台斤、白蝦約 500-800

台斤。採全年度連續式養殖，每天皆可間捕出蝦，通路以 B2C為主。 

因其符合台灣現階段推廣太陽光電綠能政策，漁電室內設施遮光及循環水養殖模式，故延伸其

顧問業務輔導光電蝦場。 

農委會漁業署配合光電政策目標 7800餘公頃投入光電漁場，室內設施光電漁場因投資金額偏高

及高產能的需求以南屏東比較小面積的養殖用地比較適合。 

但在光電蝦場的遮光事實及並遍缺水需要循環水養殖發展趨勢下如何讓光電蝦場蝦類養殖的品

質如同傳統的室外養殖具有充足的陽光可以培養藻類及大量餌料生物的養殖條件 

故開發替代藻類的甲殼類增紅飼料及替代淨化水質所需昂貴循環水養殖設備的生物絮團養殖技術就

成了台灣室內(光電)蝦場養殖所必備的基本條件。 

 
關鍵字: 萊特鮮蝦養殖場, 光電蝦場, 室內蝦場, 甲殼類增紅飼料, 生物絮團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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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林翰佳 Han-Jia Lin 

 

現 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授 (2018~) 

國立臺灣大學 兼任教授 (2020~) 

台灣多胺學會 理事長 (2018~) 

亞洲水產學會台灣分會會長 (2019~) 

廖一九院士之友會理事長 (2019~) 

 

學  歷：     

台灣大學生化科學所 (博士，2001) 

台灣大學生化科學所 (碩士，1996) 

台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學士，1994)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主任(2014/08~2017/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處學術發展組組長 (2017/07-2018/06) 

日本大阪大學遺傳情報中心訪問學者 (2004/8~2005/7) 

 

  



29 

 

抗生素濫用對水產養殖造成的影響與解決方案 

 

林翰佳 Han-Jia Lin 

B0044@email.ntou.edu.tw  

Department of Bio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Keelung 20224, Taiwan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the Ocean,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Keelung 20224, Taiwan 

 

抗生素曾經是人類對抗細菌性疾病的利器。但是因為抗生素的濫用，導致抗藥性細菌盛行，可

使用的抗生素越來越少，因此嚴重威脅人類的健康。目前全球生產的抗生素有超過八成是使用於動

物。這部份的使用通常缺乏監管，也成為抗藥性細菌爆發的熱點。目前在世界各地的養殖現場都有

發現抗藥性細菌感染的現象。抗生素在水產養殖的管制使用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的趨勢。然而在禁

用抗生素之餘，是否能有其他特代方案來幫助養殖業對抗傳染性疾病，就成為另一個重要的問題。

本團隊從天然草本原料提煉出生物多胺等活性物質，並找到專利加工的條件，生產出食用級的抗菌

原料。經實驗證實，可有效抑制養殖魚蝦腸道有害菌的孳生。可有效預防水產養殖細菌性傳染病的

發生，也是最有效的抗生素替代品。經過大規模的田野試驗證實可為養殖戶帶來更好的收成，同時

達到無抗養殖環境永續的目的。 

 

Key words: 抗生素；生物多胺；水產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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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劉擎華 Chyng-Hwa LIOU                   

 

現 職：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副教授 

 

學  歷：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野生動物及漁業系(博士，1989) 

中華民國台灣大學海洋生物及漁業組(碩士，1980) 

中華民國臺灣省立海洋學院水產養殖學系(學士，1978) 

 

重要經歷：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副教授(1989/3訖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系主任(2012/08~2015/07) 

國立台灣海洋學院 水產養殖學系講師(1980/08~1984/07) 

中華民國鰻魚發展基金董事( 2009-2014) 

中華民國鰻魚發展基金顧問(20014-2019) 

台灣水產學會理事(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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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成長、健康、環境 

 

劉擎華 

chliou@mail.ntou.edu.tw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農牧產業中水產養殖為新興的產業，近 50年來不斷蛻變。由圈池養殖天然苗的粗放養殖，進入

放苗且施用補助飼料的半集約養殖，而後進步為增設水車，施用完全飼料的集約池塘養殖。近 25年

在特定地區更有不斷精進的箱網及超集約循環養殖，而使用的飼料也隨之不斷改進變化。 

飼料隨養殖型態演進而改變，由早期半集約養殖的補助飼料，演進為集約養殖使用之營養過剩

的完全飼料；隨養殖規模增大、原料價格的增加，飼料成本日趨重要，水產飼料開始朝向畜產飼料

的最適營養及成本的配方飼料。生產水產飼料的工藝亦朝向大量化，生產膨發飼料機器的單位產量

由每小時 1.5噸提升到近 10噸，新建飼料廠的年產量普遍已達 5萬噸以上。 

水產飼料的演進由早期專注成長的飼料，進化為基於營養需求及成本考慮的配方飼料，如研發

以低價原料取代高價魚粉；隨養殖密度增加，養殖期間疾病對水產動物活存率影響愈來愈大，目

前，開發增進成長及免疫能力的添加劑為產業的目標。然而高密度養殖的高投餵量，產生大量殘餌

及排泄物，此對環境影響日趨嚴重，進而影響養殖成果。此外對養殖排放水水質的要求日趨嚴格，

因此未來水產飼料產業除了持續前述目標外，開發良好品質且能維持養殖環境的飼料是重要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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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吳彰哲 Chang-Jer WU 

 

現 職：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系主任(2019~)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特聘教授(2016~)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副主任(2016~) 

                                                       

學  歷：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 (博士，1998) 

輔仁大學生物研究所 (碩士，1993) 

中國文化大學生物學系 (學士，1991)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助理教授(2004~2007)，副教授(2007~2011)，教授(2011~)，特聘教授

(2016~)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產學技轉中心 主任(2012~201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秘書長(2019~2023)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理事(2018~2019) 

台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理事(2015~2021) 

台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監事(202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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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與海洋產業 

 

吳彰哲 

cjwu@email.ntou.edu.tw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隨著陸地生物資源被充分開發，產出的活性天然物也逐漸減少，海洋生物資源便受到重視。海

洋生物因需適應和陸地不同的物理與化學環境，選擇與陸源生物不同的生化代謝途徑，可產生新結

構的化合物，而有潛力做為藥物使用。活性物質是指來自生物體內的對生命現象具有影響的微量或

少量物質。海洋活性物質，則是指海洋生物體內所含有的對生命現象具有影響的微量或少量物質、

主要包括海洋藥用物質、生物資訊物質、海洋生物毒素產生物功能材料等海洋生物體內的天然產

物。由於文明日漸進步，人類壽命逐漸延長，各式的文明病（如癌症、心臟病、高血壓等）對健康

的威脅日益嚴重，使得海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就成為海洋產業發展的重點。其中，海洋活性物質之

開發與利用，更是各方矚目的焦點。 

 

Key words: 海洋資源；海洋產業；海洋生物；活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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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姓名 : 陳彥任 營運長 

現任 : 大江生醫 大江學院 營運長 

學歷 : 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暨科技管理輔所碩士 

經歷 : 北美智權有限公司、浩鑫電腦、仁寶電腦、英利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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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主題 : 運用海洋資源開創保健新商機  

    大江生醫創立於 1980年，為保健品、保養護膚品 ODM代工的生物整合設計公司，憑藉 40年進

出口貿易的豐富經驗，在全球擁有 350多個品牌的核心合作夥伴，目前產品已銷售至世界 56國，集

團據點遍及亞洲、歐洲、美洲及大洋洲。大江生醫源自消費者需求，致力於產品開發，近年也運用

海洋資源來開創保健食品新商機，例如: 台灣第一瓶海洋深層氣泡水 AQUAGEN，萃取來自太平洋

島嶼未被污染的 662公尺深層水，深度比台北 101大樓還要高，內含四種天然礦物質，鎂(有助身體

代謝)、鈣(維持骨骼健康)、鈉(補充體力恢復)、鉀(體內酸鹼平衡)，還原深海及礦元素的營養、可以

維持身體內的平衡與調節身體機能，被媒體、美食饕客、國際品酒師評譽為二十一世紀的深海藍

金，俐落瓶身簡約設計，亦榮獲德國紅點、iF設計包裝大獎。 

    另外，在海洋資源的選料上，大江生醫發現水母具有黏蛋白，是一種醣蛋白，與人類黏蛋白相

似，可替代豬、牛黏蛋白應用於食品添加物、美妝保養品甚至在藥物傳遞上，能覆蓋及保護肌膚，

經臨床實驗證實，JellySkin® 水母蛋白萃取擁有保濕及達到鎖水功效。 

    此外，大江生醫在膠原保健品的開發上，來源除了牛、豬及雞外，亦會採用世界海洋寶藏 - 魚膠

原蛋白，可強化肌膚表皮及真皮層間膠原纖維結構、促進膠原蛋白及玻尿酸相關合成基因的表現，

打造水嫩肌膚。未來大江生醫將持續開發新素材及創新研發技術，並將研發、智財佈局、生產、產

品美術設計、行銷整合成一個跨國界服務平台，與品牌客戶共同打造高效能產品，持續加入並改善

消費者生活，歡迎生技菁英們加入大江，打世界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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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宋秉鈞 Ping-Jyun SUNG 

 

現 職：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企劃研究組研究員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合聘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天然藥物研究所合聘教授 

 

學  歷：     

臺灣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資源學系  (博士，2000) 

臺灣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研究所 (碩士，1992) 

臺灣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資源學系  (學士，1990) 

 

重要經歷：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企劃研究組助理研究員(2002/5~2005/8)，副研究員(2005/8~2008/11)，研究員

(2008/11~)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企劃研究組組主任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展示組組主任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科學教育組組主任 

國立東華大學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國立東華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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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s from Tank-養殖型藥源性海洋無脊椎動物 

 

Ping-Jyun SUNG 

pjsung@nmmba.gov.tw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Research,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Biology and Aquarium, Pingtung 

944401, Taiwan 

Department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804201, 

Taiwan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biologically-active natural products derived from 

marine invertebrates could be a new treasure trove that brings revolution in new drug development. Since the 

first marine-derived drug, ziconotide (ω-conotoxin MVIIA), was approved in 2004, eight marine natural 

products have been developed into drugs that have shown good effect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including in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viral infection, pain and hypercholesterolemia. 

It is difficult to synthesize biologically-active natural products in large quantities in a cost-effective way due 

to their complicated molecular structures. In addition, as some marine organisms are under environmental 

pressure in their habitat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increasingly intensive harvesting),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efficient breeding methods ex situ to obtain large quantities of cultured-type marine invertebrates that 

contain similar biologically-active natural products as their wild-type species. Therefore, improving 

husbandry methods to obtain more active ingredient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current 

research into marine natural products. 

In Taiwan, aquaculture already has an extremely solid foundation. This aimed to develop a high-density 

three-dimensional culture technique for farming the octocoral Briareum stechei to obtain specific natural 

products as sources of Exc-B, a briarane diterpene that possesses wound-healing activity. 

         
 

Key words: Briareum stechei; wound healing; aquaculture/ma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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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陳昭男 

 

現 職：      

邰利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美富工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學  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學士(1983-1987) 

國立中山大學高階經營管理(EMBA) 碩士(2012-2014) 

 

重要經歷： 

儂特利股份有限公司(1989-1990) 

日商台灣三電股份有限公司(1990-1994) 

邰利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1994,06~迄今) 

美富工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2020,01~迄今) 

中華民國工商建設研究會 第 28期(2011) 

高雄市產業發展協會 理事長(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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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鏈-食品安全的尖兵 

 

陳昭男 

a0935141415@gmail.com  

邰利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美富工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民以食為天，從早期的吃飽、進入吃好再到吃得安全的階段，經歷了各種不同的食品製造與保存的

方式，冷鏈是近期發展對於食品安全與保存助益頗多的技術。 

  從農場到餐桌的這個過程,仰賴冷鏈技術的的進步，大大提升了食品的品質與風味，也為製造廠商

提供了延長保存期限的解決方案，然而冷鏈的操作有一定的要求與難度，從食品冷鏈的第一哩路到

最後一哩路，如何完備周全，設備與操作面如何搭配，是一個值得研究並標準化的課題。 

  期望冷鏈技術的完備與提升可以為食品安全，尤其是易腐的海鮮產品,提供最佳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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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張睿昇 Jui-Sheng CHANG 

 

現 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助理研究員(2019~)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2002)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碩士，1995) 

中國文化大學海洋系漁業生物組(學士，1987)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兼任助理教授(2013/09~)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2013/09~2019/01) 

育達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休閒事業管理系助理教授(2003/02~2013/08)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兼任助理教授(2006/08~2013/01)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兼任助理教授(2004/02~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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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海洋綠金-經濟海藻的開發與應用 

 

張睿昇 Jui-Sheng CHANG  

jschang@mail.ntou.edu.tw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the Ocean,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Keelung 20224, Taiwan 

Department of Aquacultur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Keelung 20224, Taiwan 

 

生活在海洋中的大型海藻已被視為是 21世紀重要的海洋資源，同時也是生物技術開發中不可或

缺的研究材料。過去 20年間，全球藻類的養殖產量以每年 7.7%的成長率不斷提升，根據世界糧農

組織統計 2018年的全球漁獲量，是 11,500萬公噸，產值達 2636億美元，其中以大型海藻為主的藻

類收穫年產量則佔有約 3,200萬公噸，產值 133億美元，但收穫幾乎都來自於中國大陸、印尼等亞

洲國家的人工養殖。80%的藻類產量提供做為食物來源，另外 20%則應用在飼料、肥料、食品添加

與生活用品、美妝及醫藥等產業上。由於近岸採收的海藻資源無法滿足市場需求，且開發海藻人工

養殖技術的門檻較高，因此目前全球海藻年產量僅集中在海帶、卡帕藻等少數種類，再加上受限於

海藻生長週期與全球海域環境變遷等因素影響，開發具有經濟價值藻種的養殖技術已成為重要手

段。為尋找更多具經濟價值潛力的海藻，海洋大學運用海洋生物培育館空間，進行大型海藻保種及

育種工作，包括以人工授精方式取得銅藻、羊栖菜及半葉馬尾藻等數種海藻的受精卵，再予以培養

萌發成幼苗，未來可作為藻場或海藻林建置的基礎；另經由馴化培養的野生麒麟菜及海木耳，每月

產量淨收成於 300公升的藻桶中可達 3公斤以上，除提供萃取卡拉膠外，也可減少近岸採收所造成

的環境生態壓力。目前經由保種及育種的海藻種類已達 24種，於人工養殖環境且全年可大量穩定生

產有 6種，年總產量約在 400-450公斤，可進一步提供天然物及抗氧化活性物質(海藻多醣、海藻多

酚衍生物等)萃取分析使用，未來可藉此為基礎擴大養殖規模與相關產品開發。 

 

 

Key words: macroalgae, aquaculture, natural products, active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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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顏明德 Ming-De YAN 

 

現 職：      

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長(2021~) 

 

學  歷：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2005)  

 

重要經歷： 

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2005~2011) 

臺北醫學大學萬芳醫院癌症中心研究員(2011~2017) 

國防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研究所研究員(20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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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海洋堅持初心—從基礎到臨床的Hi-Q OliFuco小分子褐藻醣膠 

 

顏明德 

MingDe.Yan@hiqbio.com  

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長 

10561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123-1號 

 

生命源自海洋，我們堅信許多自然健康的元素，均可從海洋或水產生物取得。Hi-Q中華海洋生

技公司創立於 1998年，無論在「生態循環養殖」及「健康產品」研發，皆以崇尚「自然、健康」為

核心價值。 

近年研究發現，褐藻中的特殊成份褐藻糖膠(Fucoidan)具有抗病毒、抗發炎、調節免疫等作用，

使得褐藻萃取物受到矚目，由過去副食品角色轉成保健或醫療素材。而台灣北部、東北角、東部、

恆春半島等海域以及澎湖、馬祖、綠島、蘭嶼等離島皆有分布，其種類約有 86種之多。2008年經

農委會水產試驗所技轉，取得褐藻 Laminaria japonica及 Sargassum hemiphyllum等藻種，利用特殊酵

素水解萃取技術取得之小分子褐藻醣膠，我們將其命名為 Hi-Q OliFuco。小分子褐藻醣膠是一種多

醣體，根據我們的基礎細胞及動物實驗得知，不僅能提高吞噬細胞的吞噬能力，亦可以增加免疫功

能刺激細胞激素之分泌，提升 T細胞之數目與功能，同時增強自然殺手細胞的活性，直接攻擊不正

常腫瘤細胞使其進行細胞凋亡（Apoptosis），達到抑制癌細胞生長之作用；另外也能抑制血管新

生，降低癌細胞轉移的機率。 

2017年委託高雄醫學大學進行人體臨床雙盲實驗，針對轉移性大腸直腸癌患者(mCRC)處置評

估使用小分子褐藻醣膠測試其輔助治療效果，解盲結果顯示小分子褐藻醣膠併用化療藥物可顯著改

善疾病控制率 (Disease control rate, DCR)達到 92.8%；更從生活品質量表分析得知，的確可改善患者

生活品質。 

秉持著發展先進友善的生物技術，生產高品質的海洋系列產品成為國際海洋生技領導品牌並善

盡社會責任的厚道企業自許。從 2010年迄今已發表 51篇國際期刊論文，同時也進行十餘項人體臨

床試驗，藉由國內外產、官、學、研、醫各單位共同開發，從細胞、動物到人體臨床研究，堅持透

明完整公開各項實驗證據，以期開創具有海洋特色的功能性保健產品。 

 
 

關鍵字: 小分子褐藻醣膠, Hi-Q OliFuco, 特殊酵素水解, 人體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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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龔紘毅 Hong-Yi Gong 

 

現 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副教授 (2017/08~) 

學  歷：     

國防醫學院、中央研究院合辦 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2004） 

國立臺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暨漁業組（碩士，1992）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資源學系（學士，1989） 

 

重要經歷： 

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學產研鏈結人才培育計畫」A類：動植物農業產業創新 延續性 

夥伴學校計畫主持人 (2021/02~2022/01) 

臺灣水產學會 第 35屆理事 (2021/02~) 

臺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 第五屆理事 (2020/12~2022/12) 

109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海事水產類學生技藝競賽 水產養殖職種召集人(2020/05~2020/12) 

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學產研鏈結人才培育計畫」A類：動植物農業產業創新 延續性 

夥伴學校計畫主持人 (2020/02~2021/01) 

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學產研鏈結人才培育計畫」A類：動植物農業產業創新 夥伴學校計畫共

同主持人 (2019/02~2020/01) 

臺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 第四屆理事 (2018/12~2020/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 副教授 (2017/0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合聘副教授 (2018/0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處 計畫業務組組長 (2017/09~2018/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與中研院合辦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合聘副教授 (2017/0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副教授 (2017/08~) 

臺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 第三屆理事 (2016/12~2018/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與中研院合辦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合聘助理教授 (2015/08~) 

臺灣水產學會 第 32屆理事 (2015/01~2017/01) 

臺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 第二屆理事 (2014/12~2016/12) 

臺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 第一屆理事 (2012/12~2014/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助理教授 (2008/08~2017/07)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2004~200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系主任 (2018/08~2021/07) 

 

獲獎榮譽： 

指導學生創業團隊『藻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參加教育部「2020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競賽」

榮獲「新農業組銅獎」 (2020/12) 

與芝林公司長期產學合作成果「基因轉殖開發粉紅神仙魚及基因編輯建立觀賞魚不孕控制技術」獲

科技部補助「農業生技分析及促進辦公室」頒發「產學鏈結合作獎」(2020/09) 

發明專利「新穎肌肉增強子序列及其應用」開發粉紅神仙魚參加 2014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Sep.18- 21, 2014）「發明競賽」榮獲生物技術類組首獎「鉑金獎」(2014/09) 

發明專利「新穎肌肉增強子序列及其應用 」榮獲 103年度農委會(COA)頒發科學研究技術發展成果

管理及運用獎助「智財權保護運用獎」(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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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編輯在水產精準育種的應用及發展潛力 

Application and Potential of Genome Editing in Aquatic Precision Breeding                                                                                                                                                                                                                                                                                                                                                  

 

龔紘毅 Hong-Yi GONG 

hygong@mail.ntou.edu.tw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基因體編輯（Genome Editing）技術利用定點核酸酶 (Site-Directed Nuclease，SDN)來精準切割目標

基因產生雙股 DNA斷裂而誘導細胞內 DNA修復機制，經由在連結斷裂端點時自然產生一小段 DNA

缺失/插入或進行同源重組而達到標靶基因編輯之目的。其中 CRISPR/Cas9 技術使用單一引導 RNA 

(guide RNA)精準辨識目標基因之基因體編輯技術因擁有精準、高效率、易於操作、成本低的優點，

目前已被主要運用於加速水產生物之精準育種（Precision Breeding）。基因體編輯技術在水生生物除

了運用在模式魚種如斑馬魚之標靶基因突變以研究其基因功能外，在經濟性水產生物精準育種的應

用潛力主要在: (1) 成長促進; (2) 性別控制; (3) 不孕控制; (4) 行為改變提升養殖存活率; (5) 抗逆境品系; 

(6) 抗病毒品系及(7) 提升營養價值等。基因體編輯技術已成功應用在吳郭魚、鮭魚、鯉魚、鯰魚、

鱘魚、真鯛及鮪魚等食用魚之精準育種。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本研究室成功以 CRISPR/Cas9 精

準突變斑馬魚與淡水神仙魚（Pterophyllum scalare）初始生殖細胞 (PGCs) 之關鍵基因 dead end (Dnd1) 

而破壞生殖細胞生成來建立觀賞魚之完全不孕控制技術。另外也精準突變魚類肌肉生長抑制素 b 

(MSTNb)基因，建立高取肉率尼羅吳郭魚品系「台海大壯鯛一號」。基因編輯技術在日本、澳洲均已

制定明確法規，界定以基因編輯技術進行目標基因之標靶突變而不引進外源 DNA 為 SDN-1 屬於非

GMO，因此不以 GMO 法規管理。但若基因編輯技術有引進外源 DNA 插入目標生物基因體則仍屬

GMO 管理。台灣應積極參考日本、澳洲等國家之基因編輯法規制定經驗，清楚釐清界定其管理規則。

合理管理以基因體編輯技術進行標靶基因編輯之新興育種技術，以增進台灣在水產生物精準育種之

國際競爭力。 

 

關鍵字: 基因體編輯、精準育種、水產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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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游卓遠 Chao-Yuan Yu 

 

 

現職： 

基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20~) 

 

學歷：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科技及動物科學系(博士，2007)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碩士，2001)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學士，1999) 

  

重要經歷： 

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董事長(2005-2020) 

世基生物醫學董事長(2018-2019) 

新北市生物科技產業聯盟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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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益求精-水產晶片開發與精準育種應用 

Excelsior- Aquatic Genome SNP Array is a building block of Precision Breeding Application 

 

游卓遠Chao-Yuan Yu 

meercat@oppty.com.tw  

基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hen you get a different vantage point, it changes your perspective.~《First Man》 

在電影《登月先鋒》中，當阿姆斯壯接受太空人甄選面試，被問到為什麼覺得太空任務如此重

要時，他的回答是這樣一句話。只有到最高最遠的地方，才能綜觀大局，取得科技領先，提升國家

的競爭力。臺灣農業創新科技的發展，端賴政府政策及相關產業資源透過大型計畫策略性地投入農

業生技研發上，方能促進技術創新與成果產業化應用，將生物資源透過基因資訊加值成為生物資產

獲得創新價值，是智慧農業之利基。唯有透過基礎研究的紮根、種源多樣性的累積、生物大數據的

累積與分析探勘，才能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基育生技先前與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合作，共同

推動「臺灣鯛水產生技產業精準育種平台」，探勘海大團隊所育成具有高成長、抗病及耐逆境等優質

性狀之臺灣鯛品系基因資訊，此一技轉成果進一步與國際大廠 ThermoFisher 合作開發「臺灣水產生

物晶片」期能協助種苗繁養殖業者選拔出最適品種，解決因氣候環境異常變遷，以及新興疾病威脅

所造成之產銷失衡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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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黃壹聖 Sheng-Yi HUANG 

 

現 職：      

聖鯛水產科技 董事長(2015~) 

 

學  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碩士班，2020~)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學士，2007) 

 

重要經歷： 

第四屆百大青農 (2018~2020) 

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理事 (2019~) 

農業青年大使 (2017) 

農委會智慧農業 4.0業界參與計畫-擔任「養殖場優質魚苗選育及收集管理設施的改良」之計畫主持

人 (2017~2018) 

智慧農業國際研討會擔任演講者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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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輔助選育臺灣鯛魚苗 

 

黃壹聖 Sheng-Yi HUANG 

SDAT.Taiwan@gmail.com  

聖鯛水產科技 

 

應用分子生物科技輔助水產優質種苗之科學化選育已成為現今全球吳郭魚種苗產業升級發展之

重點。目前在紅尼羅魚與海水吳郭魚商業化養殖優質臺灣鯛品系魚苗之培育與開發上，先後已與學

術研究與試驗單位共同合作，除進駐創新育成中心長期投入紅色、淡水及海水吳郭魚之選種、育種

及保種等遺傳改良技術研發外，亦利用家系配對之遺傳管理追蹤系統與後裔性能檢定所建立之核心

種群，再進一步搭配分子標記輔助優質臺灣鯛種魚之基因檢測與篩選，建立「聖鯛」品系。具有體

型大、成長快速、取肉率高、餌料係數(FCR)低及抗病力強等特性，在養成體重、體長及魚體厚度上，

皆具有極大之養殖優勢。此外，配合系統化養殖設施之規劃、設計及研發等智能化新農業政策，本

公司除已申請多國發明專利外，亦將持續改良與研發新世代水產繁養殖設施以提高生產效率及降低

養殖成本，達成農業4.0之永續經營生產模式之目標。 

 

關鍵字：臺灣鯛、遺傳管理、品系選育、智能水產繁養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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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CV: 

 

戴昆財 Kun-Tsai Tai 

 

 

現 職： 

龍佃海洋生物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重要經歷： 

1951年生。 

1985年 投入，專營龍蝦養殖與貿易，台灣第二大養殖場。 

1988年 開始於東南亞﹑菲律賓收購野生石斑魚轉售香港，一天可達 4-5公噸。 

1990年 發現海洋資源大量減產，勇敢嘗試，斥資 3,000萬投入石斑魚繁殖研究。 

1991年至 2009年，19年裏成功繁殖 9種水產品項。全世界 10項石斑魚人工繁殖技術，獨佔 8項。 

1996年，獲農委會金漁獎。 

2001年，獲全國十大傑出漁民獎。 

海內外六位元首慕名前來拜訪參觀，並成為香港海鮮聯合總會永遠榮譽會長，水產界視其為養殖界

的教父。 

 

聯絡人： 

龍佃海洋生物科股份有限公司  詹文良 william@long-dia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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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佃的發展與新物種育種規劃 

 

戴昆財 

龍佃海洋生物科股份有限公司 

service@long-diann.com 

 

    龍佃公司成立超過三十年，創辦人戴董事長昆財經過十多年的努力與數億台幣的投資將多種石斑

魚人工孵育成功，全球十種人工化繁殖的石斑魚當中有八種是龍佃研發成功，使得多種石斑魚族群

免於滅絕的命運，同時也造就整個全球年產值數十億美元的石斑魚養殖產業。龍佃累積數十年的經

驗，於 2015年起開始進行轉型，以「高價野生水產人工化孵育養殖一條龍」為經營戰略。龍佃挑選

高價野生海鮮物種進行馴化、進行種魚滋養、種魚優化與孵育魚苗、並在魚苗量產後售與予契養

戶、由契養戶養殖肉魚長成後售回龍佃。龍佃掌握整個垂直整合鏈中最關鍵的部分，從野生魚馴

化、種魚培養、種魚滋養與生殖能力培育、公母魚受精、孵化育苗、種魚保種等環節由龍佃掌握關

鍵核心技術、其中吋苗量產後的肉魚養殖則由龍佃輔導的養殖戶進行契約養殖，養成後以保證價格

全數售回龍佃，再由龍佃掌握行銷渠道銷售。除了野生捕撈的海產外，龍佃所經營物種都是全球唯

一的供應商，所以不會有供過於求問題，契養戶的養殖利潤與龍佃的利潤均得以為維持。面對海洋

生物逐漸枯竭的未來，將高價海鮮人工化經營是一個巨大的藍海市場，龍佃公司累積幾十年來的技

術與轉型四年來的努力，已將多種新魚種開發成功並且進入量產階段，未來將秉持「高價野生水產

人工化孵育養殖一條龍」的戰略，持續將高價海鮮種類人工化孵育並量產，達到「與環境共生，與

夥伴共贏」的經營宗旨。 

 

關鍵字：石斑魚、人工繁殖、種魚優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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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陳宗嶽 Tzong-Yueh CHEN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2017~) 

國立成功大學農業生物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主任(2012~)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主任(2021~)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遺傳學研究所(博士，1999) 

國立陽明醫學院遺傳學研究所(碩士，1990)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系(學士，1988)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助理教授(2001/8~2007/7)，副教授(2007/8~2012/7) ，教授

(2012/8~2015/7)，特聘教授(2015/8~)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所長(2010/2~2017/7)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副主任(2011/8~2021/4) 

台灣水產學會理事(2019/2~) 

台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理事(2012/12~) 

台灣水產種苗協會常務理事(2012/3~)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監察人(2018/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諮詢委員會委員(2020/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基因轉殖水產動植物審議小組委員(2016/2~) 

考試院 109年專技人員考試典試委員(2020/10~2021/1) 

考試院 105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典試委員(2016/8~2016/11) 

考試院 104年地方政府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典試委員(2015/11~2016/2) 

台南市政府農業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2020/7~)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裁處重大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案件罰鍰審議小組委員(2021/4~) 

 

得獎榮譽︰ 

2011,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促進會 2011年第八屆國家新創獎 

2012,  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 2012年傑出生技產業獎「年度創新獎」 

201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1年國家發明創作獎「發明獎」銀牌 

2012,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促進會 2012年第九屆國家新創獎 

2012,  國立成功大學 101學年度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金質獎章」 

2012,  國科會 101年度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201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2年國家發明創作獎「發明獎」銀牌 

2014,  科技部 102年度傑出研究獎 

2014,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2014年第二十一屆東元獎 

2015,  中國生物學會 103年度生物科學研究傑出獎 

2019,  科技部 2019未來科技突破獎 

2020,  科技部 108年度傑出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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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魚精準育種與智慧養殖 

Genome-Assisted Precision Breeding and Smart Aquaculture in Grouper 

 

陳宗嶽 Tzong-Yueh CHEN 

ibcty@mail.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台灣重要養殖魚類產區，然而受到環境變遷氣候變化影響，對於產業發展與永續發展影響甚鉅 。

因此藉由在魚類分子育種、魚類病原檢測、魚類免疫、魚類水產生技上的技術創新為基礎，進一步

結合四項領域研究成果，發展在石斑魚養殖產業鏈的整合應用，將基因體分子輔助育種系統、人工

智慧魚苗生產系統、微流體病原檢測平台、免疫抑制機能性技術平台等四項平台技術串連為一體的

新石斑養殖產業技術鏈:（1）藉由基因體資料庫早期高抗病力、高成長力類重要免疫及生理功能優

勢育種基因，精準育種培育石斑魚優質種苗；（2）透過人工智慧魚苗生產系統監測，收集養殖參數

避免人為干擾，有效提升育苗效能與精確性，並減省養殖與勞力成本；（3）自動化病原檢測降低疾

病危害，提升魚苗至種苗的育成率；（4）以免疫抑制技術發展機能性飼料添加物達成動物之增重以

提高石斑魚之成長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了現有養殖肉品的單位價值。藉由四合一的新石斑養殖產

業技術鏈建構，將有助於全球資源永續發展與產業技術升級再造，加速臺灣水產相關產業在氣候變

遷下的永續發展，更帶動智慧農業跨領域整合應用科技的發展，降低養殖與勞力成本，協助養殖業

者能永續養殖與提升收益，也強化臺灣養殖產業競爭力與永續發展。 

 

關鍵字：基因體、精準選育、人工智慧、水產養殖 

 

  

mailto:ibcty@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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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黃章文 Chang-Wen HUANG 

 

 

現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副教授(2020~)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博士，2007) 

國立中興大學畜產學系(碩士，2001) 

國立嘉義技術學院畜產技術系(學士，1999)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助理教授(2012/8~2020/7)，副教授(2020/8~) 

台灣水產學會第 35屆理事(2021/2~) 

臺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秘書長(2020/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副主任(2020/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副主任(2018/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務處招生組組長(2017/8~202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合聘副教授(2020/8~2021/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合聘助理教授(2019/8~2020/7)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2007/9~2012/7) 

中州技術學院生物技術系講師(2006/8~2007/1) 

國立中興大學畜產學系兼任助理(2002/4~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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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輔助精準選育在水產養殖之應用及其發展潛力 

Development of Genome-Assisted Precision Breeding and 

its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Aquaculture 

 

黃章文Chang-Wen HUANG 

cwhuang@mail.ntou.edu.tw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水產動物分子育種技術已經歷數十年，現今在高通量新世代定序技術與生物資訊學的快速進展

下，基因體學已逐漸地應用於水產養殖優良品種選育與遺傳改良之中，正式進入後基因體時代，並

朝著基因體選拔（genomic selection，GS）與分子模組設計育種系統（molecular module-based 

designer breeding systems）之目標邁進，對於養殖產業的永續發展具有相當重要之價值。目前為止，

水產養殖物種選育計劃在產量與品質提升之成功案例中，除需建立完整家族系譜記錄與經濟性狀數

據之系統化遺傳管理外，亦搭配科學化之全基因體高密度 SNP晶片工具與AI行為辨識等基因型與體

表型資料庫之大數據整合，透過全基因體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與基因

體最佳線性無偏預測（genomic best linear unbiased prediction，GBLUP）對於數量性狀基因座

（quantitative trait loci，QTL）之高精確演算預測權重積分模型，除可估算水產種群重要經濟性狀之

基因體育種價（genomic estimated breeding values，gEBV）外，亦能偵測種群個體基因體中微效基因

或 DNA鹼基變異來精準預測選拔效應，使選育達到最大化遺傳性狀增益與最小化近親弱化繁殖之目

的，成為新世代水產養殖種苗產業精準選育優良品種平台之重要關鍵技術。未來，水產養殖物種的

遺傳改良將會以基因體選育為核心，並且有效結合生產與加工端 AI高辨識率與體表型之大數據，使

得基因體輔助選育具有更精確與高效益應用之發展潛力。 

 

關鍵字：基因體、精準選育、水產養殖 

  

mailto:cwhuang@mail.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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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榮華 Jung-Hua WANG 

 

現 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工智慧研究中心主任 (202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主任(201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1999~) 

 

學  歷：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1991)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1988)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士，1983) 

 

重要經歷： 

擔任中華民國智慧財產局專利外審委員連續達 20年(1998~2018) 

擔任 IEEE CACS 2019自動控制國際研討會之 Exhibtion Chair 

擔任「第六屆人工智慧與應用研討會」論文評審委員 

擔任 2010年 8月 15~17之「第 23屆電腦視覺、圖學暨影像處理研討會」議程委員 

擔任海洋大學電子電機系友會第二屆副理事長 

 

獲獎榮譽： 

2018~2021 年科技部「AI 技術應用於智慧化養殖系統的建置」—擔任共同主持人，負責智慧化影像

行為監控與分析，榮獲「2019未來科技突破獎」、「第16屆國家新創獎」、「第17屆國家新創獎」

續獎。 

2019 年研發「魚體身長量測技術」技轉東駒股份有限公司，參與聯發科舉辦之智在家鄉競賽，榮獲

第一名。 

2019年榮獲中技社 AI創意競賽「創新服務獎」第一名。 

2018年專利「描繪人類視覺感知邊緣的方法」參加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榮獲銅牌獎。 

指導學生吳政璋榮獲中華民國模糊學會「九十三年度碩士論文獎」第三名，題目：應用權重等化技

術於解決高階神經網路權重數量過多問題。 

指導學生呂佳諺榮獲 1996 年中國電機工程學會青年論文獎，題目：應用 Soft computing 技術於時間

系列預測。 

指導學生林佳宏榮獲 1994年 TI ( Texas Instruments ) DSP Design 校園競賽優秀設計獎。 

101~106學年度連續六年榮獲傑出教學獎選拔資格 

榮獲海洋大學產學研究成就獎：106學年度 

榮獲海洋大學學術成就獎：94學年度 

榮獲海洋大學教學優良教師：99學年度 

電機資訊學院教學優良教師獎 97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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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what we’ve done in NTOU AI Research Center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工智慧研究中心(AIRC)成立於2020年5月，其宗旨係結合本校海洋研究優勢與AI核

心技術，提供跨系所、跨校及之技術交流服務平台，加速相關海洋領域發展。本中心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

容包括：(1)藉由深耕AI先進、創新技術研發與人才培育，透過成果擴散協助產業AI化，針對各界應用AI遭遇

之困難提出解決方案，並融入人文、社會精神，建立AI創新生態系；(2)因應國家整體政策方向，統合並協助

轄下AI研究/教學計畫，以跨領域、跨單位、跨國際交流合作方式，積極成為國際級研究中心。 

本中心已完成主持或協辦14項計畫案(已結案6件，執行中8件)，另外申請中的計畫有4件。技術轉移案共

7件(總金額$580萬)，開發的技術主軸涵蓋：智慧航運、智慧養殖、智慧環保、智慧生醫。智慧航運方面，與

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SOIC)合作研發航運避碰技術，已執行4件計畫案；與國防部/中科院合作稀有戰場

目標影像自動化生成及輕量化模型。智慧養殖方面，與本校海洋中心合作開發魚類行為判讀技術，已執行2件

計畫；與本校張忠誠教授開創前瞻AI養殖應用技術，已執行科技部4件計畫案。智慧環保方面，與本校海洋中

心擬定智慧化放流後探勘技術；與能元科技公司共同研發新型電池。智慧生醫方面，與臺中榮總/禾馨醫療集

團共同制定SOTA(State-of-the-art)囊胚檢測技術，以及與本校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及新北市政府合作研究

精準育種技術。 

本中心發明、新型專利件數共16件其中有3件為申請中，可技轉之技術略述如下： 

項次 技術名稱 用途 

1 封閉水域之單視域距離估測演算法 
航運船隻避碰 

2 日夜間海上物件辨識系統 

3 囊胚品級判讀統計囊胚細胞多寡及緻密度 試管嬰兒之囊胚品質檢測 

4 魚類表現型異常辨識系統 偵測魚類表現之異常行為 

5 水下生物計數  群體生物自動計數  

6 水下生物活動力量測 群體生物活動力評估 

7 日夜間魚體身長體重估測 

自動量測身長及進行體重估測 8 日夜間螺身長體重估計 

9 日夜間蝦隻身長體重估測 

此外本中心另創設AI行為性狀資料庫，其資料內容包含生物之形態、結構、行為及生理特徵資訊，內容具生

物多樣性及永續概念，包含有瀕危及高經濟價值生物(如：水晶鳳凰螺、鳳螺、吳郭魚、海鱺、斑節海龍、青

蟳、毛蟹、虎斑烏賊、龍蝦及白蝦等)，共計十四萬餘筆水下物件(如：卵床、鏡頭及石頭)及生物性狀標籤(如

交配、體表受傷、行為異常與死亡)；行為性狀資料庫至今仍持續收錄資料，目前容量至少165TB。 

Demo video 網路連結: http://140.121.135.204/aicenter/aiCenterv0.3.mp4 

 

  

http://140.121.135.204/aicenter/aiCenterv0.3.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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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陳建翰 Jian-Han CHEN 

 

現 職：      

力佳綠能總經理 

屏東優質水產合作社之理事主席 

 

個人簡介：     

目前任職於力佳綠能能生技有限公司擔任經理一職，也擔任屏東

優質水產合作社之理事主席，以水產養殖為主要經營項目。 因全

球漁業資源日漸貧乏，目前魚類蛋白質來源仰賴人工養殖比重越

來越高，所以希望能以產業永續，環境友善，食品安全的理念生

產優質魚類，也希望將這樣的理念傳達給更多的養殖業者進而創

造更好產業氛圍，同時也關心整個養殖產業發展的重點與未來展

望，但因為在傳統產業服務，深知傳統產業的人才斷層有多麽嚴

重，所以希望能讓台灣的技職體系人才能不段挹注幫助產業升級

與再造。 

 

力佳綠能簡介： 

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主要專精於水產養殖生產另外也提供養殖技術之諮詢服務。 台灣養殖分工相

當精細，力佳公司是台灣少有的一條龍生產的水產養殖公司； 從種魚、產卵、育苗、一直到成魚養

殖都為業務範圍，因此公司的成魚皆有生產履歷及產地認證。 成立至今得以口碑建立信譽，秉持專

業、踏實及不斷精進的精神，抱持熱忱、細心、 完善的服務態度於各界工商業，並擷取各項最新資

訊，研發出針對各種不同水產養殖設備、農漁產品加工作物，以應各界所需。 

 

【2020 臺灣食大魅力商品】： 

「鱻果魚」是屏東力佳綠能新研發的產品，公司投入石斑魚養殖，從魚苗到成魚一條龍生產，耗費

巨資建置海上箱網，模擬原始石斑生長環境，湍急的黑潮支流和純淨的海水，增加了箱網石斑魚的

活動力，並使用高品質飼料，遵守養殖安全規範，嚴選認證合格加工廠，以最先進活凍超低溫-60 度

C急速冷凍，且全程不使用人工添加劑。 

 

獲獎榮譽： 

2012 榮獲農委會優良石斑魚苗養殖場肯定 

2012 榮獲農委會科技農企業菁創奬肯定 

2013 榮獲產銷履歷達人肯定 

2013-2016 榮獲農委會海宴水產精品獎肯定 

2014 榮獲《產值倍增 點石成金》傑出貢獻獎 

2017 成功開發出有檸檬香味之《鱻果魚》 

2018 與工研院聯合承接農委會計畫《農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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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箱網養殖的發展與挑戰 

 

陳建翰 

hans@lijia-green.com  

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 

 

 

臺灣地區海上箱網養殖事業自民國六十年代末期在澎湖地區開始萌芽發展。目前以澎湖、屏東

地區海域為主。設有容積大小不等的箱網約 1,500 只，年產量約 2,500 多公噸。養殖魚種以海鱺、石

斑、黃金錩、嘉臘魚、銀紋笛鯛、青嘴龍占等高經濟價值之魚類為主，黃金錩、龍虎班養殖量逐年

攀升。近年來漁業署推動大型化箱網，箱網養殖總量持續增加。 

      

臺灣發展箱網的優勢是非常大的，我們擁有全世界前三大的網具製造商、品質非常優良的網框

生產商與開放式海域錨定系統操作並且經營 20 幾年的箱網養殖系統商。現在剛好結合綠能政策”漁

電共生”的推廣，陸上養殖搭配太陽能面板，或是目前在努力的離岸風機搭配箱網養殖，都是非常好

的異業整合。目前努力朝向智能化箱網的發展，以便於收集更多數據，魚群游泳模式、魚隻體表狀

況、攝食狀態，利用這些大數據來分析更好的投餵模式，更精準的飼料配方，進而提高生產效率，

降低成本提升產品外銷競爭力。而且在多年的經驗累積下，可以將模組化系統延伸到其他國家，創

造更寬廣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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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鄺獻榮 Shiann-Rong Kuang 

 

現 職：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 教授兼系主任(2019~) 

 

學  歷：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博士，1998)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碩士，1992)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系(學士，1990) 

 

重要經歷：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2015~)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副教授(2009~2015)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助理教授(2002~2009)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系主任(2019/08~)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副處長(2016/08~2019/07)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事務處副學務長(2011/08~2014/08) 

國立中山大學藝文中心管理組組長(2009/09~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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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整合度低耗電之智慧水下觀測裝置 

 

鄺獻榮 

srkuang@cse.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 教授兼系主任 

 

智慧水產養殖需要收集大量養殖池環境以及水產相關資料，據以進行大數據分析並作出適當的

養殖決策與反應。先前的智慧水產養殖系統多以監測水質為主要功能，但是水質好壞不完全等於水

產的狀況，因此仍然需要透過人力的協助才能取得水產的成長、健康、食餌等資訊，相當耗時費力。

尤其蝦子、文蛤等底棲性水產，其養殖池經常處於混濁狀態，不易持續即時觀測水產狀況，如果能

夠導入智慧化技術，透過自動化水質監測、水下影像觀測以及大數據分析，獲得包含水質、成長、

健康、食餌等狀況的即時資訊，將可作為底棲性水產養殖分析、診斷、決策與管理的參考資訊，用

於降低人力成本與養殖風險。有鑑於此，我們以能夠自動即時觀測及辨識水下蝦子狀況為目標，開

發智慧水下觀測裝置，運用水下攝影機收集大量影像資料，並且透過物聯網將影像資料上傳雲端進

行儲存以及進一步的偵測、辨識與分析。然而全天候的影像監控將產生大量的影像資料，因而需要

大量的網路頻寬、雲端儲存空間以及運算能力。因此，我們在水下攝影機端(邊緣端)導入 AI 技術偵

測以分析影像中的資訊，並且僅將有用的影像或資訊上傳雲端，以減少大量網路頻寬及儲存空間。

此外，針對養殖池中水質混濁與低能見度的特性，我們也採用低複雜度影像強化方法與電路，改善

水下影像能見度與品質，並且提升影像的可用性與辨識率。智慧水下觀測裝置上傳的影像資料，將

透過雲端的智慧水產養殖系統與水質資料一併分析，並且用於自動控制相關設備或是發出異常狀況

預警，達到減少人力、降低風險的目標。未來，我們將結合 AI技術開發智慧型自動巡航平台以及多

鏡頭水下攝影機，以提升水下攝影機的可移動性以及可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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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朱元南 Yuan-Nan Chu 

 

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教授(2020~) 

 

學  歷：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農業工程學系(博士，1989) 

美國克萊門生大學農業工程學系(碩士，1984)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機械組(學士，1980)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機械工程學系副教授(1989~1994)、教授(1994~2000)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2000~2020) 

水產種苗協會顧問，2009-2011 

美國養殖工程學會(Aquacultural Engineering Society)理事，1999-2002 

中華農機學會理事、監事，1992-1994、1998-2000 

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銀牌，2008 

農委會全國優秀農業人員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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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與 AI結合的願景、做法與挑戰 

Embrac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vision, practice and challenge for aquaculture 

 

朱元南 Yuan-Nan Chu 

ynchu@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教授 

 

養殖生產從人力、機械化、自動化到資訊化，結合人工智慧的趨勢已經形成。人工智慧(AI)發

展多年，近年來由於深度學習的出現而有了重大突破。深度學習模仿大腦神經網路的結構，能夠自

動學習，從大數據中找出各種特徵和維度的相關度和規則。研究指出，近年來 AI的發展有四波的浪

潮，首先在網路公司，然後是金融業，之後是機器人和無人駕駛，未來十年則將是傳統行業與 AI的

結合，估計可帶來超過 16兆美元的商機。在這個浪潮下，AI的軟體程式設計將愈來愈容易，硬體

愈來愈快速，AI的應用成本和引入門檻將愈來愈低。但是 AI能否與傳統產業成功結合，則有賴於

傳統產業是否有足夠的數據，能用 AI優化並創造新價值。對於養殖產業，這將是很大的挑戰。如果

養殖產業要利用智慧科技提昇技術水平和生產力，首先必須改變以師傅經驗做為決策依據的傳統方

式，重視經驗和認知過程的量化，其次是引入各種感測技術和物聯網設備，建立養殖生產的大數據

資料庫和自動化操作的基礎條件，再透過數據分析和人工智慧的專業技術，從資料中找出規則，最

終能用資訊來管理。這個過程需要針對養殖生產特性研發關鍵技術，需要創造一套有效的運作模式

並累積數據，也需要有經驗的 AI和物聯網專家的適時協助。要使產業轉型並與 AI結合，最大的誘

因還是成本和利潤，上述的運作模式必須要以創造利潤為前提，而不是為轉型而轉型。本文將以作

者本身從事養蝦產業與 AI結合的研發經驗為例，介紹技術開發的具體項目和成果，智慧養蝦的規畫

和做法，以及未來的挑戰和機會。 

 

關鍵字：人工智慧、大數據、養殖、物聯網、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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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顧皓翔 Hao-Hsiang Ku 

 

現 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2018/8~) 

助理教授 

 

學  歷：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200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碩士，2003) 

中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學士，2001) 

 

重要經歷：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諮詢專家(2017/08~迄今) 

華夏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助理教授~教授(2009/08~2018/07) 

華夏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系主任(2017/08~2018/07) 

華夏科技大學教學資源中心主任(2011/03~2013/01) 

湛天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部專案經理(2015/11~2016/10) 

卡達家有限公司顧問兼技術總監(2008/12~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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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區塊鏈為基礎之食品安全驗證與稽核服務平台 

 

顧皓翔 

kuhh@email.ntou.edu.tw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臺灣基隆 

 

近 20 年來全世界連續發生許多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議題現今為重要的世界議題，每個

國家或地區因應食品安全訂定出不同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統(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FSMS)用

以增加食品安全並降低食安風險。有鑑於此，建構一以區塊鏈為基礎之食品安全驗證與稽核服務平

台為一重要議題。平台之核心驗證機制為基於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HACCP)，並重新定義、切割、整合與應用於全球較為通用的四種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包括食品安全管理系統之食品鏈中任何組織要求(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22000: 2018)、食品安全系統認證(Food Safety System Certification, FSSC 22000)、食品安全品質標準

(Safe Quality Food, SQF)、及英國零售商協會之食品安全標準(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 Global Standard, 

BRCGS)。再利用區塊鏈(Blockchain)不可竄改的特性，建構起追蹤追溯之食品安全服務平台。此外，

本平台規劃與建置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模式，進行例外雜訊與重要因子等之分類與分析，用以確

保食品廠商資料之正確性，增加食品安全性，降低食品過期、食品防禦及食品詐欺等食安問題。 

 

關鍵字：區塊鏈、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深度學習、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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