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產學合作案  

年度 計畫名稱 主持人 合作單位 補助金額

（元）  

103 服務業工作者的情緒管理研究 王惠蓉 上流服飾店 260,000 

103 大專校院辦理共通核心職能課

程計畫 

呂祝義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105,600 

102 生物分解性聚酯類（PLA）之高

溫放線菌篩選及其其堆肥化之

研究 (3) 

黃金枝 偉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2 花伴茶香-富貴綻放-茶花行銷

策展研究案 

詹惠晶 台北插花學會 60,000 

102 生活雅趣-花伴茶香企劃研究案 詹惠晶 中華人文花道發展協會 60,000 

102 社區居民的投票行為探討國家

認同之傾向 

陳智仁 竹北市公所佳佳桌球協會 60,000 

102 小型企業工作者之溝通與表達

研究 

王惠蓉 上流服飾店 260,000 

102 音樂改編與詮釋 陳小瑩 新竹縣芎林鄉客家花布協

會 

60,000 

101 生物分解性聚酯類（PLA）之高

溫放線菌篩選及其其堆肥化之

研究 (2) 

黃金枝 偉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 

101 溝通與表達課程對幼教教師溝

通能力之相關研究 

王惠蓉 桃園縣私立國際鹿托兒所 260,000 

101 通識國文選教材編寫 鄭倖朱 華立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101 中小型企業員工選舉行為之探

討分析 

陳智仁 全鎂工業有限公司 60,000 

100 2011 建國百年「花道之美」聯

展行銷策略研究案  

詹惠晶 中華人文花道發展協會  100,100 

100 中小型企業員工選舉行為之探

討分析  

陳智仁 全鎂工業有限公司  60,000 

100 草山行館及藝術家工作室委託

經營研究案  

詹惠晶 台北插花學會  100,000 

100 生物分解性聚酯類(PCL)高溫放

射菌篩選及堆肥之研究  

黃金枝 冠東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 

100 離島地區災害監測系統-太陽能

利用之可行性研究  

呂祝義 揚光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 

100 客家音樂創作與改編  陳小瑩 新竹縣芎林鄉客家花布協 101,000 



會  

100 溝通與表達課程對幼教教師溝

通能力之相關研究  

王惠蓉 桃園縣私立國際鹿托兒所 260,000 

100 企業中的性別教育研究 王惠蓉 徐記企業社 102,000 

100 廣告文句對消費者吸引力之研

究  

周幼珍 綠光身心靈事業有限公司 60,000 

100 專科國文Ⅰ、Ⅱ冊電子教材編

纂  

張慧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100 雲林縣 2013 農業博覽會策展企

劃研究案  

詹惠晶 中華人文花道協會  200,000 

99 新潮鑲嵌琉璃工法研究  柯秀卿 歐美藝術琉璃有限公司  12,000 

99 「2010 中日插花聯展暨瓶史成

書四百一十年研討會」行銷策

展研究案  

詹惠晶 中華人文花道發展協會  100,200 

99 鹿寮坑低碳綠能與生態社區之

發展規畫  

呂祝義 揚光綠能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99 以美容美髮專業人員為對象的

色彩溝通遊戲數位內容開發計

畫  

詹惠晶 喜徠化妝品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99 生物分解性聚酯類(PLA)之高

溫放射菌篩選及堆肥化之研究

黃金枝 偉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 

99 客家音樂蒐集與創作  陳小瑩 新竹縣芎林鄉客家花布協

會  

60,00 

99 企業中的性別教育研究  王惠蓉 徐記企業社  102,000 

99 大學國文數位教材編製計畫  張慧梅 三民書局  60,000 

98 新竹地區成人學生就讀觀光相

關科系之動機意願調查研究  

錢大陵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60,000 

98 基礎物理數位教材製作和編審

諮詢之研究  

彭文希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98 「花賞—2009 亞太地區花道視

覺藝術聯展暨研討會」行銷策

展企劃案  

詹惠晶 中華人文花道協會  100,500 

98 98 年度勞委會職訓局「企業人

力資源提升計畫—聯合型」訓

練需求規劃輔導案--雙核心職

能創造高生產力的策略人資  

詹惠晶 喜徠化妝品股份有限公司 100,200 

97 97 年度勞委會職訓局「企業人 詹惠晶 海量數位工程股份有限公 80,000 



力資源提升計畫—聯合型」訓

練需求規劃輔導案-十倍速人才

培訓策略與技術- 

司  

97 探討「客戶資訊服務平台」為

企業所帶來之影響與益處  

詹惠晶 喜徠化妝品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97 應用中文教材之啟事  邱世芬 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60,000 

97 奈米塗料製備技術  柯秀卿 光群雷射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 

96 96 年多元開發就業方案企業-諮

詢輔導計畫(桃園區)」  

詹惠晶 (財)台灣發展研究院  100,000 

96 96 年多元開美學用品展行銷企

劃案-桃花緣」  

詹惠晶 苗栗縣陶藝協會  60,000 

96 玻璃色料的研究  柯秀卿 歐美藝術琉璃有限公司  120,000 

95 「多元開發就業方案企業識別

形象之行銷個案研究」  

詹惠晶 宏霖科技(股) 80,000 

95 「提升服務流程品質競爭力之

分析與個案研究-全省素食之家

為例-」  

詹惠晶 全省素食  80,000 

95 BA-a 樹脂的合成及其接著性研

究  

柯秀卿 東服企業有限公司  52,000 

94 硫氧化物材料表面特性評估分

析  

柯秀卿 工業技術研究院  105,000 

94 C 化合物接 D 化合物反應試驗 柯秀卿 工業技術研究院  20,000 

94 冠星公司塑膠製品之生物可分

解性技術升級專案輔導(94) 

黃金枝 經濟部工業局  200,000 

94 「中文閱讀與表達」教材編撰

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