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資訊公開明細表 

 

一、財團法人名稱：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二、成立宗旨及任務： 

(一)成立宗旨：本院以提供農業企業機構、農民團體及農民農業技術、商品

化、產業化之服務及政府農業政策決策支援為宗旨，以加速農業新創事

業及國際化之發展。 

(二)任務：整合研究資源、開發亮點案源；協助商品化、產業化及事業化；

促進產業活絡及商品國際化。 

 

三、設立許可日期及文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20

日農科字第 1020735110 號函 

 

四、聯絡資料 

(一)聯絡人：徐玫瓶 

(二)地 址：新竹市香山區大湖路 51巷 1號 

(三)電 話：+886-3-518-5123 

(四)傳 真：+886-3-518-5030 

(五) E-mail ：1032160@mail.atri.org.tw 

(六)網 址：www.atri.org.tw 

 

五、組織概況 

(一)董事長：林聰賢 

(依據農科院捐助章程第 10 條規定，董事長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

委員或其指派之董事代表擔任。) 

院 長：李文權  

(依據農科院捐助章程第 17 條及人員聘僱辦法第 3 條規定，院長由董

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免。) 

(二)員工數：409人(截至 106年 7月 31日依計畫執行需要聘用及約僱人員) 

(三)目前法院登記財產總額(元)：新臺幣 20,00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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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立時捐助單位金額(%)： 

捐助單位名稱 捐助金額(元) 捐助百分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00,000 100% 

 

六、近 3年財務收支情形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預算(千元) 

收入 604,765 620,982 756,909 

支出 604,765 620,982 756,909 

餘絀 0 0 0 

決算(千元) 

收入 671,645 680,489 695,151 

支出 648,838 663,000 687,237 

餘絀 22,807 17,489 7,914 

 

七、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一)第 2屆董事(任期 3年：自 105年 10月 31日至 108年 10月 30日) 

政府代表

請打 
職務 姓名 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董事長 林聰賢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董事 陳吉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董事 吳秀梅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 

 董事 陳駿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所長 

 
董事 張淑賢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

區籌備處主任 

 董事 陳宗權 科技部主任秘書 

 董事 李文權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院長 

 
董事 廖秀娟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

授 

 
董事 陳美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副教授兼系主

任 

 董事 李士畦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服務中心副組長 

 董事 余碧 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教授 

 
董事 葉國楨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代理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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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代表

請打 
職務 姓名 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董事 韓家宇 大成集團董事長 

 董事 鍾瑩瑩 華錦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晁成虎 再多能源有限公司總經理 

 

(二)第 2屆監察人(任期 3年：自 105年 10月 31日至 108年 10月 30日) 

政府代表請

打 
職務 姓名 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常務監察人 楊敏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計室主任 

 監察人 林濟民 台北市瑠公水利會會長 

 監察人 康江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室主任 

 

八、員工中倘有軍公教人員退休者其姓名及原服務單位 

無 

九、轉投資情形 

取得肌活麗學創研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股權 290,000股。 

取得普力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股權 515,900股。 

十、近 2年接受政府委託或補助計畫相關資料 

年度 計畫名稱 
委託或 

補助單位 

請打 
金額(元) 

委辦 補助 

105 
臺灣畜禽飼料添加物開發以提升產

業國際競爭力計畫(III)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13,095,000 

105 
輔導肉牛產業加入產銷履歷驗證計

畫 
同上   900,000 

105 建立國產牛肉生產追溯服務計畫 同上   1,100,000 

105 
建構動物健康產業整體性檢驗服務

能量 
同上   14,481,000 

105 
替代抗生物質飼料添加物使用之風

險分析 
同上   2,514,000 

105 養牛產業結構調整計畫 同上   2,812,000 

105 加強飼料生產與衛生安全管理計畫 同上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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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名稱 
委託或 

補助單位 

請打 
金額(元) 

委辦 補助 

105 
飼料中不同濃度之嘔吐毒素DON含

量與仔豬生長之關係 
同上   400,000 

105 
歐美與國內母豬人道飼養可行性評

估計畫 
同上   790,000 

105 養豬產業結構調整計畫 同上   12,647,000 

105 家禽產業結構調整計畫(1) 同上   1,462,000 

105 

藉由氣相層析離子泳動光譜分析儀

快速判別技術建立不同品種羊肉混摻

鑑別資料庫 

同上   1,174,000 

105 引進國外肉種牛試養計畫 同上   3,000,000 

105 國產羊肉生產追溯制度試辦計畫 同上   481,000 

105 國產牛肉生產追溯暨產業輔導計畫 同上   1,440,000 

105 推動我國動物用疫苗產業發展(III) 同上   93,074,000 

105 
無特定病原(SPF)豬生產供應體系效

能強化 
同上   6,300,000 

105 
建立SPF小型豬供應與生醫產業服務

平台 
同上   15,705,000 

105 
建立實驗用李宋豬產業化平台與國

際認證 
同上   900,000 

105 
建置生技醫藥產品動物功效及安全

驗證能量 
同上   14,553,000 

105 
強化機能性產品成分分析、功效及毒

理驗證平台 
同上   8,682,000 

105 
基因轉殖家畜禽隔離田間試驗場產

業化平台試運轉 
同上   2,632,000 

105 
低利用度動物資材生醫產業應用加

值計畫 
同上   8,784,000 

105 臺美種豬技術交流國際研討會 同上   400,000 

105 伴侶動物食藥品開發計畫 同上   8,362,000 

105 
提供高生物相容生物醫材豬隻開發

及種原保存 
同上   3,906,000 

105 
再生循環資材應用產業技術評析先

期計畫 
同上   8,0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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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名稱 
委託或 

補助單位 

請打 
金額(元) 

委辦 補助 

105 
赴丹麥考察種豬選種及父母系指數

選拔模式 
同上   173,000 

105 
建置農業生技研發委託服務全球接

單商業化運作平臺 
同上   5,500,000 

105 外用機能性產品研發 同上   2,619,000 

105 強化動物保護觀念紮根計畫 同上   3,090,000 

105 農業育成中心營運與產業服務 同上   14,708,300 

105 
臺灣農業科技國際行銷與連結暨人

才培訓 
同上   17,326,000 

105 
農業生技重點領域研發管理暨成果

展示推動 
同上   6,500,000 

105 農業生產力4.0先導計畫 同上   4,015,880 

105 關鍵農業科技產業智財策略與布局 同上   15,805,000 

105 參與2016年北美生物科技產業展 同上   1,200,000 

105 
農業研發成果運用服務暨科技產業

化加值 
同上   28,427,000 

105 
農業跨領域新興科技成果之產業應

用與輔導 
同上   23,970,000 

105 農業科技決策支援體系推行運作 同上   5,900,000 

105 
2016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農業科

技館 
同上   420,700 

105 
推動植物種苗產業發展與基因體應

用平台 
同上   8,609,000 

105 
協助機能性作物原料及產品符合食

品規範與國際化推動 
同上   7,824,000 

105 建置生物農藥商品化橋接平台 同上   10,341,000 

105 
加速植物用微生物資材產業發展暨

國際化 
同上   7,999,000 

105 生物肥料產業化與國際化 同上   5,134,000 

105 
基因改造生物檢測實驗室建置及TAF

認證 
同上   6,000,000 

105 
農業基因改造生物風險評估諮詢體

系規劃研究計畫 
同上   1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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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名稱 
委託或 

補助單位 

請打 
金額(元) 

委辦 補助 

105 
海水功能性觀賞生物開發與種苗量

產 
同上   9,378,000 

105 海水硝化微生物製劑之開發 同上   2,628,000 

105 
菇蕈多醣與米糠精華油於高階創傷

敷料之應用 
同上   3,317,000 

105 

臺灣溪流型觀賞米蝦產業化發展平

台建立-以長戟米蝦、長額米蝦及大和

米蝦為操作模式 

同上   8,868,747 

105 104年中型(主力)農家所得調查 同上   2,462,500 

105 
規劃整合104年農畜生產資訊系統基

礎資料之研究 
同上   9,575,841 

105 農業施政資料中心擴充計畫 同上   6,000,000 

105 
加強臺德農業科技合作-臺德青年農

民政策之研究 
同上   1,600,000 

105 
農業區域及雙邊經貿諮商與談判策

略之研究 
同上   1,210,000 

105 
因應自由化推動農業政策研究能量

建構 
同上   4,233,000 

105 農業水土環境資源永續利用研究 同上   3,474,000 

105 
因應自由化養豬及其他畜牧產業結

構調整策略與措施之研究 
同上   2,800,000 

105 
105年度「農業圖資建置服務整合輔

導計畫」 
同上   2,100,000 

105 
韓國因應自由化農業所得給付與收

入保險之研析 
同上   65,000 

105 臺灣科技農業新南向發展先期計畫 同上   600,000 

105 

枯草桿菌屬內常見拮抗物質液相層

析及質譜儀快速檢測法之建立與拮抗

物質之分析試驗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高雄

區農業改良

場 

  400,000 

105 

飼料中添加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PMB01菌株對離乳豬生長、免疫及糞

便菌相之影響 

同上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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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名稱 
委託或 

補助單位 

請打 
金額(元) 

委辦 補助 

105 大規模土砂災害防災對策先期研究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1,332,000 

105 
105年度農村綠環境調查及建構低碳

永續計畫-建構農村永續評估架構 
同上   5,000,000 

105 漁業科技計畫追蹤管考制度建立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2,500,000 

105 
因應自由化漁業政策發展趨勢之研

究 
同上   2,580,000 

105 
因應貿易自由化我國重要農糧產業

結構調整及生產規劃之研究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

署 

  2,320,000 

105 
農業生技重點領域研發管理暨成果

展示推動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業

生物科技園

區 

  1,980,000 

105 
建立屠宰場自主性肉品衛生管理制

度之可行性評估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

局 

  1,300,000 

105 人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防治 同上   556,000 

105 動物用藥品風險管理評估 同上   5,583,000 

105 
獸醫服務體系與口蹄疫防疫指南研

析計畫 
同上   600,000 

105 家禽流行性感冒防疫計畫 同上   1,250,000 

105 
動植物檢疫中心輸入動物疾病監測

計畫 
同上   2,140,000 

105 
防治禽流感家禽運輸車隔離與泡沫

撲殺模式之研究 
同上   800,000 

105 
區域性豬隻重要疾病控制與清除模

式建置計畫 
同上   600,000 

105 
草食動物結核病陽性場防疫輔導與

重要境外疫病之監測計畫 
同上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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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名稱 
委託或 

補助單位 

請打 
金額(元) 

委辦 補助 

105 畜禽動物疾病防治 同上   871,000 

105 
草食動物口蹄疫等重要疾病防治計

畫 
同上   2,295,000 

105 
動物用藥品使用量調查及評估模式

建立 
同上   576,000 

105 
動物用藥品風險評估及其趨勢之探

討-藥物風險分析 
同上   5,859,000 

105 獸醫師管理與功能強化計畫 同上   925,000 

105 我國狂犬病口服疫苗餌料之研發 同上   800,000 

105 人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防治(追加1) 同上   1,850,000 

105 肉品食媒性病原之分子分型鑑定(III) 同上   9,885,000 

105 
肉品重大人畜共通食媒性病原之汙

染點調查及輔導 
同上   4,144,000 

105 
動物用藥品於家畜禽抗藥菌監測之

研究(I) 
同上   3,100,000 

105 
畜禽大腸桿菌colistin抗藥性暨mcr-1

抗藥性基因之監測 
同上   1,500,000 

105 
豬群流行性感冒主動監測與流行分

析 
同上   700,000 

105 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 同上   5,120,000 

105 
因應國際趨勢研析動物用生物藥品

審查機制(Ⅲ) 
同上   900,000 

105 
新型動物用生物藥品檢驗登記制度

研析(Ⅲ) 
同上   804,000 

105 
建立動物及其產品輸出入風險評估

體系 
同上   2,959,000 

105 重要境外動物疫病之預警及管制 同上   17,499,000 

105 
豬群B型流行性感冒病毒抗體之血清

學調查 
同上   260,000 

105 
推動海峽兩岸人畜共通傳染病之獸

醫管理及技術交流 
同上   1,800,000 

105 動物檢疫風險分析 同上   1,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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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名稱 
委託或 

補助單位 

請打 
金額(元) 

委辦 補助 

105 
觀賞魚非處方藥品專門管理技術人

員訓練計畫 
同上   420,000 

105 
強化生物農藥安全性評估量能暨推

動產業化發展 
同上   8,800,000 

105 

食品多重藥物殘留現場快速檢測微

系統晶片-動物性藥物樣品萃取處理

與分析比對(子計畫三)(2/3) 

科技部   1,000,000 

105 具異種免疫系統之嵌合動物(2/3) 同上   1,650,000 

105 
應用生物技術培育抗病高產優質母

豬(1/2) 
同上   1,970,000 

105 
105年度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中

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 
經濟部   1,000,000 

105 評估訂定動物用藥殘留容許量 衛生福利部   821,000 

104 
農業科技研究院基盤設施能量再擴

充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10,000,000 

104 推動我國動物用疫苗產業發展(II) 同上   95,336,000 

104 強化本草植物多元應用加值化平台 同上   11,360,000 

104 動物功效評估中心設置與運作(II) 同上   18,715,000 

104 
無特定病源(SPF)豬生產供應體系效

能強化 
同上   6,985,000 

104 
建置農業生技研發委託服務全球接

單商業化運作平臺 
同上   5,479,000 

104 
建立實驗用李宋豬產業化平台與國

際認證 
同上   1,093,000 

104 種豬產業振興輔導計畫 同上   708,000 

104 
無特定病源(SPF)豬利基產業研析與

運作計畫 
同上   29,285,000 

104 建置檢測技術與驗證服務平台 同上   18,715,000 

104 母豬群養個飼模式之建立 同上   1,487,000 

104 
輔導肉牛產業加入產銷履歷驗證計

畫 
同上   900,000 

104 
臺灣畜禽飼料添加物開發以提升產

業國際競爭力計畫(II) 
同上   14,250,000 

104 建立國產牛肉生產追溯服務 同上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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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名稱 
委託或 

補助單位 

請打 
金額(元) 

委辦 補助 

104 

以電漿滅菌法降低密閉舍內病原菌

提升舍內環境衛生品質增加育成率之

探討 

同上   982,000 

104 加強飼料生產與衛生安全管理計畫 同上   350,000 

104 
飼料中嘔吐毒素DON含量與生長豬

之關係 
同上   500,000 

104 養牛產業結構調整計畫 同上   1,360,000 

104 養豬產業結構調整計畫 同上   12,483,000 

104 
豬隻去細胞眼角膜生物性組織支架

產品開發 
同上   4,702,000 

104 微生物肥料產品開發 同上   4,702,000 

104 海藻資源的開發應用 同上   11,156,000 

104 
基因轉殖家畜禽隔離田間試驗場產

業化平台試運轉 
同上   3,121,000 

104 
農業雙邊經貿諮商與談判策略之研

究 
同上   1,680,000 

104 
因應自由化推動農業政策研究能量

建構 
同上   4,658,000 

104 
加強臺德農業合作暨辦理國際研討

會 
同上   1,346,000 

104 整合103年農業統計生產資料之研究 同上   5,450,000 

104 
因應農業發展需求我國農業營業稅

及所得稅制之研究 
同上   900,000 

104 
農業水土環境資源永續利用政策評

估與典範研究 
同上   3,882,100 

104 農業施政資料中心建置計畫 同上   7,014,000 

104 農業科技決策支援體系推行運作 同上   6,222,000 

104 農業科技智財布局與知識服務 同上   32,095,000 

104 
農業科技產業加值育成暨國際化推

動計畫 
同上   51,901,000 

104 
農業新興及跨領域科技成果之產業

應用與輔導 
同上   32,122,000 

104 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計畫 同上   3,121,000 

104 參與2015年北美生物科技產業展 同上   1,000,000 

104 農業科技跨領域加值國外研習計畫 同上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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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名稱 
委託或 

補助單位 

請打 
金額(元) 

委辦 補助 

104 
2015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農業科

技館 
同上   1,496,000 

104 
自由經濟示範區進駐業者營運創新

輔導計畫 
同上   2,942,000 

104 建置生物農藥商品化橋接平台 同上   16,150,000 

104 
推動植物用微生物農業資材產業發

展暨國際化 
同上   6,751,000 

104 溯源安全農產品檢測量能提升 同上   26,000,000 

104 觀賞魚功能性飼料商品化開發 同上   9,500,000 

104 
2015年家禽流行性感冒預防與控制

國際研討會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

局 

  1,297,000 

104 肉品食媒性病原之分子分型鑑定(II) 同上   13,172,000 

104 
特定屠宰場沙氏桿菌汙染點調查及

汙染防治輔導(IV) 
同上   3,216,000 

104 
特定屠宰場彎曲菌及李斯特菌污染

源分析與改善研究(IV) 
同上   2,857,000 

104 
動物用藥品於雞隻抗藥菌監測之研

究(IV) 
同上   1,811,000 

104 
利用全基因體定序方式探討禽畜分

離之抗藥性沙氏桿菌同源性 
同上   50,000 

104 
動物用藥品於豬隻抗藥菌監測之研

究及推廣(IV) 
同上   2,808,000 

104 動物檢疫風險分析計畫 同上   2,200,000 

104 
新型動物用生物藥品檢驗登記制度

研析(II) 
同上   701,000 

104 
因應國際趨勢研析動物用生物藥品

審查機制(II) 
同上   1,590,000 

104 
豬群流行性感冒主動監測與流行分

析 
同上   843,000 

104 家禽流行性感冒防疫計畫 同上   1,298,000 

104 
我國畜禽宰場肉品與食用血液品質

及安全衛生技術之研析與改善 
同上   2,621,000 

104 
肉品市場肉豬來源資訊追溯體系之

建置與運用 
同上   3,8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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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名稱 
委託或 

補助單位 

請打 
金額(元) 

委辦 補助 

104 
畜禽屠宰流程之衛生安全監控與重

要管制點研析 
同上   2,635,000 

104 屠宰場肉品藥物監測研析(III) 同上   2,230,000 

104 
建立動物及其產品輸出入風險評估

體系 
同上   2,318,000 

104 
畜產品多重藥物殘留分析技術開發

(III) 
同上   1,776,000 

104 草食動物口蹄等重要疾病防治計畫 同上   1,376,000 

104 人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防治 同上   600,000 

104 動物用藥品安全評估技術研發 同上   567,000 

104 
動物用藥品使用量調查及評估模式

建立 
同上   575,000 

104 口蹄疫防疫指南研析計畫 同上   647,000 

104 牛流行熱市售疫苗免疫反應之研究 同上   1,776,000 

104 
豬流行性下痢疫苗保護力之中和抗

體與免疫適期研究 
同上   710,000 

104 
區域性豬隻重要疾病控制與清除模

式建置 
同上   622,000 

104 
草食動物結核病陽性場防疫輔導與

副結核病陰性乳羊場之建立 
同上   800,000 

104 
動植物檢疫中心輸入檢疫動物疾病

監測計畫 
同上   1,501,000 

104 獸醫師管理與功能強化計畫 同上   1,000,000 

104 畜禽動物疾病防治 同上   870,000 

104 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 同上   5,180,000 

104 動物用藥品效益與風險評估 同上   1,727,800 

104 重要境外動物疫病之預警及管制 同上   9,423,000 

104 
家禽泡沫式人道撲殺技術可行性研

究 
同上   550,000 

104 
鼬權狂犬病病原性及口服疫苗之可

行性評估計畫 
同上   650,000 

104 
防治禽流感禽業車輛裝設GPS監控之

可行性評估 
同上   200,000 

104 
因應家禽流行性感冒發生場之復養

哨兵家禽生產計畫 
同上   2,696,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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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名稱 
委託或 

補助單位 

請打 
金額(元) 

委辦 補助 

104 
觀賞魚非處方藥品專門管理技術人

員訓練計畫 
同上   450,000 

104 
微生物製劑農藥毒理試驗優良操作

實驗室操作體系之輔導擴充 
同上   8,700,000 

104 
104年度漁業科技計畫追蹤管考制度

建立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2,000,000 

104 
因應貿易自由化之漁業資訊蒐集與

對策研析 
同上   910,000 

104 
104年度農村綠環境調查及建構成低

碳永續計畫-建構農村綠環境資料庫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5,000,000 

104 
農產品推動農業保險適合性之評估

因子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

署 

  800,000 

104 
2015分子標誌輔助育種及種傳病害

檢測技術研討會 
同上   398,000 

104 
2015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農業科

技館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業

生物科技園

區 

  1,880,000 

104 
動物性藥物樣品萃取處理與分析比

對(子計畫三) 
科技部   1,000,000 

104 具異種免疫系統之嵌合動物(1/3) 同上   1,650,000 

104 
應用生物技術培育抗病高產優質母

豬 
同上   1,500,000 

104 
新 穎 J-domain 次 單 位 疫 苗 系 統

(II)(3/3) 
同上   1,150,000 

104 
104年度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中

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 
經濟部   1,500,000 

104 評估訂定動物用藥殘留容許量 衛生福利部   1,6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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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財產清冊 

種類 名稱 單位 數量 金額(新臺幣元) 

經法院 

登記 

動產    20,000,000 

不動產    0 

小計    20,000,000 

未經法院

登記 

捐贈基金 24,696,290 

小計 24,696,290 

總          計 44,696,290 

 

十二、營運計畫說明 

本院結合產學研界研發能量和資源，積極推動產業導向之整合型應用研發，

協助業者技轉、承接與開發產品，並促進商機媒合。亦即以農業科技創新產業價

值鏈，發展高價值產業，並建構與應用農業科技產業全球運籌平臺，將農業科技

研發成果商品化，進一步產業化形成產業聚落，提升產業動能，以促成農業科技

產業之國際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規劃 11項潛力亮點產業，包括動物用疫苗、生物農藥、生

物肥料、飼料添加物、檢測檢驗、植物新品種與種苗、菇蕈類、石斑魚養殖模場、

農業機械、觀賞魚與周邊產品、伴侶動物食品與周邊產品等，以拓展國際市場為

目標。針對現有農業科技研發成果，配合產業需求，以「產業出題、學研解題」

模式，利用產業發展策略分析、農業育成整合、關鍵技術產業化應用、產業加值

策略、智財布局策略、委託研究服務全球接單、科技農企業輔導及國際化行銷與

人才培訓等 8項策略，以本院為產業化及新創事業化發展平臺，結合產學研能量，

將研發成果加值運用，加速商品化及產業化；同時對產業界提供育成輔導，並引

進技術、資金及廠商，投資或與科技農企業合作，擴大臺灣農業科技產業規模，

提升農業應用科技水準，使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且與國際接軌，以行銷國際。 

依據本院設立之目的及配合國家農業施政，各單位業務推動皆有具體規劃。 

動物科技研究所：針對動物健康管理、農業再生資源及農產品安全等重大議

題，積極推動動物用疫苗、飼料添加物、畜禽副產物、動物疾病防治、農產品驗

證與追溯等之應用研發與技術整合，並提供符合國際規範之動物功效驗證及生物

安全評估等服務以帶動產業發展，進而加速研發成果商品化與國際化。 

植物科技研究所：基於「永續農業經營、保障農產品衛生安全」之理念，積極

推動「微生物肥料產品開發」、「生物農藥毒理及量產委託試驗」、「食品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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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害物質檢驗」、「植物基因體產業化」、「植物種苗病原檢測」五大服務平臺，

整合學研界成果與技術，應用於業界委託之檢測、檢驗與驗證等服務，促進產官

學研活絡溝通，加速研發成果商品化及產業國際化。 

水產科技研究所：因應產業及市場需求，銜接學研單位的技術與成果，發展

養殖產業所需之相關技術與高經濟價值水產品，包括觀賞魚產業應用關鍵技術開

發、臺灣溪流型蝦種產業化量產平臺開發、冷水性水產種苗量產開發、水產疫苗

試驗與量產、水產功能性餌飼料開發、機能性水產品加值化、水產品安全檢測及

藻類養殖與資源開發應用等工作，以加速水產科技產品之商品化與國際化。 

產業發展中心：協助本院及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機關、大學、法人研究機構

等，推動農業研發成果商品化、事業化和產業化，包括產業發展策略研究、智財

布局策略研究、提供成果管理運用諮詢服務、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事業化、推動

農業新創事業育成、業界輔導、國際業務服務、行銷傳播及人才培訓等。 

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因應國際經貿自由化情勢、全球氣候變遷、產業結構調

整及產業價值鏈之延伸需要，加強國內農業政策研究，並提高農業政策研究之深

度、廣度及系統性與應用性，培養兼具理論與實務基礎之政策研究人力，作為農

業部門政策諮詢的智庫，蓄積農業政策研究之基礎與經驗傳承平臺。 

本院將加強研發成果的加值運用，協助整合研發成果，並與業界橋接，輔導

業者強化承接技轉後之研發能量，逐步推展農業相關研發成果之商品化、產業化，

進一步國際化。 

 

十三、近 2年整體業務運作成效 

本院自 104年度收入總額 6億 8,048萬 9,374元。其中，業務收入 6億 7,993

萬 2,228 元，業務外收入 55 萬 7,146 元；支出總額 6 億 6,299 萬 9,914 元，業務

支出 6 億 6,299 萬 9,914 元，業務外支出 0 元，104 年度收入減支出稅前賸餘為

1,748萬 9,460元，所得稅費用 289萬 516元，本期賸餘為 1,459萬 8,944元。105

年度收入總額 6億 9,515萬 1,200元。其中，業務收入 6億 9,472萬 9,777元，業

務外收入 42 萬 1,423 元；支出總額 6 億 8,723 萬 6,667 元，業務支出 6 億 8,483

萬 3,154元，業務外支出 240萬 3,513元，105年度收入減支出稅前賸餘為 791萬

4,533元，所得稅費用 165萬 9,747元，本期賸餘 625萬 4,786元。 

本院主要透過關鍵技術開發、產業智財分析布局、加值應用研究、技轉輔導

育成、認驗證服務、國際科技合作等多項策略之運用，和學研界通力合作，形成

上、中、下游研發團隊，成為產業化橋接平臺，發揮農業產業價值鏈的綜效。依

據產業化推動、產業化橋接平臺、協助防檢局及畜牧處政策推動及農業政策研擬

分類，104-105年度重要績效合計總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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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業化推動 

(一) 智財布局策略：活用智財模式創造價值，優化智財流通與保護，提升產

業競爭力。提供農試研究機構技術評價、專利申請與法務諮詢服務共 322

案，另就新版簡易評價表舉辦 6 場基礎鑑價培訓課程；產出 30 篇產業

分析與智財布局報告、重點產業之市場快訊 18 則、國外之市場調查 21

場次；完成與研發團隊、產學研聯盟、業者交流分享 67場次；技術交易

展農業館合計共展出 86 項技術、舉辦一對一商談會 141 場次，媒合 32

項技術。 

(二) 產業加值運用：協助臺灣農業升級轉型與國際化，完成 12 案商品化事

業化評估報告；舉辦商機發表會暨媒合促案 5 場/16 案；促成高效禽畜

糞處理暨肥料調製技術套組、液態有機質肥料菌種與生產調製技術暨事

業化套組、甘藷企業化與國際化營運模式建立、九孔健康種苗培育與養

殖技術及牛番茄安全蔬果整廠輸出與企業化經營等 5 案新事業成功案

例，新創事業預計投增資金額為新臺幣 10億 9,000萬元，預估創造就業

機會 118人。 

(三) 農業育成整合：以農業產業一條龍全育成輔導模式，聯合本院及農、林、

水、畜試驗所育成中心，整合內外部資源協助廠商技術升級、商務管理，

共輔導 122 家廠商，其中新進駐 36 家。促成簽訂技術移轉、產學與試

驗共 46 件計 8,589 萬 4,000 元，促進投增資近 5 億 3,000 萬元、創造產

值 10億 7,700萬元以上，與創投公會合作，搭建創投媒合平臺，創投資

金投入 2 家廠商合計 8,700 萬元，輔導申請創櫃板/興櫃/上市櫃各 7/6/5

件、3家申請創業天使補助計畫。協助廠商取得政府補助資源 19件，補

助金額 3,144.2萬元。 

(四) 國際化行銷與人才培訓：強化廠商網絡交流，促使農業科技產品行銷國

際化。邀請業者組團參與國際商展，如 2 屆「日本農業資材展」(AGRI 

WORLD)、「亞洲國際集約化畜牧展覽會」(VIV Asia)、2屆「亞洲寵物

展」(Pet fair Asia)、「東協泰國國際農業機械博覽會」(SIMA ASEAN 

THAILAND 2016)、第 11屆國際家禽.畜牧.肉類加工設備暨飼料.獸藥展

(VIETSTOCK 2016 EXPO & FORUM)、BIO 2015及 BIO 2016共計 9場，

69 家次、促成簽定代理商 51 家次、促進投增資約 1,892 萬元、增加營

收 3,962萬元；培訓國際人才，如國際行銷訓練班/培訓人數分別為 4班

/138 人。拓展完成與越南、印尼、法國及泰國共 4 個國家之連結，共 6

案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簽署。 



 17  

(五) 產研合作科專輔導：整合民間與政府資金，透過輔導措施加速產學研應

用。相關執行績效，包括活化學研技術移轉 17件，取得技術移轉金 869

萬 4,000元；協助新提案廠商取得政府補助資源 17件，獲得政府研發補

助款 2,834萬 7,000元；開發雛型產品/試量產各 19/9件。 

二、 產業化橋接平臺 

(一) 動物用疫苗：辦理「動物用疫苗」產學研聯盟暨病理教育訓練合計 4次，

共 97個單位 300人參與；累計完成開發或建立疫苗相關品項共計 12項，

其中豬鼻黴漿菌次單位疫苗榮獲第十三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及最

佳產業效益獎。吸引外商在臺設立公司 1家，與國外疫苗廠簽訂全球銷

售合約 1家，商品化方面，豬肺炎黴漿菌次單位疫苗及豬胸膜肺炎放線

桿菌死菌疫苗 2件，簽約技轉金共 4,500萬元。豬肺炎黴漿菌 ELISA套

組及單劑型豬肺炎黴漿菌死菌疫苗已於 105年上市；專利申請或取得共

6件，其中取得國內專利 3件，而 PCT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

國際專利布局 1 案已申請 15 國專利(已從向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申請階

段進入各別國家申請階段)；促進產業生產投資 2,310萬元；建立優良臨

床動物試驗平臺 1 式、建立符合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之疫苗種毒技術平臺 1式。 

(二) 飼料添加物：維運「飼料添加物」產學研聯盟，召開研討會共 5場，與

會人數 574人。建立研發團隊及服務平臺，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協助

添加物成分分析及定量定性檢測；協助產業進行產品效能委託試驗計畫

10 件，達 518 萬 1,000 元，促進產業生產投資 1,000 萬元；簽訂產學合

作備忘錄 4件，技轉案 3件 135萬元，提供產業產品應用技術諮詢服務

合計 120件，加速研發成果產品化時程。 

(三) 微生物資材：維運「植物用微生物農業資材」產學研聯盟，舉辦 5場研

討會參與人數 333人次以上。推廣資材於健康種苗管理，促進產業生產

投資 1,300 萬元、促進研發投資 400 萬元，預估增加產值 6,500 萬元。

促進國際交流，與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

及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PAARI）兩大國際組織共同邀請 10位 6個東南亞

國家之官員與學者來臺參與 2015「生物農藥與生物肥料在永續農業上之

應用」國際研討會，促進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市場之拓展。微生物資材

毒理實驗室於 105 年 10 月通過國際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認證，承接委託經費 250萬元。促進國際交流，

與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在臺合辦「APO



 18  

第 1屆生物農業與生物肥料」國際研討會，提供各國管理規範與法規調

和之討論交流平臺。 

(四) 機能性產品研發：協助我國農產機能性原料之發展，開發菇蕈多醣體及

米糠精華油高階創傷敷料產品和研發外用機能性產品，建立丹參及黃芩

植萃量產製程與功效認證，簽訂開發高階機能性敷料量產製程合作備忘

錄 1 件、簽訂 2 件植萃原料開發合作意向書，完成高階敷材產品原型 2

款與產品品項初步評估 2件，確立傷口癒合用機能性原料 2件；提供產

品應用技術諮詢服務 6 件，輔導廠商申請國際化妝品原料名(INCI)相關

作業 1案。 

(五) 水產生物：建立海水功能性生物蕩皮參、鐘螺及硨磲貝人工繁殖與量產

作業程序，並確立 3種物種產卵、受精、幼苗養殖等技術操作；篩選並

取得 4株適合於海水養殖環境之異營性可硝化微生物，建立測試降解氨

氮能力與降解亞硝酸-氮能力技術文件 2 件，開發硝化微生物之生物安

全性測試技術 1項，並建立量產製程。 

(六) 農業生技 CRO 全球服務平臺：整合本院平臺能量，建構委託研究機構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服務平臺，籌備全球服務接單實力。

提供動物試驗委託服務、生物安全檢測服務、組織切片、病理與血清診

斷服務、協助產品開發及協助廠商開發分析方法，以加速產品上市，接

受檢測技術服務金額總額達 1億 1,798萬元。 

三、 防檢局及畜牧處政策推動協助 

(一) 產業輔導：協助政府計畫，落實農業產業政策，輔導豬場疾病監控，建

立標準生產管理流程以提高生產效率；研發兼顧人道、快速且大量之撲

殺家禽技術，降低操作人員之風險、降低社會成本。 

(二) 防檢疫檢測：參與防檢疫檢測、資料庫建立，協助畜牧產業永續發展；

藉由風險分析模式，並透過風險溝通與具體的風險管理措施，有效降低

動物疫病入侵的風險，保障我國動物產業，維護動物健康。 

(三) 食品安全監控：推動食品安全，強化監控範圍，預防藥物殘留。建立國

內畜禽屠體表面衛生指標菌污染監控系統，監控與改善屠宰作業及肉品

衛生，以保障民眾食品安全。協助我國屠宰衛生搭配本土特殊消費習性，

使本土化產業永續經營。 

四、 農業政策研擬 

(一) 產業經濟：蒐集釋迦農業收入保險試辦方案所需相關資料、出席臺德社

會經濟協會之雙方理事會議、翻譯與審查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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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TGAP)2.0 規範資料、研析我國農業營業稅及

所得稅制、整理各國水利組織分析及日本農地重劃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農業旅遊經濟評估調查工作、蒐集日本食農教育政策資料、陪同百大青

農德國參訪團於德國拜訪農業職業教育相關機構、編寫農業區域及雙邊

經貿談判動態月報、執行臺灣科技農業新南向發展先期計畫、分析我國

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相關國家運輸航

程及 6項農業相關產業等資料、對農業產業之相關單位與專家進行訪談，

並輔以相關產業資料分析，以瞭解整體產業之問題與擬定相關對策、未

來農糧產業中產品分析之架構、彙整友善農耕及參與式保障系統

(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PGS)資料等。 

(二) 鄉村環境：整理日本水利權文獻回顧、研擬「農業基本法」(草案)與「國

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草案)修正意見、研擬農委會農田水利處灌

溉管理科業務調整規劃建議與「全國水論壇」回應意見、彙整農村再生

相關作業辦法及資料、辦理農村再生計畫調整分區說明會、研擬農村再

生新農業示範計畫內容等。 

(三) 統計資訊：備份、抄錄農委會及所屬機關(農糧署、漁業署、農試所、農

業金融局、防檢局、水土保持局)共 81 個農業資料庫，作為農業施政分

析基礎資料庫，並建置農業施政整合分析資料庫，合併篩選具政策及業

務分析價值之重要欄位，以提升研究分析之成效、降低資料處理之門檻

及提供後續應用分析推廣；辦理 104 年稻米生產巨量資料建置與應用、

提供 104年主力農家所得及畜禽生產成本訪問調查受查戶之公務資料提

供實地調查受訪參考，以提升調查品質、分析 104年停灌區域之農業生

產行為，檢討停灌補助政策之成效、串聯購肥資料庫與主力農家調查結

果，進行實耕農母體與合理化施肥分析、辦理 104年主力農家調查、農

業統計年報改版相關事宜、協辦農業統計業務研習班等。 

十四、向民間募款名單、捐贈金額或財產明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