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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世界經濟論壇（WEF）發表調
查報告，台灣的創新能力是亞洲最強、全
球則排名第4，報告中更將台灣與德國、
美國、瑞士列為全球4個「超級創新者」
。台灣以這麼有限的資源、待遇，卻可以
拼出別人眼中卓越超凡的成績，我們可以
創造一個適合我們發展的環境，並且創造
對社會的貢獻！

延續去年的努力，今年我們在來自學校踴
躍報名的405件科研成果中，選出81件，
加上科學園區及研究法人的42件，將有
123件科研成果在「未來科技展」這個舞
台上、找夥伴打群架，結交客戶，透過產
、學、研攜手，有效掌握未來決勝關鍵，
我們相信在各界的共同投入下，今年成效
將再創新高，把台灣帶向國際。

這也是去年科技部特別以「科學突破性」
、「產業應用性」二項指標，舉辦首屆「
未來科技展」，希望幫台灣亮眼的科研成
果，打造能發揚光大的舞台。在三天的展
期中，來自72個學術單位、3大研究法人
、3大科學園區技術團隊，共109項重點研
發成果，吸引26,000參觀人次、4,000人
次參加論壇，透過超過2000場媒合商談，
展後技轉金達到3,000萬元。

台灣其實是擁有許多獨特的優勢，「未來
科技展」是務實地以珍惜資源和整合專注
的思維，以跳躍式思考，來洞察科技發展
先機。我們期待產、學、研能成為優秀的
盟友，創造新夥伴關係，將科研成果發揚
光大，讓國內各個重點產業，能與世界一
流對手互相匹敵、打一場漂亮的群架。

掃描QR Code
進入未來科技展官方網站
科技部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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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度學習機制解析巨量腸病毒序列資料並建立基因型
鑑別機制與網路即時分析平台

染色體異常偵測大師

10

研發單位

中央研究院

技術簡介

《染色體異常偵測大師》提供基因型和雜交強度資料的整合型基因體分析，核心
技術包括：不偏雜交不等放大估計法、創新等位基因頻率估計法、新穎基因體分
割演算法、整合等位不平衡和失去異合型之拷貝數變異偵測。可偵測各種染色異
常，包括：等位不平衡、失去異合型、拷貝數變異等等，並已經建立參考資料庫
與分析系統。

楊欣洲研究員、黃美菊博士、李玲慧副技師、陳佳煒研究助理

科學突破

創新等位基因頻率估計法，改善基因頻率估計與等位不平衡偵測正確性。新穎基
因體分割演算法，提升拷貝數變異偵測的計算效率。整合等位不平衡和失去異合
型之拷貝數變異偵測，提高檢測敏感度與特異度，降低偽陽性與偽陰性。通過統
計理論與模擬、分子生物實驗、大量基因體資料驗證，優於國際間最常用來偵測
拷貝數變異的平台。

產業應用

可應用於產前胎兒和小兒染色體數目異常與結構變異檢測（產前篩檢與小兒先天
遺傳疾病檢測）、大型人體生物資料庫全基因體染色體異常偵測分析（例如台灣
生物資料庫、英國生物資料庫）、癌症與疾病風險評估以及精準醫療的應用。可
應用於新一代低成本（1 千台幣）的探針優化生物晶片。正與台、日、美國際團
隊進行合作。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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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欣洲 / 02-2787-5686 / hsinchou@stat.sinica.edu.tw

林仲彥副研究員、林介華博士後（國家衛生研究院）、徐哲仁資訊工程師、
呂怡萱資訊工程師、熊昭特聘研究員（國家衛生研究院）、陳淑華博士後

研發單位

中央研究院

技術簡介

透過對腸病毒巨量序列資料的長期解析，本團隊整理出近五萬筆，308 類別的基
因體資料，利用深度學習卷積神經網路 (CNN)，進行分類模型的建構，並結合網
站技術，完成第一個利用人工智慧模型來進行腸病毒基因型即時判別的線上平
台，希望能透過對腸病毒品系的早期快速判讀，配合適當的醫療措施，來減少未
來重症的發生率。
研發團隊整合深度學習模型及相關自有程式，建構了第一個以腸病毒基因體大數
據為基礎的線上分類網站，以高親和人機介面，提供高準確度即時的腸病毒基因
型判別，除了表現優於其他機器學習策略，同時，也可跳脫原先以單一病毒外鞘
抗體來決定的血清型分型，所遇到的困難與其所導致的可能繆誤，並能因應當今
即時定序檢驗的趨勢。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此一系統平台，結合第三代高通量低單價之定序儀 (Nanopore)，將能應用於在腸
病毒感染初期（約三到五天內），及早發現所感染的病毒類型，防止重症的發生，
且降低醫療和社會經濟成本，進而實現預防醫學的目標。其應用對象與業別，將
包含第一線診所與醫院、生技檢驗業者，還有病毒學研究社群與流病監控團隊等。

Contact

林仲彥 / 02-2788-3799ext 1450 / cylin@ii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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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漸凍人及相關神經退化疾病的新穎抗體
研發單位
技術簡介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12

中央研究院

04

糖尿病新希望：給胰島素受體第二擊的新穎胜肽

陳韻如副研究員

研發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

技術簡介

我們獨步全球發展出針對有毒 TDP-43 多倍體的專一抗體 ( 已獲美國及台灣專利 )，
此抗體不會辨認正常的 TDP-43，只會辨認錯誤摺疊的 TDP-43。動物實驗證明靜
脈施打此抗體可中和 TDP-43 誘發在腦中的神經毒性。目前全球生技製藥產業並
無針對 TDP-43 的抗體。因此，此特殊專一性的抗體極具治療的潛力。

給胰島素受體第二擊的新穎胜肽可介入糖尿病的治療，包含第一型糖尿病及第二
型糖尿病，可發展為控制糖尿病併發症的新穎藥物，或胰島素之口服取代、互補、
或延後使用胰島素療程的新穎藥物，並可直接應用為保健食品及藥品之主要活性
成分。

科學突破

此技術是針對錯誤摺疊 TDP-43 之抗體 ( 美國專利 )。TDP-43 沉積在漸凍人 (ALS)，
額顳葉型失智症 (FTLD-TDP)，及過半阿滋海默症 (AD) 腦中。在老鼠模式中以抗
體靜脈注射顯著改善其運動及認知功能。BIOGEN Aβ 抗體在 AD 三期臨床期中反
應佳，因此發展其他沉積物抗體為下一波新興產品。

本技術以現代精準醫學標靶療法的概念導引分析，選擇醫學最需突破的關鍵點 -胰島素受體，作為主要標靶，由中醫藥萃取物及活性成分中，成功定位出新穎胰
島素受體結合胜肽，並經由結構生物學工具證實，本技術是第一個以胰島素受體
為標靶，可以給胰島素受體第二擊，有效克服胰島素抗性的新穎胜肽。

產業應用

糖尿病是一種嚴重的代謝性疾病，目前全球約有 4 億名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照護
市場的總值約為 5 仟億美元。治療糖尿病的最大瓶頸為胰島素抗性及後續糖尿病
併發症，如能解決這些問題，將對此一巨大市場提供極具佔有性之方案。目前以
添加治療的方式進行臨床試驗，已證實本技術可有效控制糖化血色素，未來具有
龐大的產業開發效益。

TDP-43 沉積物是漸凍人症及額顳葉型失智症的致病蛋白，也存在於 57% 阿滋海
默症患者 (AD) 腦中。具 TDP-43 沉積物的 AD 患者有快速惡化的病程。我們發展
出針對有毒 TDP-43 多倍體的專一抗體 ( 獲美國及台灣專利 )。動物實驗證明靜脈
施打此抗體可中和 TDP-43 多倍體誘發的毒性。此抗體極具治療潛力。

Contact

陳韻如 / 02-2787-1275 / yrchen@gate.sinica.edu.tw

侯庭鏞教授、項千芸教授

Contact

侯庭鏞 / 04-22053366 ext 3302 / tyh@mail.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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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性 RNA 用於治療近視
研發單位
技術簡介

14

中國醫藥大學

新穎技術可抗 RNA 病毒感染及改良細胞株可提升疫苗產量

卓夙航教授、梁中玲醫師

近視是最常見的眼睛疾病 ( 亞洲國家的盛行率達 85%)，主要原因是眼軸增長，且
為失明及視力障礙的主因。本團隊發現 microRNA-328 過度表現會導致近視形成。
因此設計新藥來中和過多 micro-RNA328，以點眼藥水的方式，治療已有近視老鼠
及兔子，可讓眼軸恢復正常，療效勝過目前臨床唯一的治療近視的藥物 - 阿托平
( 散瞳劑 )，且沒有觀察到任何副作用或毒性。

科學突破

我們是第一個團隊發現眼睛 microRNA-328 過度表現會導致近視。藉著細胞生物
學及誘發近視的實驗動物，本團隊發展出一系列可以溶解“小核酸干擾藥物“做
成眼藥水，來中和過多 microRNA-328，成功治療已有近視老鼠及兔子，療效勝過
目前的阿托平，且沒有觀察到副作用。利用這個全新的機轉，申請全球專利，朝
新藥發展。為近視的治療帶來突破性的發展。

產業應用

近視眼藥水最主要使用的對象是近視正在急速發展的學齡兒童。亞洲先進國家都
規定學齡兒童視力檢查。因此有完善的視力紀錄，也可以在兒童產生輕微或假性
近視的時候就被發掘出來，積極接受治療。我們發展出來的眼藥水，預計可以有
效的防止近視繼續惡化。如果一個月眼藥水的費用是美金 40 元，每年全球市場
高達 670 億美金。

Contact

陳郁婷 / 04-2205-3366 ext 2168 / hamburgergrey@gmail.com

06

施信如教授、陳光武教授、翁國峰博士、洪傳典博士、陳琪鈞助理教授、
謝柏廷博士、黃聖愉小姐、龔俞安博士

研發單位

長庚大學新興病毒感染研究中心

技術簡介

① 新 穎 RNA 分 子 技 術， 可 作 為 抑 制 流 感 病 毒 感 染 的 藥 物， 治 療 病 毒 感 染 疾 病。
而 人 類 特 有 的 miR-1290 可 幫 助 流 感 病 毒 複 製， 將 miR-1290 的 抑 制 劑 表 現 於 細
胞 中， 可 抑 制 病 毒 複 製， 本 技 術 提 出 以 miR-1290 抑 制 劑 做 為 治 療 流 感 病 毒。
② 腸 病 毒 生 長 複 製 時 需 要 由 internal ribosome entry site (IRES) 的 位 置 開 始 進 行 蛋 白
質 轉 譯， 藉 由 提 高 細 胞 中 腸 病 毒 生 長 複 製 所 需 的 細 胞 蛋 白 質 表 現 量， 此 類 蛋 白 質
為 IRES trans-acting factors (ITAFs)， 可 提 高 腸 病 毒 病 毒 量， 用 以 增 加 疫 苗 的 產 能。
③傳統製造流感病毒疫苗為將病毒注射入雞蛋內，來產生可供製造疫苗的病毒。但當須產製
人畜共通的禽流感病毒疫苗時，一般禽流感病毒株感染雞胚蛋時會導致雞胚蛋死亡因而病
毒產量不佳，若以現在常用的 MDCK 細胞放大禽流感病毒，由於宿主物種的限制，產量也不
佳，藉由剔除哺乳類細胞的TUFM基因細胞株能幫助禽流感病毒增值，因而可提高疫苗產量。

科學突破

小分子 RNA 作為治療台灣常見的 RNA 病毒感染症新穎藥物，並且利用改良疫苗
生產用的細胞，達到增加病毒生長的能力，用以提升疫苗產量。

產業應用

以細胞內小 RNA 作為抗病毒藥物的標定物 , 可降低病毒產生抗藥性的機率 , 可應
用於治療台灣常見的病毒感染症藥物開發與疫苗產業。另藉由改良細胞株可提高
產製疫苗所需的病毒量 , 並可用於加速開發抗病毒藥 , 應用於臨床提高檢體中病毒
檢出率。

Contact

黃鵬年 / 03-2118800 ext 3723 / mark10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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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藥物過敏的原兇～
利用免疫細胞活化技術精準鑑定出主要的致敏藥物

新型態蝦類養殖管理體系

研發單位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 國立陽明大學

研發單位

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

技術簡介

本發明為一種鑑定藥物過敏反應之致敏藥物的方法與鑑定套組，將淋巴球與可疑
藥物或其代謝物於體外共同培養形成反應物，藉由定量反應物中顆粒溶解素的含
量並與對照值比較，即可鑑定引發藥物過敏反應之致敏藥物，以預防更嚴重之過
敏反應發生。本發明係具有單一易執行的技術、快速、經濟及高靈敏度和高專一
性等優異特點。

技術簡介

科學突破

本鑑定方法是將淋巴球細胞與可疑藥物或其代謝物於體外共同培養形成反應物，
再檢測反應物中顆粒溶解素的表現量，若顆粒溶解素的表現量高於對照值 1.2 倍
以上，可判定此可疑藥物或其代謝物係為致敏藥物且可能引發藥物過敏反應。目
前此方法專一性可達 77.3-81.8%；特異性可達 92.9-95.7%，具臨床可應用性。

本 中 心 建 立 了 一 新 型 態 的 蝦 類 養 殖 管 理 體 系， 結 合 國 內 工 研 院 自 行 研 發 的
高 分 子 擔 體 生 物 性 濾 材、 半 自 動 控 制 水 質 監 測 系 統、 以 及 成 大 篩 選 出 的 高
優 質 蝦 類 家 系 進 行 高 生 物 保 全 之 全 室 內 循 環 養 殖。 此 新 型 態 蝦 類 養 殖 體 系
除 了 能 取 代 決 大 部 分 之 養 殖 所 需 的 人 力 並 降 低 人 為 失 誤 之 外， 更 能 精 準
且 全 天 候 即 時 的 調 控 養 殖 參 數， 進 而 穩 定 且 大 幅 度 的 提 高 養 殖 育 成 率。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根據「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統計，嚴重皮膚藥物過敏反應佔救濟補助金額
的近七成。本方法可鑑定引發藥物過敏反應之致敏藥物，防止嚴重藥物過敏反應
發生，不僅可提升用藥安全，同時可減少醫療資源浪費，對於全球性藥物應用之
價值有重要意義。

本項技術創新理念建立新型態蝦類養殖管理體系，目前全球蝦類養殖管理系統大
多僅針對單項設備或管理系統的研發與應用，我們中心以實際大規模之場域進行
各項設備實際的整合及應用。利用新型態的生物性濾材、設計完善的水質監控系
統、以及自行篩選出的優質蝦類家系整合後進行進行高生物安全性的蝦類養殖。
適用的場域從 10 噸的養殖水體到大規模數公頃的養殖水體均適用。

產業應用

此項技術廣泛的適用於不同大小單位的養殖體系，小規模的單位體系僅需選用部
分最具經濟效益之養殖設備即可大幅提升個人操作之效益，且半自動化設備將能
夠達到節能省電之功效；而對於超過 10 公頃等大規模的養殖場域，更適用於結
合各項控制系統之蝦類養殖管理體系致使養殖設備有高獲益的成果產出。

Contact

鐘文宏教授級主治醫師、洪舜郁教授

林燕鈴 / 03-328-1200 ext8495 / yenling0119@gmail.com

Contact

08

國立成功大學 羅竹芳講座教授、工研院材化所 洪仁陽副組長、
淶達科技 沈世如技術總監

黃俊諺 / 06-3842448 ext169 / jyhuang@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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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創型晶片技術高準確率之藥物篩選為基礎之
一站式新藥開發
研發單位
技術簡介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18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陳惠民研究員

以我們原創性晶片技術為基礎的藥物篩選新方法來開發各個疾病治療的新藥物並
提供一個自始至終「一站式」的藥物開發新模式。在此技術下已發現一小分子新
化合物，Cyn-1324。此藥物測試的結果已證實可治療氣喘等過敏性疾病 ( 已準備
臨床前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 的申請 )。此新藥物篩選因而證實其實用性
與之後新藥開發商業化的產業效益。
以晶片固定化蛋白質的藥物篩選技術在世界上是獨步的，我們有創新以外加電場
的一定強度來增加晶片上蛋白質固定時方向一致性的機率，因而能量化來準確的
決定所要篩選治療疾病的最佳候選藥物。如能建立從 original 藥物篩選開始至市
場化新藥的開發，如此獨有特殊「一站式」的新藥發展，在台灣應是永續經營及
有價值的開發模式。
在有效率及準確性高的藥物篩選技術下，一些重大疾病的治療新藥可源源不絕的
被發現 ( 如本案的一個抗過敏新藥的範例 )。這些新藥進入臨床試驗，其單顆藥物
價值就非常高。我們的策略 ( 小國戰略 ) 是以小博大 - 全面性運轉此「一站式」的
產業及商業開發模式，期能在台灣出現生技產業的一隻獨角獸。

Contact

陳惠民 / 03-5726100 ext 7712 / hmchen@narlabs.org.tw

10

新穎多靶點激酶抗癌藥物 DBPR114
研發單位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技術簡介

運用激酶蛋白結構與活性最佳化的策略，開發多靶點激酶抑制劑 DBPR114。
於祼小鼠異種移植動物試驗中，有效抑制多種不同人體腫瘤的生長，包括血
癌、胰臟癌、胃癌、大腸直腸癌、肝癌與膀胱癌等癌細胞。極具臨床治療開發
之 潛 力。DBPR114 已 於 2017 年 獲 得 美 國 和 台 灣 IND( 新 藥 臨 床 試 驗 ) 核 准。

科學突破

DBPR114 之多靶點激酶抑制組合與目前上市著名多靶點激酶抑制劑 (sorafenib 和
sunitinib) 並不相同；分別在 Hep3B ( 肝癌 ) 及 MIA PaCa-2 ( 胰臟癌 ) 的裸小鼠異
體移植動物試驗，DBPR114 抑制腫瘤生長效果優於目前臨床一線用藥 sorafenib
及 gemcitabine。

產業應用

多靶點激酶抑制劑的優勢在可同時抑制多條癌細胞增生必要的訊息傳遞路徑，
更有效的抑制癌細胞增生，並克服抗藥性，展現更好更廣的抗癌效果。綜觀
DBPR114 在動物試驗的優秀表現，為高潛力候選藥物，可針對國人高好發率、高
致死率以及 5 年平均存活率低的癌症，例如胰臟癌、肝癌、胃癌和大腸直腸癌等，
進行臨床治療開發。

Contact

謝興邦副所長 / 研究員、Coumar, Selvaraj Mohane、Chao, Yu Sheng 名譽研究員

蔡亦筑 / 037-246-166 ext 35798 / ichu@nh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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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百香果無病毒苗繁殖體系之
建立及以輕症疫苗防治百香果病毒之研發
研發單位
技術簡介

20

國立中興大學

12

華陀精算

葉錫東教授、張宇航博士生

利用病毒核酸分子技術，檢測百香果無病毒種苗，經嫁接繁殖協助越南生產無病
毒百香果苗，使越南成為重要百香果產國。2018 年在越南成立「植物病毒檢測中
心」，提供六種百香果病毒的檢測技術，以保證所有苗木均為無病毒苗。本實驗
室已積極研發出百香果病毒輕症疫苗，利用交互保護防治病毒感染，確保百香果
產業之永續發展。

科學突破

本技術在越南成立「植物病毒檢測中心」，協助大量生產無病毒百香果苗木。 利
用植物病毒交互保護技術不但可替代基因轉植作物的使用，且可成為其他作物在
病毒病害的一個非基改防治典範。輕症病毒導入接穗母株之運用，將同時讓所有
嫁接苗攜帶輕症病毒且不增加成本，此將成為防治百香果病毒之世界首例。

產業應用

本技術為中興大學提供專業技術的輸出及產業在國外的布建，也提供無病毒苗繁
殖體系以協助越南的種苗公司百香果種苗的生產。本技術所研發的輕徵疫苗可以
於田間不同作物上達到交互保護效果，避免農作物受到病毒病害而產量損失嚴
重。此技術之經驗將可作為其他重要經濟作物或新興作物病毒病害防治之借鏡。

Contact

張宇航 / 04-2287-7021 / cockroach211@gmail.com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技術簡介

華 陀 精 算 (AIP4)， 首 創 以 疾 病 檢 測 至 藥 物 開 發 之 全 方 位 整 合 性 平 台。 本
團 隊 研 究 發 現 以 交 互 作 用 構 築 元 件 (Interaction Building Blocks, IBB) 發
展 突 破 性 成 果 為 基 礎， 並 建 立 生 物 大 數 據 資 料 庫， 結 合 AI 智 慧 計 算
核 心， 提 供 從 生 物 標 記、 疾 病 亞 型 辨 識 到 藥 物 開 發 之 一 站 式 服 務，
將 可 提 高 檢 測 準 確 度， 縮 短 藥 物 開 發 時 程， 成 為 精 準 醫 療 之 先 鋒。

科學突破

華陀精算 (AIP4) 累積 20 年近百篇的研究成果，發現數百種分子交互作用基本
構築元件 (Interaction Building Blocks, IBB) 為形成生命現象的基本要素，相當於
DNA 的四種鹼基及蛋白質的二十個胺基酸，基於此科學突破技術結合臨床大數據
庫與系統生物，探討生物體內動態網路模型，整合從前端疾病亞型辨認至後端標
靶藥物開發，達到客製化精準醫療。

產業應用

華陀精算 (AIP4) 將核心技術建構基礎研究－轉譯醫學－產業的連結，六大項服務
已成功應用且擁有 3 項美國及台灣專利，能針對不同案例進行客製化服務，因此
具有廣大潛在客群 ( 學研單位、醫院及生技產業等 )。曾與三總、台灣神隆及奎克
生技等各大產學醫密切合作，能因應客戶需求立即進行產品更新及研發，提供最
高品質的精準醫療服務。

楊進木教授

Contact

黃星翰 / 03-5712121 ext 56946 / gb921.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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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特異性組織標靶奈米粒子
包覆抗小分子核糖核苷酸治療自體顯性多囊腎病
研發單位
技術簡介

22

國立成功大學

14

人類多能性幹細胞於缺血性心臟病治療之角色與運用

邱元佑副教授、鄭豐裕助理教授、蔡巨鴻博士

特定微小核醣核酸可結合 PKD-1 基因的 3 端非編碼區導致細胞增生與囊泡形成，
此機制與類胰島素生長因子訊息有關。後續結合腎臟專一性標靶特性與氧化鐵奈
米粒子包裹抗微小核醣核酸質體治療顯性多囊腎病證實奈米粒子包抗微小核醣核
酸質體可避免質體體內降解且能專一性提高腎組織多囊腎蛋白質以抑制細胞增生
與囊泡形成。

科學突破

1. 抗微小核醣核酸於臨床上是可運用於遺傳發育異常疾病的治療。2. 以修飾的奈
米粒子包裹抗微小核醣核酸質體並結合標的組織蛋白抗體得以避免抗微小核醣核
酸質體在體內被降解且更能提高抗微小核醣核酸質體在腎臟組織之專一性，進而
增加腎細胞內抗微小核醣核酸之濃度以達精準治療的目的。

產業應用

(1) 自體顯性多囊腎發生率 1/400-1/1000，全世界 1500 萬患者 ; (2) 隨年齡增加，
一半以上患者陸續在 50 歲後會進入尿毒與透析治療 ; (3) 於慢性腎臟病患者，自
體顯性多囊腎之健康照護成本高於非多囊腎病 ; (4) 任何時期含合併症 ( 如心血管
疾病 ) 或生產力下降的損失都是很可觀 ; (5) 無令人滿意的藥物治療。

Contact

邱元佑 / 06-2353535 ext 5286 / yuanyow@mail.ncku.edu.tw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技術簡介

1. 利用體外培養的方式，大量地將「人類多能性幹細胞」分化成心肌細胞。
2. 在 獼 猴 實 驗 中， 我 們 利 用 心 導 管 技 術 成 功 地 造 成 心 肌 梗
塞， 使 得 猴 子 的 心 臟 收 縮 功 能 嚴 重 受 損， 產 生 心 臟 衰 竭。
3. 利 用 開 胸 手 術 在 心 肌 梗 塞 的 部 位 移 植 新 生 的 心 肌 細 胞， 可 以 再 生 出
新 的 心 臟 肌 肉， 大 幅 減 少 心 肌 梗 塞 範 圍， 改 善 嚴 重 受 損 的 心 臟 功 能。

科學突破

1. 利用心導管方式成功在大動物 ( 獼猴 ) 製造大範圍心肌梗塞，確立大動物實驗
模型標準，成功建立擬人化疾病的大動物模式。
2. 全球首例證明幹細胞治療在缺血性心臟病的療效：利用人類多能性幹細胞所分
化的心肌細胞可以大範圍地修補心肌梗塞，再生新的心臟肌肉，減少心肌梗塞範
圍，並且有效地改善受損的心臟功能。

產業應用

1. 末期心臟衰竭患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極少數病患有機會接受心臟移植，因此
需要新的治療方法。本研究證明幹細胞在缺血性心臟病的治療潛能與可行性。獼
猴的大動物模型更加速連接學術研究至臨床試驗的可行性。
2. 幹細胞治療仍有困難要克服，但是利用幹細胞治療缺血性心臟病合併心臟衰
竭，可望在數年內進入臨床試驗。

劉嚴文心臟內科主治醫師兼臨床副教授

Contact

方議賢 / 06-2353535 ext 3653, 6712 / iverson255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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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有害藻類及毒素快速檢測平台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技術簡介

本移動平台整合了光學、分子生物學及免疫學分析技術，可在水庫現場針對產毒
及產臭藍綠菌，進行定量分析。相較於傳統目視巡視及顯微鏡鏡檢，具有快速、
準確的優勢，有效提升對藻華及毒素監測之時效性。除可支援區域性緊急事件外，
亦可作為平日巡迴監測工具，讓管理單位有更足夠的時間及依據啟動預警或應變
程序。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24

林財富特聘教授、顏宏愷助理教授、林秀蓮研究助理、邱宜亭博士後研究員

世界首創的藻類水質移動監測平台，結合有害藍綠藻、毒素及臭味快速檢測技術、
設備模組與機動化，可以將監測平台快速移動至水源附近，採樣後立即在現場進
行分析。傳統方法無法確認產毒、產臭藻，利用分子生物技術，定量產毒、產臭
藻的專一性高。可在現場 3 小時內完成 30 個以上樣品之定量分析，評估水體藻
類毒素及臭味物質的風險。
本技術適用於水庫、水廠外，延伸技術適用於地下水污染場址、以及污水處理廠
及水回收廠。台灣有數十座水庫及數百個水廠，亞洲有數萬個水庫及自來水水廠，
以及數十萬座汙水處理廠；台灣有上千個污染場址，亞洲有數萬個以上污染場址，
均為本技術可以推廣之對象。

Contact

邱宜亭 / 06-2757575 ext 65850,47 / yitingchiu@mail.ncku.edu.tw

16

CRISPR 基因編輯用於微生物代謝工程及生質化學品生產
胡育誠教授、沈若樸教授、宋立瑜博後、李泓博士班、鍾沐恩碩士班、吳孟穎研究助理、
葉懿心碩士班、黃俊紘碩士班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技術簡介

本 技 術 為 利 用 CRISPR 系 統 在 大 腸 桿 菌 與 藍 綠 菌 中 建 立 有 效 增 進 基 因 編 輯 效
率 之 技 術， 並 達 到 生 產 生 質 化 學 品 的 目 標。 而 我 們 成 功 將 CRISPR 技 術 結
合 CRISPRi 系 統 於 大 腸 桿 菌 與 藍 綠 菌 中 提 昇 1,4 丁 二 醇 與 琥 珀 酸 之 產 量。

科學突破

(1) CRISPR 系統可有效地促進外源基因嵌入大腸桿菌以及藍綠菌的基因體中，對
於後續基因工程有著莫大助益 ;
(2) 透過 CRISPR 系統，我們將 1,4-BDO 產量提升至 1.8 g/L 且琥珀酸產量提升至
15g/L;
(3) 在藍綠菌的研究中 CRISPR 系統可以成功將琥珀酸的產量提升約 12.5 倍

產業應用

目前國內對開發生質化學品所需的重要上游關鍵技術的研究 ( 如基因工程、代謝
工程、合成生物學、代謝體學 ) 相對落後，也因此無法掌握上游最關鍵的微生物
菌株。因此長期而言，本研究也可作為技術基礎，未來可使用本研究結果進一步
應用開發更多更有效的生質化學品生產技術，藉此增進國際競爭力。

Contact

李泓 / 03-571-5131 ext 33643 / hli@gapp.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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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效液相層析和 QuEChERS 建立快速檢測食品中
16 種歐盟優先規範之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的方法

智能化血液病診斷與預後預測

26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電 機 系 : 李 祈 均 副 教 授、 李
政 霖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呂 志 娟 碩 士 班 研 究 生
臺 大 醫 院 內 科 部 : 柯 博 升 醫 師、 唐 季 祿
醫 師、 李 啟 誠 醫 師、 王 毓 棻 專 案 經 理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技術簡介

首創運用多種人工智慧深度學習技術，整合病患檢驗報告與治療紀錄，針對血癌
病患建立以下模型 :
• 於流式細胞儀檢驗中快速偵測骨髓內殘餘血癌細胞
• 血癌復發及死亡風險預測

科學突破

1. 殘餘血癌細胞偵測演算法將判讀時間由 20 分鐘縮短至約 7 秒鐘且判讀結果與
血液科醫師判讀結果相比較準確率超過 9 成。
2. 復發及死亡風險預測模型整合病患之檢驗與用藥等記錄進行綜合評估，其預測
病患未來 3 個月存活及復發的準確率超過 8 成。

產業應用

本模型可從多個面向協助臨床團隊於血癌的診斷與照護 :
- 提升檢驗報告判讀效率
- 降低因人判讀的不一致性
- 提供偏鄉地區及機構快速篩檢需轉介治療的病患
- 輔助醫療團隊全面並客觀評估復發風險，優化病患個人治療計畫
- 應用於醫學教學，加速學習治療血癌病人所需的臨床判斷靈敏度

Contact

18

王毓棻 / 02-23123456 ext 63576 / ahead.taiwan@gmail.com

研發單位

國立陽明大學 與 中國醫藥大學

技術簡介

食品中的 PAHs 來自於食品加工生成，亦會來自於環境污染所導致。我們建立的
HPLC 方法，為目前以傳統方式檢測歐盟優先規範食品中 16 種 PAHs 之最快速方
法 (18 分鐘內完成 )，且 PAHs 之 LOD 和 LOQ 均低於歐盟對 PAH4 的檢測規範。
我們也建立多種食品基質的快速萃取 PAHs 之 QuEChERS 方法 (30 分鐘內可完成 )，
亦均符合歐盟對 PAH4 及 TFDA 的確效規範。

科學突破

建立的 HPLC 方法，為目前以傳統方式檢測歐盟優先規範食品中 16 種 PAHs 之最
快速方法 (18 分鐘內完成 )，且 PAHs 之 LOD 和 LOQ 均低於歐盟對 PAH4 的檢測
規範。研究並建立多種食品基質的快速萃取 PAHs 之 QuEChERS 方法 (30 分鐘內
可完成 )，亦均符合歐盟對 PAH4 及 TFDA 的確效規範。

產業應用

我們建立 HPLC 快速檢測 16 種歐盟優先規範 PAHs 之最佳傳統檢測方法 (18 min
內完成 )；更領先建立 QuEchERS 快速萃取不同食品基質中 PAHs 的方法 (30 min
內完成 )，均符合 TFDA 及歐盟之規範，可用於食品產業與檢驗單位快速監測日常
產品中的 PAHs，亦可應用於產品中 PAHs 之風險評估。

Contact

楊登傑教授、江舟峰教授、徐國強教授

楊登傑 / 02-28267938 / djyang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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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噬細胞發炎蛋白 -1β(MIP-1β) 抑制劑用於促進血管新
生以改善組織缺血及糖尿病血管病變的用途

28

研發單位

國立陽明大學 / 臺北榮民總醫院

技術簡介

巨噬細胞炎性蛋白 -1β (MIP-1β) 是 CC 型趨化因數家族成員。MIP-1β 可直接
降低人周邊血液中之內皮祖細胞功能。抑制 MIP-1β 可改善正常人和第 2 型糖尿
病患者的周邊血液中之內皮祖細胞功能 , 提高第 1 型和第 2 型糖尿病動物體內內
皮祖細胞的移動歸巢能力 , 並改善缺血情況下之血管新生和血流

科學突破

由於對其致病機制的不夠了解，目前對第 2 型糖尿病人之嚴重周邊動脈疾病，治
療效果不佳，常導致下肢截肢甚至死亡。抑制 MIP-1β 乃是一種全新的方法，可
有效增強第 2 型糖尿病人之內皮祖細胞並改善糖尿病動物下肢缺血，促進血管新
生和恢復血流。這對糖尿病周邊動脈疾病可能是一種全新的治療方法。

產業應用

世界上第 2 型糖尿病人未來 25 年內將會增加 55 %。其中 15% 會合併嚴重周邊
動脈疾病及糖尿病足，每年有 1% ( 約 3,000,000 到 4,600,000 人 ) 需要截肢，甚
至導致死亡。本新機轉新技術新藥，將有可能在併有嚴重周邊動脈疾病之第 2 型
糖尿病人預防糖尿病足及減少截肢。

Contact

陳肇文教授、張婷婷博士後研究員

陳肇文 / 02-28757434 ext226 / jwchen@ym.edu.tw

20

機器學習結合質譜數據應用在疾病診斷
徐丞志助理教授、郭廷浩博士班學生、陳致霖碩士班學生、高鐿綾碩士班學生、鍾興翔
碩士班學生、黃映晨碩士班學生、林立恩博士班學生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技術簡介

質譜儀可以得到生物體中豐富的化學資訊，亦常用於臨床醫學。本研究團隊結合
質譜技術與機器學習，將此技術平台應用於多項領域中，包含診間即時乳癌診斷、
以居家灰塵成分做為潛在疾病診斷指標、超高空間解析質譜影像、以及用脂類不
飽和雙鍵作為快速腫瘤邊界標定的方法等。從化學分子的角度，建構新一代快速、
準確的醫學診斷流程。

科學突破

開創以質譜數據與機器學習結合並應用於疾病診斷之技術先驅，以紙噴霧質譜建
立乳癌預測模型，準確率達八成、獨創以居家灰塵的代謝體指紋模型預測住戶的
疾病與生活型態、將影像融合技術用於常壓質譜影像圖，應用於腫瘤組織顯影技
術上，獲得的生物標記物大幅提升近七成，以及首創以細胞中脂類不飽和雙鍵的
位置做為癌症的標記，用於腫瘤邊界的判讀。

產業應用

本團隊擬將此技術商業化成為新一代醫療診斷平台與方法：
（1）方便醫院診斷之流程：高效率的人工智能輔助醫院進行準確的醫療診斷。
（2）建立治療預後指標：針對新發現之生物標記物，開發判斷預後成效之指標。
（3）示範機進駐診間：即早發現即早治療，增加存活率。

Contact

黃映晨 / 02-3366-3366 ext 61681 / yinx830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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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變異閱覽器

小腦腦波 : 臨床新技術及顫抖症致病機轉的突破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技術簡介

次世代基因定序結果的判讀是一大挑戰。為了更快速地找尋真正具有致病性且與
臨床上症狀相關之變異點，我們自行開發 MViewer 軟體來做資料的前處理，並使
用文字探勘技術的變異點排序工具 (Variants Prioritizer) 進行排序，藉此來找出最
有可能導致疾病及與病人臨床病徵最相關的變異點位。

科學突破

此乃一簡化且操作容易的軟體，以加速次世代定序結果判讀速度。此程式優點為
簡化操作介面、篩選條件簡單清楚、增加可能變異的提示功能、優化程式速度、
並結合文字探勘與人工智慧功能，以期達到最佳效能。

產業應用

此軟體可應用於次世代定序變異判讀相關醫療產業，例如精準醫療、藥物基因體
學、遺傳疾病診斷、疾病風險預測、癌症及心血管疾病等。將可加速醫療相關產
業的發展。

胡務亮教授、李妮鍾副教授、許靖研究生、陳亭甫研究生、賴飛羆教授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技術簡介

小腦腦波是非侵入性的臨床電學新技術，用以測量小腦的神經放電行為。過去腦
波技術，僅限於大腦的訊號擷取。在小腦部分，由於對其神經訊號的基礎特性缺
乏了解，再加上小腦附近的肌肉電訊號干擾，造成小腦研究及臨床應用的技術瓶
頸。敝團隊藉由動物跨臨床的顫抖症小腦研究，找出小腦神經訊號的特徵並開發
出臨床小腦腦波技術。

科學突破

此技術根源於原發性顫抖症之基礎跨臨床研究。原發性顫抖症是最常見的動作障
礙疾病，佔 4% 成人及 20% 老年人。小腦腦波是該病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生物
標記，對臨床診斷、人類顫抖原因的了解及小腦功能的認識，具重大意義。藉由
小腦腦波技術，臨床電生理的研究可由大腦延伸到小腦，在研究上具重要的科學
價值。

產業應用

小腦腦波技術同於傳統腦波，具備非侵入性且容易執行的優勢。更重要的是，小
腦腦波異常是“原發性顫抖症“至今唯一的生物標記，且此一疾病影響 4% 成人
和 20% 老年人，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顫抖症的臨床診斷常規。因此，小
腦腦波技術的立即市場巨大，這尚不包括此技術在其他小腦疾病的臨床研究及應
用。

潘明楷主治醫師暨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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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EEG and oscillatory changes in patients of essential tremor. (A) A scheme showing the locations
of cerebellar electrodes. (B-D) Demographic EEG signals between a control subject and an ET patient in

Figure 1. Cerebellar EEG in clinical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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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賴飛羆 / 02-33664924 ext 419 / flai@ntu.edu.tw

Contact

time (B) and frequency (C,D) domains. (E, F) Group analysis between control and ET patients. ET patients
show excessive cerebellar oscillations between 8-12 Hz.

潘明楷 / 0975103397 / emorymkpa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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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與新藥

生技與新藥

高速次世代基因診斷輔助系統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技術簡介

本計畫建立一高速次世代基因診斷輔助系統，以協助臨床醫師人員能迅速進行患
者之次世代定序，縮短檢測及判讀所需的時間，以提高醫療照護品質。

科學突破

本研究以快速全基因外顯子定序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及時診斷兒童
及新生兒急重症遺傳疾病。其工作重點包含臨床與基礎之結合與臨床網絡之建
立，WES 技術之改善提高效率及速度，WES 判讀技術及輔助判讀程式之研發。我
們改善了次世代定序上機、資料分析與變異篩選的流程並精進了判讀技術，加快
了進行次世代定序檢測的報告時間。

產業應用

32

胡務亮教授、賴飛羆教授

隨著次世代定序技術快速成長，基因診斷分析也充滿挑戰。在這樣競爭激烈的環
境中，本計畫所進行之快速基因診斷流程，對於醫療產業，尤其是急重症的醫療
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是急重症的醫療。未來推廣後，將改變台灣醫療照護的型態，
提供患者更快速及準確的治療方向，此疾病診斷模式，將為國內急重症領域開創
新的治療研究的新頁。

Contact

賴飛羆 / 02-33664924 ext 419 / flai@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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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3D 列印及超音波輔助溶解技術製作立體全透明生醫晶片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技術簡介

平面生醫晶片在近幾十年來是許多新型醫材的測試平台，但近年來許多醫學相關
的文獻指出，在平面生醫晶片上的測試結果往往和臨床實驗不盡相同，其中一個
重要的原因是在平面生醫晶片上，無法確實探討各參數在三維空間內的效應，因
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開發新穎製程來製造一體成型的微流道晶片，用來突破目前
醫材研究的困境。

科學突破

本製程是利用 3D 列印機製造三維模具，再將 PDMS 澆注於模具中，翻製出三維
且全透明的微流道晶片。研究中的兩項挑戰需克服，包括如何降低 3D 列印模具
的粗糙度和如何在截面積小且細長的微流道中完全溶解 ABS。我們利用溶液蒸
氣來降低 3D 列印模具的粗糙度，也利用兩階段溶解及超音波輔助來加速且提升
ABS 溶解的效率。

產業應用

本研究所開發的全透明三維度微流道晶片可應用於醫療研發產業中，例如：(1) 微
型多層分流晶片可應用於肺部支氣管內的藥物傳輸現象；(2) 腦部血管瘤破裂的研
究，目前尚未有全透明三維血管瘤晶片可以驗證模擬的數據；或是 (3) 製造實驗
用之複雜性脈管系統，在脈管系統中進行細胞培養、血液分析或是人體器官之模
擬。

Contact

陳品銓副教授、周敬展研究生、陳翊菁研究生

陳翊菁 / 02-2733-3141 ext 7494 / giokgiok07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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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與新藥

天生高低有氧運動表現小鼠平台用於發現和創新於演化
以及慢性疾病之用途

還我健康的腦──重建腦神經血管組織之幹細胞層片

研發單位

國立體育大學

研發單位

國防醫學院

技術簡介

科技部多年支持下成功建置高低運動能力不同世代小鼠，是目前台灣唯一利用高
低有氧運動能力小鼠平台，可應用於運動能力在演化上的變化情形，也可研究運
動能力在不同性別與不同生命週期的健康促進與慢性疾病形成等課題。透過各式
功能性驗證平台與成分分析，也可用於開發具功能提升、延緩老化、女性健康促
進等保健食品素材或藥物開發。

技術簡介

本研究團隊首創將人類腦神經幹細胞及腦微血管內皮細胞共同培養，製成可分化
出神經元及血管分枝之細胞層片，用以重建大腦等神經血管組織。臨床前療效驗
證採用大鼠腦創傷模式，進行神經幹細胞層片移植治療，影像學及神經行為等評
估，顯示治療組大鼠之神經功能復原較佳，將擴展應用於腦中風、糖尿病足、退
化性腦病變等領域。

科學突破

經初代篩選至配種，已育種至第 13 代，此平台不僅可以探討天生高低有氧運動
能力在體能演化上的變化，也可應用於代謝疾病、體能活動不足相關病症、女性
疾病及高齡醫學等議題。可以供作未來在進行營養增補劑或不同運動訓練計畫時
的重要監測指標，也可以為精準醫療提供另一個解決方案。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1) 運動生技產業，推動競技運動發展之重要實務應用：此平台可供篩選具有提升
運動表現的保健品素材。
(2) 女性健康產業，應用於女性健康相關研究：此平台可供研發產後婦女及更年期
女性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新用途。
(3) 高齡醫學產業，應用於高齡族群健康相關研究：此平台可供尋找延緩老化的關
鍵因子或預防老化過程的肌肉流失。

與其他各種細胞移植治療腦損傷之技術比較，此創新細胞層片移植技術：
1. 直接針對病灶進行移植治療，非經由周邊血液循環，可避免血腦屏障之阻礙；
2. 針對腦損傷處移植細胞層片，避免採用細胞注射因針刺造成腦組織受損；
3. 細胞層片中的胞外基質提供組織重建的必要結構物，療效優於僅採用細胞或是
僅注射胞外基質之療法。

產業應用

1. 醫療產業─腦組織再生，移植細胞層片重建神經血管組織以治療腦中風、退化
性腦病變、腦創傷、脊髓損傷、糖尿病足等病人。
2. 生醫材料─細胞層片製成，神經血管組織工程材料。
3. 生物技術─幹細胞培養，再生醫學。
台灣腦中風新患者每年約三萬五千人，醫療成本達四百億台幣。在美國，每年腦
中風相關成本達七百三十億美金。

黃啟彰教授、徐藝洳博士

Contact

徐藝洳 / 03-3283201 ext 2409 / r23698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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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中興醫師 / 科主任、洪東源醫師 / 副教授、蔡宗能醫師

Contact

周中興 / 02-8792-3311 ext 12461 / choutpe@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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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吸收高分子體

製備小分子團水之設備和方法以及由其製得之小分子團水

研發單位

國家衛生研究院

黃明熙副研究員、黃瓊儀研究助理、冷治湘研究員兼副所長、劉士任研究員兼執行長、
陳信偉副研究員、莊再成康諾生醫技術長

研發單位

臺北醫學大學

技術簡介

本研究團隊設計出一系列聚乙二醇化 -/ 醣基化可吸收性高分子，開發不同分散型
式的新穎『可吸收高分子體』，作為疫苗控制釋放之用；達到經由一次疫苗接種，
即能產生免疫 - 追加的效果。可吸收高分子體於接種進入生物體內之後開始進行
分解，最後所有成分皆能經由正常代謝管道排出體外，組成安全性高，將引領創
新性疫苗設計。

技術簡介

本發明係提供一種小水分子團的水處理設備，亦提供製備該小分子團水之方法及
由該設備或方法製得之小分子團水。此穩定的電漿活化水 ( 小分子團水 ) 在室溫
下展現出的特性明顯不同於未處理之水，例如具有高的溶解度、高的化學活性、
能有效去除自由基。我們已成功進行 8 種正規的動物疾病實驗 ( 阿茲海默症、帕
金森症…)。

科學突破

新穎『可吸收高分子體』競爭優勢摘要如下：
柔軟，軟性系統不塞針；
安全，自然分解安全高；
細緻，微奈米級易辨識；
靈巧，控制釋放自由選；
簡便，簡單方便無溶劑；
善誘，免疫誘導防疫佳。

科學突破

我們開創了一個全新與用水有關的電漿活化水 ( 穩定、具化學活性、抗發炎 ) 研
究與應用領域，在電解水產氫、產氧效率提升與醫學應用上得到許多創見。已成
功應用於 8 種正規動物疾病治療實驗 ( 抵抗睡眠剝奪造成肝臟的傷害、治療肺癌、
治療腎臟疾病、帕金森症疾病、阿茲海默症疾病、牙周病疾病、糖尿病、高血脂 )。

產業應用

1. 活化水機器：電漿活化水具有高的化學與物理活性，具備抗氧化、抗發炎特性，
效果持久性長達數日
2. 活化水保健飲用品：電漿活化水氫鍵弱、水分子團小，保健成分更易進入細胞，
且電漿活化水本身即具能量與抗發炎特性
3. 面膜、化妝水等化妝產品：高滲透、微親脂、保養品好吸收，抗發炎特性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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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吸收高分子體可以有效率的提高疫苗與藥物之遞送能力、已經證實能增強疫苗
針劑注射與鼻腔給予之功效。目前評估其作為疫苗佐劑以及癌症免疫治療之免疫
調節劑，將來更可應用於黏膜製劑使用。

Contact

黃明熙 / 037-246166 ext 37742 / huangminghsi@nhri.org.tw

劉豫川特聘教授

Contact

楊織萍 / 02-2736-1661 ext 3155 / liuyc@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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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材

醫材

穿戴式心震圖譜輔助心臟病發行動偵測及早期預警系統

40

研發單位

長庚大學

技術簡介

李明義特聘教授兼所長、林文彥助理教授、蔡采璇副教授、林仲志副教授、張伯丞主治醫師

長效注射型眼藥遞送醫材
研發單位

長庚大學

一種同步量測心震圖 ( 心臟搏動機械響應 ) 及心電圖 ( 心臟電生理響應 )、即時辨
識生理標記、判定心臟急性病發特徵及病發風險機率之系統，可供居家使用，發
揮即時察覺病患發病徵兆、提供預警功能，是心臟電、機械生理同步監測技術之
新創見，也是穿戴式智慧醫療、心臟健康監測、病癥快篩回饋與早期行動預警產
品之新突破。

技術簡介

青光眼乃一全球重大致盲眼疾。本技術已開發一兼具生物降解、環境應答及緩解
病徵之多功能醫材作為眼藥傳輸系統。相較於現行藥水 / 手術之青光眼療法，水
膠 / 奈米材料劑型能展現眼前房單次注射給藥之諸多優勢：(1) 載體材料緩慢降解
可延長藥物釋放、(2) 抗氧化醫材可加乘疾患緩解功效、(3) 微創注射模式可改善
術後恢復。

科學突破

穿戴式心震圖偵測及預警系統可免除醫院超音波檢查，便可透過同步量測之心電
圖，掌握心臟搏動事件發生時序、即時判定心臟搏動無力、泵血不足及心臟急性
病發特徵，解決心臟急性病發時單靠心電圖無法辨別心臟衰竭病徵之瓶頸。己發
現 5 項心震圖生理標記，可作為判定急性心臟病發及心臟衰竭病症之新創見。

科學突破

現行藥水 / 手術之青光眼療法相當受限於眼部組織障蔽所衍生過低生物可利用率
及高侵入式開創所衍生嚴重患者炎性反應。相較於上述治療模式，本技術以新穎
水膠 / 奈米材料劑型進行眼前房單次注射給藥不僅具較佳延長釋放效能及安全性
且抗氧化醫材可同步改善病徵，對緩解青光眼所導致的視網膜細胞凋亡及視神經
組織傷害均極為裨益。

產業應用

本系統可同步量測心震 / 心電圖，為市售穿戴式心電圖偵測或機能衣產品所不及。
此系統利用心震圖譜生理標記，推測到目前臨床上必須經由心臟超音波檢查，才
能判定之心臟衰竭病癥指標 ( 左心室泵血分率 )，因此對急診或沒有配置心臟超音
波設備之門診、一般診所，將是一項快速篩檢心臟衰竭特徵的創新定量工具，極
具臨床應用價值。

產業應用

本技術乃藉由水膠 / 奈米材料劑型進行微創眼部藥物遞送，不僅相當符合目前臨
床上開發低侵入性藥物載體之趨勢，亦可受惠於多功能醫材平台而達到眼前房單
次注射之長效給藥及擴增療效利基。研發內容預期有助於緩解青光眼及多元化擴
充應用至其他重大眼疾標的，極具市場經濟效益及潛力帶動生技醫療與醫材研發
等相關健康照護產業。

Contact

李明義 / 03-2118800 ext 5340 / leemiy@mail.cgu.edu.tw

02

賴瑞陽教授

Contact

賴瑞陽 / 03-2118800 ext 3597 / jyla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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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材

醫材

用於慢性腎臟病預警與追蹤及透析成效評估之
呼氣氨檢測技術

42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技術簡介

冉曉雯教授、陳長江醫師、孟心飛教授、呂家榮教授 ( 長期支持：顏嘉麟先生、立衛科技 ))

多尺度生物顯微影像技術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本團隊使用新穎的垂直奈米孔洞結構製成超靈敏氨氣感測器，憑藉多年有機半導
體研究的經驗以及跨域合作整合的能量，開發出穩定且靈敏的感測器，組成原型
機，應用於臨床研究，目前已對血液透析病患、腹膜透析病患、以及慢性腎臟病
第三至五期未透析病患進行呼氣氨檢測，得到與血中尿素氮呈顯著正相關成果。

技術簡介

多尺度生物顯微影像系統是一個能夠做大範圍超解析掃描的新技術。系統涵蓋螢
光顯微鏡本體、大組織自動切片及超解析取像技術，搭配組織澄清技術，使用者可
在無損的大組織，例如腦組織或是癌症組織中獲得蛋白質分子層級的超解析影像。

科學突破

本團隊開發氨氣感測器，可偵測 ppb 等級的氨氣，獲得台灣美國結構專利，開發
出穩定靈敏的感測器，組成原型機，應用於臨床研究，得到與血中尿素氮高相關
成果。同時成功開發出開封後壽命可達一個月且可重複使用的晶片，提出完善封
裝方法，改良元件結構以利於低電壓輸出高電流，成功與低成本嵌入式系統整合
為改良式的原型機。

科學突破

目前市場上商用超解析顯微鏡大多都只能用於細胞層級的顯微影像，無法達到在
大組織中取相的能力，並且價格昂貴難以維護。本中心設計新式超解析顯微模組
結合組織澄清技術，可將一般光學顯微鏡升級為超解析顯微鏡，並可搭配全自動
切片掃描技術，以達到完整大組織取樣同時達到超解析顯微鏡的解像力。

產業應用

本技術整合台灣極具競爭力的半導體科技以及醫療體系資源，開發的醫材不只可
望用於慢性腎臟病患者自我監控，透析成效評估，對於高危險族群 ( 糖尿病，高
血壓，年長 ) 腎功能不良的早期預警亦有幫助，目前積極進行臨床驗證，此技術
在未來可望有很大的市場。

產業應用

本技術可大量運用於各類生物組織三維影像建構，亦可運用於高解析的掃描病理
組織切片，快速推廣至各大醫療院所，搭配人工智慧判別病理切片技術，快速提
高診斷效率，邁入下一個精準醫療的新世代。

Contact

林怡慈 / 03-5712121 ext 52922 / yitzulin67@nctu.edu.tw

04

江安世教授、林彥穎研究員、張煒堃博士後研究員、朱麗安博士後研究員、林宇捷博士生

Contact

朱麗安 / 03-5715131 ext 33488 / lachu@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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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材

醫材

精子品質檢測裝置

44

雷射耦合之 NBI 光纖照明於微型內視鏡的應用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前瞻物質基礎與應用科學中心 )

技術簡介

本發明相關一種用於檢測精子品質之檢測裝置，被染色之活性精子在測試墊上的
活動分布可作為評估精子品質如活性程度之用。特別是檢測裝置可使用紙材來達
到製作成本低廉以及使用容易之優點。

科學突破

此檢測試片未來能應用檢測出對糖質代謝困難而產生不孕的病人，在接受治療的
過程中，能自我追蹤自己的生理狀況及輔助治療成效。
我們發展一個成本低廉且快速、方便於家庭中使用的精液篩檢裝置，來檢測精子
濃度與精子活力。

產業應用

就技術產品面而言為全球首創，目前此項工作已技轉給廠商從事後續試量產。

Contact

06

鄭兆珉教授

鄭兆珉 / 03-571-5131 ext 62420 / chaomin@mx.nthu.edu.tw

研發單位

國立陽明大學

技術簡介

本系統利用雷射與照明光纖的耦合與導光，大幅縮小內視鏡照明部分面積，如此
極利於開發超細口徑內視鏡。可縮小病患傷口、降低疼痛與感染風險。RGB 三色
半導體雷射的同步快速切換搭配黑白 CMOS 攝像頭與影像處理，能產生較高解析
度的影像與利於診斷的 NBI。預期如此之超細內視鏡可利用於膽道、乳腺、血管
等特殊應用成像，並達成便攜的要求。

科學突破

有別於傳統內視鏡，本系統以 RGB 半導體雷射作為照明光源，其高同調性能大
幅減少光纖耦合的能量散失，僅需數根直徑 0.03mm 的照明光纖即可達成高照度
的照明，從而大幅降低照明部分所佔的截面積。如此，我們已可實現管徑僅 0.49
mm 的超細內視鏡。

產業應用

此超細內視鏡系統係利用二極體雷射照明，並具高可攜性，極便於各種場合使用。
按，臨床手術開刀傷口小於 5mm 時，不需縫線也不會留下疤痕。而孔徑僅 0.49mm
之超細內視鏡更可藉由針頭導入診斷，並可考量衛生採拋棄式處理。本團隊將以
此為基礎，開發可直接觀察血管壁之血管內視鏡。

高甫仁教授

Contact

蔡林芫 / 02-2826-7000 ext 5713 / chloe842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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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材

醫材

08

低強度脈衝式超音波裝置用於治療及／或預防神經退化性
疾病的用途

應用深度學習於全乳房自動超音波電腦輔助腫瘤偵測系統

研發單位

國立陽明大學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技術簡介

本研究團隊驗證低強度脈衝式超音波可以增加大鼠腦中的腦源性神經滋養因子
(BDNF) 濃度而對腦損傷與認知功能障礙有保護作用。穿顱超音波刺激以物理性刺
激大腦的方式產生內生性 BDNF，以達到緩解治療或保護阿茲海默症病患的效果，
並減少藥物治療所造成的副作用。

技術簡介

利用多尺度搜尋移動框將影像區塊化後，藉由以深度學習架構、集成學習、以及
焦點損失函數訓練之腫瘤偵測系統，判斷區塊內是否包含腫瘤，最後，再採用階
層式分類以及合併演算法合併有相同腫瘤之區塊並視覺化偵測之位置。

科學突破

此發明技術藉由穿顱超音波刺激對 BDNF 在腦內濃度的調控，對失智症的治療提
供了一個全新的治療方式。此技術能利用低強度脈衝式超音波增加內源性腦源性
神經滋養因子的分泌，對於多種腦部神經退化性的治療而言，是一新穎的非侵入
式物理刺激療法。

科學突破

不同根據醫生提供的腫瘤特性設計的傳統電腦輔助偵測腫瘤系統，新的深度學習
偵測系統不僅能自動找到適合的學習模組偵測腫瘤外，更能接受新影像改進系
統，達到快速、穩定且高準確率的目的。

產業應用

穿顱超音波刺激的神經保護作用，部分原因來自於它能增進腦內腦源性神經滋養
因子的分泌。我們的實驗結果顯示穿顱超音波刺激對於治療腦部因腦源性神經滋
養因子濃度降低所因起的相關疾病如阿茲海默症，是一有潛力的新穎治療方式。

產業應用

分為兩種模式 :
1. 直接使用偵測系統快速進行影像檢閱以及病灶偵測。
2. 先儲存至醫療影像儲傳系統後，再透過安全網路與去除個資的技術，使用已經
佈署偵測系統的雲端服務，快速檢閱與偵測影像。

楊逢羿教授

Contact

蘇威慎 / 02-28267000 ext 5546 / fyyang@ym.edu.tw

張瑞峰教授、黃耀賢博士後研究員

Contact

黃耀賢 / 02-3366-4888 ext 402 / vichua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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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材

醫材

可被生物吸收的合成骨植入物 - 骨替代物的自由成形方法
及其所用之複合材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

技術簡介

在臨床上 , 90% 的手術以”挖東牆補西牆”的方式修補骨缺損 , 本技術提出一個
優於現行手術的方式 , 在手術時不須挖取病人自己本身好的骨頭 , 但在病人恢復
後 , 病人身上只會有自體骨 ( 自己的骨頭 ), 而且本技術提出的創新骨材 , 不受骨缺
損的大小及形狀的限制 . 而且可以依病人的年齡及恢復條件 , 精準訂製病人的所
需的骨填充材 .

科學突破

創新骨填充材具可注射性、耐受性、骨傳導性良好、可完全生物降解吸收 , 滿足
目前許多臨床上的需求。以本技術所製作的骨植入物 , 有如下的突破點 :
1. 可以製作任何形狀 ;
2. 可以任意調整強度 ;
3. 可以任意調整降解速率 .
4. 可以填入任何骨缺損位置 .

產業應用

48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段維新教授、賴伯亮教授及主治醫師、許沛衣助理研究
學者、張曼蘋博士、吳佳容及林芝以研究助理

此創新合成骨植入物在植入人體後 , 可降解 , 可被吸收 , 可以轉換成病人自己的骨
頭。 臨床治療時，大約有 10％的骨創傷和矯形外科醫生會遇到需要進行骨植入
物來修補病患骨缺損位置，而且使用上是增加的趨勢；故本創新骨植入材可為外
科醫生在面臨骨移植的創傷和整形外科手術時，作為選擇最合適的骨移植物或骨
移植替代物。

Contact

許沛衣 / 02-33662679 / edwina_hsu@mail2000.com.tw

10

具有表面電位轉換多導程數的即時心臟血管功能評估系統及
其心電訊號分析方法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技術簡介

利用再極化離散度大於正常水平的原理來早期診斷冠心病 (CAD)，我們新開發了
一具最佳表面電位轉換多導程數之即時心臟血管功能評估系統，利用調整電極位
置數量和訊號重建參數以達到量測與分析效能的最佳化設計，可提供再極化離散
度等衍生數據以應用於冠心病人之即時分析及早期診斷。

科學突破

利用傳統靜態 12 導程心電圖來量化 QT 離散度，因診斷準確性低而有其局限性，
目前已幾乎被放棄了。我們設計了一多導極心電圖儀，能衍生出 25 到 221 個通
道信號，利用調整電極位置數量和訊號重建參數以達到量測與分析效能的最佳化
設計，並提供再極化離散度等衍生數據以應用於冠心病人之即時分析及早期診斷。

產業應用

診斷心肌缺氧的技術是很重要的，負荷心肌灌注顯像或電腦斷層冠狀動脈造影，
因具電離輻射和費用高昂，無法廣泛應用於日常檢查中。我們新開發的具最佳表
面電位轉換多導程數之即時心臟血管功能評估系統，可將多導極心電圖訊號衍生
出 25 到 221 個通道信號，提供再極化離散度等衍生數據以應用於冠心病之即時
分析及早期診斷。

Contact

吳造中教授

黃美貞 / 02-23123456ext88559 / ntuh20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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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智慧應用 & 電子 & 光電

AI 智慧應用 & 電子 & 光電

資安特色中心暨聯盟
中央研究院資訊創新研究中心

計畫團隊主持人 : 李育杰研究員、謝續平教授、林宗男教授、李忠憲教授
發明人 : 謝續平教授、孫雅麗教授、蕭舜文助理教授、楊竹星教授

研發單位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技術簡介

1. 相較於現有的滲透測試工具，本系統 VulScan 對網頁應用程式防火牆有更高的
穿透率。
2. 以機器學習為核心，架設多層神經網路，並利用自動化方去取出惡意樣本近
68,000 維之特徵作為訓練資料。
3. 藉由大規模惡意程式動態行為側寫，深入剖析惡意程式家族與跨家族特徵行為
群與惡意企圖，並自動化擷取產生特徵行為序作為有效偵測依據、深度語意分
析與惡意企圖標籤，以及程式執行序鑑識。
4. 應用 Xgboost 於 NetFlow 之惡意流量偵測之研究。

技術簡介

本技術是一種具偏振調控的穿透式可見光寬頻消色差超穎透鏡，設計概念是採用
介電質奈米天線，針對不同的可見光波長，以不同相位補償的奈米結構，實現將
寬頻可見光波長，聚焦於固定的空間平面上的消色差功能，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
製作出來，在可見光區域中能實現全彩成像的消色差超穎透鏡。

科學突破

奈米技術製成的超穎透鏡比一般透鏡具有更多功能延展性與超薄體積等優點，此
研究採用具有波導共振的介電質奈米天線，因此提供了極佳的效率，排列對於不
同波長有不同相位補償的奈米天線結構後，可將各色光聚焦於一點，也是世界上
首次成功地將超穎透鏡用於全彩成像。

產業應用

藉由超穎透鏡輕量化且小體積的優勢，能使各種光學系統走向更加微型化的路
線，像是顯微鏡、攝像機鏡頭、手機鏡頭與行車記錄器上。各種光學系統會比目
前的系統更小更多功能，光學影像訊息運用的範圍也更廣泛。

產業應用

52

可見光寬頻消色差介電質超穎透鏡成像

研發單位

科學突破

1. 本系統可針對已部屬網頁應用程式防火牆或過濾器之目標，自動產生複合式繞
穿技巧。
2. 本系統包含針對惡意程式檢測之創新多工學習訓練技術，可在避免重新訓練的
前提下，新增惡意程式偵測及分類模組以增進辨識能力。
3. 三大突破 : 1) 聚焦家族與跨家族以惡意企圖為根基的執行序為偵測特徵之擷
取 ; 2) 自動化執行序特徵產生演算法 ; 3) 提出深度語意分析，關連執行序與惡
意企圖，完整掌握惡意程式活動歷程。
4. 加入機器學習的算法能將原本需要人為觀察調整的閾值 (threshold) 自動的進行
設定，這可以有效提升偵測率。
1. 協助需求單位強化網頁安全自我檢測之能力，有效發掘自身網頁所存在之漏洞。
2. 隨著惡意程式的演變，可彈性增減分析及檢測模組。
3. 本技術提出自動化惡意程式家族與跨家族特徵行為群產生與完整、高階的語意
分析，達到更快速、有效、準確的即時偵測未知惡意行為。
4. 該系統可以實時運作於真實校園網路環境中，進行流量的判別。

Contact

02

林愔予專案經理 / (02)2788-3799 ext. 2159 / ineslin@citi.sinica.edu.tw

Contact

蔡定平特聘研究員兼主任、吳品頡博士後研究員

朱正弘 / 02-27873192 / shufree@gate.sinica.edu.tw

53

03

54

AI 智慧應用 & 電子 & 光電

AI 智慧應用 & 電子 & 光電

04

連結居家、社區、診所和醫院
之區塊鏈導向智慧健康構築方案

人體生理訊號感測裝置與智慧衣

研發單位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蔡篤堅教授、徐建業教授、黃兆聖總經理、傅受一顧問、高鵬總經理

研發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高雄醫學大學

技術簡介

成為未來醫院、診所、社區、居家全方位智能系統合作發展的基礎，在信任區間
從事個人電子病歷交換，獲得泰國政府評估並部分採納，並延伸泰國和週邊國家
的合作計劃（緬、寮、柬），亦獲得柬國政府和企業合作，將於金邊建立醫學中
心及醫學院，有機會透過實質體驗和高端客群的經營，將技術延伸至東協國家與
中國。

技術簡介

本團隊開發的人體生理訊號感測裝置，能感測多項生理訊號，包含心電訊號
（ECG）、肌電訊號（EMG）、和周遭溫度，並可提供心率與肌肉運動量之資訊。
我們也將感測器整合於運動衣物／臂環／腿環，使其能輕便地穿戴，以便在一般
生活場域使用，例如日常運動、老年居家照護、精準運動及復健上，而不只侷限
在實驗室或醫療場域使用。

科學突破

可配合東協地區醫療資訊和社區健康的應用，發展多重模式，除了融入泰國與柬
國衛生法規和機構社會情境脈絡，具有協助衛生部導引完整醫療體系發展的可能
性，更重要的是與商業鏈接，創造無分公私立醫療院所的服務體系屬性模式，類
似的設計也正贏得中國與其它東協國家的重視。

科學突破

目前市面上常見的生理訊號感測裝置大多只能提供單一訊號量測。而本團隊所開
發的多功能人體生理訊號感測裝置，能感測人體的心電訊號（ECG）、肌電訊號
（EMG）、和周遭溫度等。配合無線傳輸與生理訊號分析演算法，成為一軟硬體
高度整合的感測系統。我們研發的技術有著體積小、低耗電、可攜式與量測簡單
便利之優勢。

產業應用

醫療產業應用，能夠輔助健康紀錄管理、促進醫療資源交流、減少醫療資源使用
負擔。跨院、機構紀錄交換已成為趨勢，透過健康紀錄的傳遞可以協助醫師臨床
決策；將健康資料還歸於民眾自我健康管理，可同時提升健康自我管控能力，提
升自我健康及生活品質。

產業應用

結合感測裝置的“智慧衣”將成為老年照護、運動訓練與精準復健上的利基產品。
在老年照護上，藉由量測長者每日的心律與活動量，可達成智慧化健康管理的目
標，並協助照護人員的工作；在運動應用上，透過心律與肌肉運動強度的紀錄，
可有效提升訓練的品質。此外，經由大量數據之收集，可提供人體心理、生理健
康資訊之大數據分析。

Contact

盧忻謐 / 02-87721168 / estela@sea2003.org.tw

Contact

國立中山大學：黃英哲教授、ROBERT RIEGER 教授、郭可驥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郭藍遠教授

黃冠渝 / 07-525-4337 ext 4337 / kyhuang@esl.cse.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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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虛擬影像復健動感多軸同步平台
國立中山大學 孫培原博士生、李浩然碩士生、戴詠旋碩士生

研發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技術簡介

本技術開發一多軸同步體感平台結合虛擬實境影像應用於醫療復健，其主要透過
互動科技、空間定位、觸覺模擬與情境感測等技術，使得擬真動態體感結合物理
復健平台提供使用者在使用過程中能強化身心功能、並使精神及肌肉群參與運
動，降低病人退化風險，進一步擬真動態體感結合物理復健。

技術簡介

腦是人類最神秘的器官，人腦意念是藉由 850 億個神經元彼此交會連結而產生特
定的心智功能。而人工智慧的技術發展，建立人腦與電腦之間對話的可能性，提
供解讀人類心智的新科技。我們利用自製無線腦波機配合腦波乾式電極，量測全
腦電波資訊，以人工技術即時解讀動作意念與情緒感知，達到腦波溝通與社交輔
助的全新科技。

科學突破

本平台利用三組曲柄連桿作為支撐機構，具有三個自由度，並實現上下升降 、左
右翻滾與前後俯仰多種運動模式。動力源為藉由三組伺服馬達，EtherCAT 的通訊
傳輸配合多組伺服電動機與運動控制卡來驅動平台，並利用 VR 影像整合多軸同
步平台，使平台同步於 VR 影像之運動模式。

科學突破

傳統情緒辨識居多是透過臉部表情或肢體動作，而本技術之突破性在於透過人工
智慧技術分析人體生理訊號如腦電訊號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來瞭解自
身情緒反應與動作意念預測。此系統可結合於社交平台，如 Facebook、Google+
以及 Instagram。

三組曲柄連桿機構與三組伺服電動機驅動模組相較於六組電動缸，成本大幅降
低。平台的運動姿態與 VR 影像同步給予復健病人更真實的感受，增加復健過程
的吸引力，進而提升復健效果，且復健時的生理訊號上傳至雲端進行大數據分析，
復健師可針對不同復健模式進行分析，並規劃更適合的復健方式。

產業應用

此系統可結合於社交平台，如 Facebook、Google+ 以及 Instagram。在未來應用中
可以提供使用者自我情緒檢測、協助醫師處方以及社群交流互動的新型態。

Contact

李浩然 / 07-5252-000 ext 4279 / a0988890709@gmail.com

06

AI 腦波意念情緒解碼機

研發單位

產業應用

56

潘正堂教授、光灼華教授、蔡得民教授、顏仲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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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國鎧教授、李柏磊教授、許顥騰博士後研究員

Contact

黃羽溶 / 03-4227151 ext 35132 / john.kuo8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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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驅動、完美柔性、主動式機器人皮膚與有感覺皮膚的軟
性機器人
研發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賴盈至助理教授

技術簡介

以人體皮膚和軟性生物為靈感，破壞式創新智慧機器人感知科技，成果含兩部分：
1. 不需要電力驅動、可隨意變形、完美柔性的主動式機器人皮膚，利用大自然靜電能感
測靠近、觸摸、壓力、濕度、溫度、接觸材料等。
2. 各種功能的有感覺軟性機器人，包含 : 可感知靠近、抓取、提升、甚至察覺貨品脫落的
夾具、人體生理訊號、嬰兒尿布濕度、自身肌肉動作、直觀通信、人機互動等功能。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58

目前無法實現機器觸覺，因為 :
1. 傳統元件無法隨機器人軀體配置、無法隨其運動而變形
2. 被動感測器需要連續供給電 / 光訊號驅動，電力是大面積配置一大問題。
此外，軟性機械有極大潛力，但連續柔軟、可變的軀體，使實現其皮膚更是困難。破壞
式突破瓶頸：
1. 利用自然靜電，搭配材料開發，實現第一個不須電力驅動、完美柔性、可大面積布置
的機器人皮膚。
2. 首次實現軟機器人的皮膚感知能力。
智慧機器人將全面影響工業、服務、醫療、照護等，目前挑戰包含：缺乏環境感知、不
安全人機應用、缺乏自由度等。沒有皮膚，無法感知內、外，難以回饋控制，更增添危
險性。
1. 所開發皮膚適用各種需要感測網絡的應用，含機械安全皮膚、感知皮膚、人機介面等。
2. 有感覺軟機器人提供更大自由度、更安全，能執行精緻、有感的工作。兩大成果將開
啟人工智慧、機器人、物聯網、工業 4.0 關鍵大門。

Contact

賴盈至 / 04-22840500 ext 300 / yclai@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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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射月計畫 - 智慧終端（AI Edge）關鍵技術
研發單位

半導體射月計畫辦公室 ( 國立中興大學 )、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 國立成功大學

張振豪教授、林永隆教授、
柯正浩教授 / 方維倫教授、李順裕教授

技術簡介

半導體射月計畫共有 20 群研究團隊致力開發智慧終端關鍵技術，此次展出其中
三群研究團隊技術：
1- 語音指令識別系統與低功耗深度學習硬體加速器。( 國立清華大學 / 林永隆教授團隊 )
2-《SpectroChip智慧終端光譜晶片系統》技術與應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 國立清華大學 柯正浩教授 / 方維倫教授團隊 )
3- 用具可攜式無線尿液檢測與預防心血管疾病之晶片系統與平台。( 國立成功大學 / 李順裕教授團隊 )

科學突破

1- 整合神經網路設計與訓練、音訊處理、模型壓縮、神經網路硬體加速器設計等
多項技術，實現低功耗語音指令識別系統。
2- 世界首創 SpectroChip 光譜晶片技術，AI 健康 / 生化 / 民生 / 工業檢測儀。
3- 首創具心血管疾病生物標記物微流道感測系統晶片與智能平台 ; 檢測尿液中生
物標記物濃度，評估使用者心血管疾病風險。

產業應用

1- 語音指令識別系統可廣泛應用於通訊、車輛、家電、消費性電子等產品。
2- 居家照護，健康管理檢測，食安與工業監控應用。
3- 可應用於心血管疾病之預防、居家照護與即時診斷。

Contact

蘇佳瑩 / 04-22854086 / cis@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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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化學成份連續自動監測器

利用矽光子技術提升數據中心網路與晶片網路傳輸容量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楊玉山總經理、蔡春進講座教授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技術簡介

本技術是一個高效率 PM2.5 微粒收集及自動化學成分分析的監測儀，採用乾式靜
電沈積、濕式萃取的方式收集 PM2.5。本技術先將 PM2.5 微粒充電，再以靜電力
收集於接地壁面；接著利用電磁閥以脈衝方式注水，以萃取 PM2.5 成為液體樣本，
最後再進行自動化學成份分析，以得到即時的微粒離子及金屬成分。

技術簡介

過去幾年我們看到數據中心網路的頻寬需求急速增加，營運數據中心變得越來越
昂貴。需要同時提高傳輸容量及降低成本。在這研究中，我們在矽光子平台上開
發先進的多工技術和調變格式，分別是分模態多工和四階脈波振幅調變，提升數
據中心網路和晶片網路的傳輸容量，實現 2.6Terabit/s 傳輸，較目前數據中心的
100G 模組傳輸容量高出 26 倍。

科學突破

PM2.5 主要的化學成份如硫酸塩、銨塩及硝酸塩，及有毒的重金屬，這些成分的
濃度及來源均受到很大的關注。本監測器突破過去無法以靜電收集全部 PM2.5 於
水的困難，除了比國際上昂貴金屬監測器的偵測下限及背景值低，也比國際上塩
類成份分析儀準確，且能進行連續性的監測，為世界上最先進的 PM2.5 化學成份
監測儀。

科學突破

傳統上要提升傳輸速率，多是使用分時多工和分波多工，本研究有別於既有思維，
提出分模態多工結合四階脈波振幅調變來顯著提升傳輸速率。相關實驗結果發表
於 IEEE Photon Tech. Lett. 國際頂級期刊並評選為封面，技術具有領先性之地位。

產業應用

隨著 5G 網路鋪開、物聯網等應用逐漸普及，數據流量將會以倍數增長，運營數
據中心變得越來越昂貴。本研究開發的矽光子傳輸技術，能利用全光傳輸提升數
據中心網路和晶片網路的傳輸容量，實現 Terabit/s 傳輸，極有可能在未來取代在
數據中心的既有網路科技，在資訊與通訊產業極具應用潛力。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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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用於環境及煙道的 PM2.5 成份連續自動監測，找出污染源，改善空氣品質
2. 可用於半導體製程氣體及潔淨室空氣的連續自動監控，增加製程良率
3. 本國可自產此儀器，取代價格高達 700-1000 萬的國外產品，拓展國際巿場
4. 本產品 PM2.5 前趨氣體偵測器已實際應用於半導體的潔淨室及煙道的連續自動
監測

Contact

周侑霖 / 03-5712121 ext 55524 / david830915@yahoo.com.tw

鄒志偉教授、宋峻宇博士、葉建宏教授

Contact

鄒志偉 / 03-5712121 ext 56334 / cwchow@faculty.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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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鈣鈦礦太陽能電池的元件模組開發與應用

結合深度學習與巨量資料技術之智慧性疾病風險
早期偵測系統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刁維光特聘教授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技術簡介

在新世代鈣鈦礦太陽能電池的元件模組開發與應用中，本研發團隊引入高吸光係
數與低成本之鈣鈦礦 MAPbI3 做為太陽能電池的吸光層。並引入雷射蝕刻、網版
印刷與 3D 點膠等技術實現高控制性與客製化之商業化製程，設計出在室內光下
活性面積為 15.12 cm2、電壓可達 7 伏特與光電轉換效率可達 11% 之大面積鈣鈦
礦太陽能電池模組。

技術簡介

本系統 iDeepCare 以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及大數據分析方法為基底，結合影像處理、
多變數時間序列探勘、文字探勘等多重技術而發展出創新之智慧性疾病辨識及風
險預測技術，可由醫療影像、生理訊號、病歷醫囑等多面向資料進行探勘分析及
學習建模，可對多種疾病進行智慧性之早期風險預測及自動辨識，並同時兼具高
準確性及即時效率性。

科學突破

我方團隊所開發之技術在沉積鈣鈦礦的步驟與模組的製備皆是在常溫常壓、濕度
50% 環境下進行，且在室內光下可達到 11% 的光電轉換效率。於穩定性測試中，
將未封裝之大面積模組放置於溫度 20℃、濕度 50% 的環境下作長效測試，將數
據歸一化後，其光電轉換效率可穩定維持在 9 成以上近 2000 小時。

科學突破

本系統所發展之疾病辨識與預測技術於智慧醫療具高度突破性，以本系統所發展
之醫學影像判讀技術為例，可由內視鏡影像自動辨識大腸瘜肉腫瘤化之良惡質
性，預測準確性 Sensitivity 可達 97% 之高，判讀速度可達 0.5 秒以下之即時性，
已發表於消化內科全球排名第一之期刊 Gastroenterology，並獲美國路透社專欄越
洋採訪及高度肯兼具技術突破性及臨床應用潛力。

產業應用

物聯網未來會需要大量的無線射頻設備以進行資料之即時回饋與發送。本技術的
產業應用性在於利用鈣鈦礦太陽能電池搭配超級電容或小型儲能裝置，即可藉由
室內光源來提供物聯網遠端遙控與接受所需的電力，解決一次式電池的置換問
題。此外鈣鈦礦材料本身獨特的光電特性也極具其他光電科技之應用潛力。

產業應用

本系統及相關技術可整合開發為智慧醫療領域所需之智慧型診斷輔助系統，對於
醫療照護端可降低誤診率及提高診斷效率；對於病人端可及早發現疾病及早治療
並降低醫療耗費；對於資訊服務產業則可擴展開發為各種醫療分析及決策支援系
統，與現有之 HIS 醫院資訊系統、PACS 影像系統、CIS 臨床資訊系統等相結合及
加值，並可拓展至全球之智慧醫療產業。

Contact

謝依婷 / 03-5712121 ext 56081 / yiting@nctu.edu.tw

12

曾新穆特聘教授、盧鴻興教授、何信瑩教授、劉建良副教授／高宏宇教授 ( 成功大學 ) ／
陳鵬仁醫師 ( 三軍總醫院 )

Contact

曾新穆 / 03-5712-121 ext 54765 / vtseng@cs.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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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無人載具之深度學習物件辨識 / 行為預測及
360 度視訊定位技術
國立交通大學 曾慶鎧碩士研究生、李佳業研究員、賴俊宇碩士研究生

技術簡介

ezLabel 以自動路徑規劃與自動標框演算法，減少人工工時、確保樣本品質，並收
集世界各地資料，有助於深度學習架構的開發。深度學習後方超車行為預測使用
C3D 深度學習網路，輸入 16 張後方鏡頭影像即可偵測後方車輛超車行為，可用
於未來電子照後鏡產品，另外，360 度視訊定位技術，解決單一視角視訊定位技
術的缺點，提供準確的視訊定位，加快 3D 視訊圖資建立。

科學突破

ezLabel：
1. 路徑預測：2 張畫面即可標記一段影片；
2. 物件貼邊：保證品質並提升標記速度。
後方超車預測：
1. 熱像圖示意超車；
2. 3D CNN 實現；
3. 日夜間準確度達 95% 以上；
4. 同時物件偵測與行為預測。
360 度視訊定位技術：
1. 支援可變鏡頭數量；
2. 全景畫面定位；
3. 節省 50% 建立地圖時間；
4. 增加純旋轉之定位穩定。

產業應用

64

郭峻因教授、林柏宏碩士研究生、沈柏均技術經理、廖建智博士後研究員、

研發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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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圍棋終身學習系統 – 圍棋程式 CGI 與相關應用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技術簡介

＊發明一種亂度參數，可很容易地用以調整棋力，同時避免下出固定的棋風。
目前可提供業餘 18 級到職業 13 段等 40 個等級棋力。
＊研發 CGI 圍棋棋力鑑定系統，可自動偵測對弈者棋力。
＊發明多標籤價值網路，可增強棋力、且能提供讓子棋功能。
＊研發許多新的棋局分析功能，如圍棋中最重要的局勢、死活、連接性。

科學突破

研發出一套「電腦圍棋終身學習系統」，具有以下獨有的特色：
＊發明一種亂度 (Entropy) 參數，可很容易地用以調整棋力。
＊全世界第一套能提供達四十個等級棋力的電腦圍棋程式。
從業餘十八級 ( 初學者 ) 到業餘初級、業餘初段到業餘九段、職業初段到職業
十三段
＊全世界第一套棋力鑑定系統，能從對局中自動偵測玩家棋力。
＊論文即將發表於國際頂級 AI 會議 AAAI 2019 ( 接受率 1150/7095 = 16.2%)

產業應用

＊可用於訓練圍棋國家代表隊，以提升台灣圍棋職業棋士 ( 國家代表隊 ) 水準。
＊可與許多社區棋院、棋社合作，提供圍棋新手、業餘棋士之教學。
＊可提供大型圍棋網站一套完整教學系統，從圍棋新手到職業高段棋士。

吳毅成教授、吳廸融學生、劉安仁學生

ezLabel 獲得 Audi Innovation Award 肯定，作為所有影像深度學習開發基礎工具，
加速並兼具標記品質，有助於研發 AI 模組，綜合 AI 技術可應用於工業 4.0 工廠
無人車或賣場倉儲運送機器人，自駕輪椅在醫療場所可協助病人移動，機場內亦
可以幫忙運送行李，甚至對自動駕駛車之發展上能提供較好的定位解決方案。

Contact

沈柏均 / 03-5712121 ext 54265 / pcshen99@gmail.com

Contact

柯月卿 / 03-5731603 ext 31603 / icwu@cs.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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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立方衛星

66

16

心智危機解密
莊智清教授、苗君易教授、蔡雲鵬研究助理、洪銘陽研究助理、洪亞慈研究生、劉容辰研究生、
葉家亨研究生、吳政廷研究生、黃銘賢研究生、Jordan Vannitsen 研究生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技術簡介

鳳凰立方衛星為一高度整合之微小衛星其技術內涵包含科學酬載，結構次系統，
電能次系統，機載資料處理，姿控次系統，遙傳指令次系統，熱控次系統，飛行
軟體以及系統之整合。就程序面而言則包含系統設計、分析、製作、組裝、整合、
測試、發射與操作。鳳凰立方衛星於太空軌道順利運行一年有餘，顯示系統技術
之成熟度。

科學突破

鳳凰立方衛星之科學酬載為離子 / 中性粒子質譜儀可以量測離子、中性粒子、電
子、氧原子、溫度等之物理量可增進人們對於熱氣層物理現象的理解，包含地球
大氣層與太陽輻射間的關聯性，所獲得的全球分佈資訊，可進而強化預測模型，
有利於地球暖化、大氣科學、太空天氣、高超音速飛行、太空旅行乃至於衛星殘
骸軌道估測之研究。

產業應用

AI 智慧應用 & 電子 & 光電

立方衛星之標準與發展對於太空產業產生破壞性之創新也一定程度地改變太空科
研與商業之生態，引領許多太空商業公司之創立，包含次系統之製作商、測試與
發射服務公司、應用立方衛星星群之商業服務等。鳳凰立方衛星之自主研製、發
射與操作，團隊已掌握關鍵之次系統與整合技術，後續將結合國內資通業之優勢
據以進行產業佈局。

Contact

莊智清 / 06-2757575 ext 62333 / juang@mail.ncku.edu.tw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技術簡介

透過 GE MR750 3T 的腦磁振造影儀器，蒐集個體 8 分鐘靜息態的腦磁振造影資料。
然後進行功能性連結的運算，並配搭多變量型態分析，機器學習類型的算則，與
個體的年齡以及其認知功能作業的表現進行學習與預測。

科學突破

靜息態快速造影與分析，準確預測年齡與認知功能。本實驗室所發展的機器學習
預測模型，對於年齡的預測準確度和目前的國際研究相比，排名全球第二。

產業應用

做為臨床快速篩檢使用，以及做為全民大腦健康日常檢測的工具。未來這項技術
可以應用於預防失智症與精神疾病等方面。只要個體被檢測出來的結果不佳，就
可以依照個體的數據設計出客製化訓練方式。

謝淑蘭特聘教授、吳馬丁助理教授、文筠心博士生、張禾孟博士生、許睦辰碩士生

Contact

謝淑蘭 / 06-2008703 / howard.hsu6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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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海 ( 廢 ) 水採鋰礦之方法與設備

啟動照明文藝復興類燭光 OLED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王鴻博講座教授、陳柏安博士生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技術簡介

本新穎技術有關施加低電壓於新型光活性鈦氧鋰離子篩，加速選別海 ( 廢 ) 水中
微量鋰嵌入離子篩中，再施以反電壓釋出鋰離子，達到回收與富集鋰之目的。因
不需添加化學藥劑，可減少衍生污泥清處費用，其自動化設計，有別於既有思維，
確屬技術突破。本低成本離子篩也具光催化活性，在選別鋰離子回收時，可光催
化分解水產生氫氣，以供自身能源需求。

技術簡介

此技術集整油燈與蠟燭無藍害的優點，及近一百五十年電力照明節能的優點，加
上原創高波段類自然光 OLED 光源專利技術，研發出第一個由電力驅動高能效、
高光質、柔和、無藍害且無 PM2.5 與溫室氣體排放的類燭光，可供長期看書使用
而不傷眼，入夜使用而不傷身，可讓褪黑激素自然分泌，兼顧照明與健康需求，
是次世代最佳照明選擇。

科學突破

本技術關鍵是施加離子篩低電壓加速選別海 ( 廢 ) 水中鋰離子或施以反電壓釋出
鋰離子，達成回收與富集鋰之目的。因不需添加化學藥劑，可減少衍生污泥清處
費用，其自動化設計，有別於既有思維，又可光催化分解水產氫，以供自身能源
需求，易應用於回收鋰 ( 廢鋰電池 ) 與貴重金屬 ( 例如電鍍廢水 ) 及其水回收再利
用，確屬技術突破。

科學突破

此項技術之科學突破性在於，它是全球第一個無藍害平面光源技術，被全球影響
因子最高臨床醫師癌症期刊綜評文章譽為對抗婦女乳腺癌的創新光源；多次榮獲
國際大獎，並深獲國際太空站照明計畫主持人喬治 ˙ 布蘭納教授的重視，突顯了
它在多元應用上的重要性，除了取代油燈、蠟燭，甚至可以取代目前低功效或各
種富含藍光的電子照明。

產業應用

本技術特色是海 ( 廢 ) 水回收鋰之自動化操作設計，優勢包括：(1) 自動化降低人
力成本、提高產率，可遠端電腦操作、(2) 鋰的需求 ( 例如醫學、航空、電池以及
核融合 ) 將快速增加、(3) 不需添加化學藥劑，不造成環境汙染，屬綠色技術、(5)
產業需求 ( 鋰電池製造 / 回收廠及其廢水處理工廠 )、及 (6) 低耗能、低成本，將
創造龐大經濟效益。

產業應用

此項產品的應用範圍極廣，因為高光質又對視網膜友善，而可用做檯燈長時間看
書，或室內照明長時間工作使用、作為黃昏後的居家照明；因為對昆蟲與夜空友
善，而可做為生態友善路燈；它是節律照明重要的一環，因此，可用作太空站的
照明、長照病房；此一產品滲透性極強，可在諸多場域使用，包括豪宅、遊艇等，
有極高商業價值。

Contact

王鴻博 / 06-275-7575 ext 65832 / wanghp@mail.ncku.edu.tw

周卓煇教授、謝濬宇製程工程師

Contact

李政霖 / 03-5742618 / xjp01447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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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維影像估測三維房間佈局架構及三維相機定位

基於自我督導式學習預測 360 影片之深度與相機運動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林宏縉碩士班研究生、賴尚宏教授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技術簡介

我們提出了一個具有深度網路的幾何感知框架來估測二維及三維空間中的室內佈
局。我們將佈局估測的任務分為兩個階段的深度學習網路，首先從單張影像估測
二維房間佈局，然後估測相對應之三維佈局長方體模型參數。我們的實驗證實所
提出的模型不僅可以提供有競爭力的二維佈局估測，而且可以提供實時的三維房
間佈局估測。

技術簡介

我們利用自我監督式學習的方法來預估 360 影片中全向式的深度與相機運動。首
先，將等距離長方圓柱投影到立方體以避免過多的影像扭曲。接著，我們提出一
個創新的球狀光度一致性限制 360 度球體成像，用球狀投影可以將所有像素投射
回影像平面。最後，我們提出相機姿態一致性的損失函數使預測的相機運動能達
到一致性。

科學突破

此技術主要建立在從單張二維影像可估測三維室內房間幾何結構的創新框架，我
們將三維房間架構估測分解為兩個階段 , 首先估測 2D 的房間佈局 , 然後估測 3D
房間模型長方體參數。這是一個創新的系統架構，適合用深層網路模型來實現完
成。此方法適用於即時三維房間架構估測，具有準確性高以及計算速度快等優點。

科學突破

目前單幀影像預測深度之技術尚未完整應用於全景影像。我們提出基於 360 度影
片的深度預測技術，並且於整體架構中提出三點新穎的技術加強深度與相機動作
的預測。

產業應用

無論是在自動駕駛車、機器人或是智慧系統上，了解周遭的環境變化與自身位置
是不可或缺的。傳統方法使用多鏡頭系統等儀器，維護成本高且須高度整合。現
在透過一個 360 相機鏡頭，搭配演算法即可預測深度與行進路徑，價格相對低廉
且易取得使用。

產業應用

70

AI 智慧應用 & 電子 & 光電

此技術可應用在許多需要從二維室內影像進行即時的三維重建以及室內定位的相
關應用，譬如機器人在室內的導航，可從二維室內影像建立三維場景的模型以及
達到機器人的三維定位，亦可用在擴增實境或虛擬實境的應用皆需要即時的攝影
機及房間的相對三維幾何關係以提供即時的攝影機或使用者的三維定位。

Contact

楊善淳 / 03-5715131 ext 33535 / shantsun@mx.nthu.edu.tw

20

胡厚寧學生、王福恩學生、鄭仙資學生、林沅廷學生、石孟立學生、
楊尚達學生、朱宏國副教授、孫 民副教授

Contact

王福恩 / 02-2578-6427 / fulton847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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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硼化合物、有機發光二極體的發光層以及
有機發光二極體裝置

探究實驗互動學習系統─擴大實驗室邊界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前瞻物質基礎與應用科學中心 ) 吳典霖博士後、林致均博士

研發單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技術簡介

本技術展示具有熱活化延遲螢光（TADF）的含硼化合物的設計與合成，以及作為
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的應用。雙硼材料之分子為雙硼蒽連接咔唑或胺類基團
的長棒狀化合物。使用雙硼化合物的 OLED 元件具有有高效率性能和低的效率滾
降表現，使本技術在彩色顯示器應用具有高度吸引力與前瞻性。

技術簡介

本探究實驗互動學習系統包含：教學單元、實驗紀錄單元與評量單元。使用者於
教學單元學習科學實驗內容後，進入真實實驗室操作實驗，將實驗結果紀錄於實
驗紀錄單元，而評量單元將填寫結果對照解答產生評分。使用者可藉由遊戲方式
學習科學知識，並透過系統的即時回饋瞭解實驗之正確性，以虛擬與真實交錯學
習方式增加學習效果。

科學突破

本發明技術為新型雙硼化合物材料的發明與設計，其具有熱活化延遲螢光特性。
原理是減小螢光分子的單重態 - 三重態能隙，藉由環境熱能進行逆向系統間跨越，
將三重態能量躍遷回單重態，大幅提升元件內部量子效率且超越傳統元件之 5%
外部量子效率極限。桿狀之雙硼分子構型能同時增進元件出光效果使元件效率提
升超越 30%。

科學突破

本互動學習系統提供科學實驗學習內容，使學習者能將遊戲所習得的知識與技能
運用於真實實驗中，除了具有反覆練習與立即回饋的優點，也保留實驗教學中培
養動手操作的能力，瞭解操作可能發生的誤差，達到虛擬與真實互動學習的效果。
科學突破性包含利用科技設計和實施多樣的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量，為學生提供展
現能力的替代方法。

產業應用

本探究實驗互動學習系統富有科學概念以及各項探究能力培養元素，將遊戲與科
學學習有效整合。在與產業結合的層面上，此系統可應用於數位學習產業、各級
學校教學學習環境以及教育學習出版產業等，以新的媒材融入教學現場促進科學
能力與態度之養成。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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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瑞雄教授、鄭建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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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硼材料由常見的碳氫硼氮元素所組成不需使用貴重金屬原料，材料合成的步驟
精簡且容易，公克級的製備甚至更大量的材料生產皆可在實驗室完成，大幅度降
低關鍵發光材料的成本。材料專利的世界佈局已積極進行，期望保有 OLED 材料
設計與生產技術的國產化，期望升級台灣面板與照明產業。

Contact

劉瑞雄 / 03-571-5131 ext 33385 / changyc@mx.nthu.edu.tw

Contact

鄭夢慈教授、徐美恩研究助理

徐美恩 / 04-7232105 ext 3437 / biobiomultimedi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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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客製化之雷射掃描共軛焦光譜顯微技術

多地形上輪腳複合移動載台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張玉明研究員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技術簡介

我們自行研發的「雷射掃描共軛焦光譜顯微鏡」可整合多種雷射光譜與影像量測
的功能，例如吸收、反射、螢光、拉曼、光學二倍頻、多光子吸收螢光、及時間
解析光譜…. 等。由於系統之雷射光源、光路設計、光譜儀、光偵測器、系統程式、
及分析軟體，皆為實驗室研發、設計與製作，因此我們具備根據客戶需求進行客
製化的核心能力。

技術簡介

科學突破

我們技術的創新性在於 LSCSM 的硬體設計與軟體介面，是以使用者能直覺地操
作機台及光譜分析為考量，如此方能讓使用者專注於新穎材料、光電元件、或生
醫樣品的光譜特性探索。另外由於 LSCSM 的硬軟體皆在台灣自主研發、設計、
與製造，因此可在地化提供符合科學研究或產業研發的客製化需求、教育訓練、
與系統維修服務。

一個可在室內外、自然或人造環境中移動的基礎載台，其上可依需求與應用來架
設感測器或機械手臂。
技術包含：
1. 創新輪腳複合機構設計，搭配仿生控制架構，使平台可在移動運行中圓滑順暢
的切換不同運動模式，以達到穿越不同崎嶇地形的需求。
2. 具備日夜間環境偵測功能，並智慧自主進行運動模式切換與行進方向選擇。

科學突破

本技術於國際間機器人界中立足的特色為：
1. 創新的輪腳複合設計，使機器人在輪模式和腳模式均由同一組驅動系統帶動，
減少機器人結構與系統的體積重量和複雜度。
2. 以單一中控的仿生控制架構來達到各模式的驅動和切換，可簡化控制系統，也
可使運動過程不因模式變換而需先終止再啟動。
3. 可在多種地形的快速和動態的運動。

產業應用

本技術建構一個可在多地形上運行的「基礎載台」，可依各類型室內外需求在其
上架設感測器（偵檢設備）或機械手臂（操作設備）。

產業應用

「台灣大學凝態中心光電工坊」作為 LSCSM 的產學合作平台，自我定位為台灣
光電產業的 R&D 實驗室，透過「專業諮詢、技術服務、產學計畫、技術移轉」的
運作模式，協助廠商開發出符合其需求的客製化雷射光譜量測系統。目前 LSCSM
系統已順利導入台灣各科研機構，並推廣至科學園區廠商進行半導體晶片與光電
產品的檢測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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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群教授、陳為熙、林紘生、林筠萌、黃科融、王霆皓、宋定剛

are a team who have been dedicating our knowledge and
We
experience to the development,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instruments for
laser spectroscopy and microscopy since 2015.

LSCM

Raman / PL Module

Laser Module

Laser Scanner

Spectrometer

Photon Detector

OUR TECHNOLOGIES

74

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張玉明 / 02-3366-5277 / ymchang@ntu.edu.tw

Contact

王昱文 / 02-3366-9914 / BioRolab@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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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無人機物件偵測卷積網路技術

OmniEyes- 次世代行動影像平台

研發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 謝孟儒研究生、林彥良博士、徐宏民教授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電資學院電信所

技術簡介

針對無人機自動偵測大規模物件，我們提出了全新的深度學習卷積網路，在飛行
中同時計數及定位目標物體，如車子、農作物、軍事目標等。我們利用空間布局
資訊，設計了全新的卷積網路，善用物件間的相對位置，大量提昇正確率。我們
更提供了資料集 (CARPK)，包含將近九萬台車輛。為第一個能相關研究的無人機
視角資料集。

技術簡介

OmniEyes 收集和數位化即時街景影像，並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將其轉換為各種與位
置關聯的資訊。我們的行動連網鏡頭，搭載輕量型的“霧運算”AI 技術並配合雲
端機器學習引擎，可被應用於許多不同的產業包括數位地圖，車隊和物流管理，
行動廣告，導航和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等

科學突破

-

科學突破

1.Omnieyes 採用分散式的影像收集與相對應的集成式影像分析與訓練，跳脫單機
駕駛輔助系統的應用領域，
2. 以影像平台經營的概念，提供多元的應用領域
3. 相較於 Google 街景 1~1.5 年及現有 crowd sourcing APPs 幾小時到幾天的更新
周期，OmniEyes 將可提供數秒至數分鐘等級的即時更新。

產業應用

核心技術解決了大量物件中的偵測，並以嶄新的深度學習演算法實現，相關技術
可以用於計 算其他經濟型作物。與無人機的攝影機結合，更可以做各種經濟用途、
災害防治等工作。
物件偵測更可以應用於醫學影響中的病理照片偵測計算，例如紅血球、精蟲、細
胞個數自動 計算。

產業應用

OmniEyes 為一完整行動影像平台，以完整的前端影像擷取、辨識與無線傳輸，
配合後端深度學習模型建立與資料儲存，提供即時街資與街景。即時與綿密的街
資與街景，有高度經濟效益，產業應用包含企業端的數位圖資製作、地圖與街景
服務、車隊管理與智慧城市，一般用戶端應用包含即時街景搜尋、直覺式導航與
Information of Interest (FoF) 通知等。

首位提出在無人機上進行自動大量物件偵測定位
設計全新深度學習網路，相關技術並在頂尖電腦視覺會 ICCV2017 中發表
全新收集的資料集含九萬個物件標註，並已公開給全世界的研究社群使用。
在多個資料集中評估，勝過相關物件偵測工作如 Faster-RCNN、YOLO 等。

Contact

徐宏民 / 0233664888-ext 503 / whsu@ntu.edu.tw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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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廷

周俊廷 / 02-33663537 / chuntingcho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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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 X 光影像蟲害自動辨識影像處理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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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達德教授兼校務副校長、江昭皚教授、周呈霙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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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 No.I621405: 立體雕塑服裝之製作方法及其系統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中興大學 楊曼妙教授、楊恩誠教授

研發單位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技術簡介

針對 X 光水果檢測機所擷取之影像，自動辨識出蟲害之區域。其運作原理包含了
數道連續之影像處理程序，由於水果內遭害蟲之蛀食痕跡於 X 光影像呈現出明顯
的反差，並有一定的受害類型模式，因此藉由此影像處理技術之辨識，可自動找
出影像中蟲害之區域，進而篩選出含有蟲害之水果。

技術簡介

本研究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以及台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李仁貴教
授合作，為唐氏症的 3 個年齡使用者設計智能運動服裝，這三款智能服裝為 12 歲、
22 歲和 32 歲唐氏症男性客製化從事服裝設計，達到保暖、GPS 定位、緊急危險
訊號發報等智慧衣產品開發。

科學突破

為市面上唯一快速且客觀判斷非破壞性水果檢測，取代大量人力剖檢節省農損與
大幅降低退貨銷毀機率，辨識準確率已達 99%，透過建立完整病蟲害資料庫有利
後續追蹤及大數據分析。團隊首創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並運用在農產品檢疫領域，
未來防檢局、海關、農業檢疫應用潛力龐大並能協助達到 100% 全檢規格 ( 目前
皆抽檢 )。

科學突破

本技術透過立體服裝版型，增加 21% 智慧衣舒適合身度，輕量化穿戴裝置僅 22
克，經唐氏症使用者實測證實，本智慧衣的舒適度可穿著達 10 小時，明顯提高
穿著意願，有效協助唐氏症使用者從事運動休閒活動。而使用的電子模組以藍牙
連結手機方式，具溫度控制、GPS、跌倒緊急通知、SOS 警報和計步器，提高照
顧者監控信度。

產業應用

1.X 光已朝小型化行動化及 PC-Based 發展，開發成本降低，本技術將相關研究成
果商品化
2. 推廣到其他國家農業應用，如泰國、美國農業部等，有效降低因病蟲害造成農
產品銷毀損失，累積的技術 Know-how 未來可應用於醫療領域、海關安檢、獸醫
等其他產業
3. 農業用 X 光應用不需 FDA 認證，提高產業投入意願

產業應用

本技術是高精準服裝打版技術，增進毛衣設計、機能時尚與智慧穿戴服裝的輪廓、
剪接線與服裝細節的設計表現，本研究客製化多元使用者需要，可為穩定收集大
數據的服裝載體，也可用於開發競技運動、嬰幼兒、老人、醫療照護使用者智慧
衣，達到修飾美觀、運動休閒活動及生理機能檢測，進行生活自理與提升生活品
質的功能。

Contact

周呈霙 / (02)33664211 / chengying@ntu.edu.tw

Contact

黃盈嘉助理教授

黃盈嘉 / 02-2905-2111 ext 21 / 094537@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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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化工 & 新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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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感應的半導體高分子奈米顆粒螢光墨水應用於防偽造

摩擦攪拌銲接製程與設備全機開發

研發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 詹揚翔副教授、楊鈞棊碩士

研發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

技術簡介

本研究利用不同螢光之半導體共軛高分子 (PFO、PFCN、PFBT) 結合熱致變色材料，
其在紫外光的照射下將原有高分子的放光能量以共振螢光能量轉移 (FRET) 機制轉
換至熱致變色材料，達到在室溫時有顏色無螢光，37 度時無顏色有螢光，造成螢
光和顏色的變換，之後再將此材料應用在墨水使用，製備出具雙顯色之墨水。

技術簡介

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研究摩擦攪拌銲接技術多年，以應用摩擦攪拌銲接技
術為研發導向，已成功發展出鋁合金、銅合金、鋁銅、鋁鐵等銲接製程，並實際
應用於工業上；結合本中心電腦輔助工程 (CAE) 結構設計團隊，以及多年於工具
機產業豐碩的實務經驗，可以針對不同製程特性優化銲接機結構，提升製程效率，
大幅降低研發時間與製作的成本。

科學突破

本研究將熱敏變色分子和半導體共軛高分子結合，利用熱敏變色分子的吸收和半
導體共軛高分子的放光重疊，其在紫外光的照射下將原有高分子的放光能量以共
振螢光能量轉移 (FRET) 機制轉換至熱致變色材料，造成螢光和顏色的變換，並且
成功的將其應用在印表機上。

科學突破

• 摩擦攪拌銲接其銲道機械性質優異且可銲接 2 系、7 系鋁合金與異種金屬，
具備製程無弧光、無塵霧、節能之特性。
• 打造綠色製造科技摩擦攪拌銲接製程世界第一專家系統，針對摩擦攪拌銲接製
程的特性輔以 CAE 設計專用機結構，並搭配不同形式攪拌刀具，提供客戶最
佳化製程參數資料庫，達成摩擦攪拌製程與客製化銲接機的總體解決方案。

產業應用

摩擦攪拌銲接適用於鋁、銅合金之銲接，其技術特點為不需填料銲材，銲接前不
需要預熱、開槽，大幅簡少銲接前處理之成本，相當適合銲接自動化；摩擦攪拌
銲接後優異的機械性質，已被運用於高鐵車體結構、船甲板、以及電動車電池托
盤的銲接，其高度密封的特性，可製做太空梭燃料桶槽，散熱流道、鋁合金真空
腔體等等，是一項銲接技術的革命。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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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成功將雙酚 A 此種環境賀爾蒙移除，此外，本實驗所使用的半導體共軛高
分子的低生物毒性也被許多文獻期刊所報導證實，顯示出此研究墨水的毒性相當
低，而且此墨水應用在其他材料上也具有良好的重複性質，顯示此材料具有應用
在食品、藥物或是日常用品的潛力。

Contact

楊鈞棊 / 03-571-2121ext 56524 / jyunchi0927@gmail.com

黃智威博士、莊鎮瑋博士後研究員、黃建勳研究助理、顏煥杰研究助理、劉德騏教授

Contact

陳自豪 / 05-272-0411 ext 16471 / d9742001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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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化工 & 新穎材料

人工智能化發泡射出產品品質特性預估系統

機械加工單元作動量測暨虛擬實境視覺化模擬應用

研發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 劉德騏教授、陳自豪博士後研究員

研發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

技術簡介

人工智能化發泡射出產品品質特性預估系統，借由通過專家系統來推斷出欲開發
之特定材料之配方，該系統必須處理不同類型的知識：製程工藝參數和料行為模
型、有限元分析（FEM），以及啟發式和模糊理論。該系統正在測試中，初步結
果表明它可以作為發泡材料性質設計和優化的適當工具。

技術簡介

機械手臂結合三維結構光掃描重建技術可免除工件量測時從機台拆卸的麻煩，而
工件表面點雲與 CAD 模型比對的誤差，則可幫助了解工具機內部實際擺設狀況，
之後再以 3D 可視化擬真方式，結合沉浸式虛擬實境技術，模擬 3D 運動、加工件
的變形以及碰撞偵測，呈現更逼真之 3D 加工模擬。

科學突破

過往配方開發皆不考慮製程後之參數影響，本系統將能提供製程參數建議，以得
到更好之製造品質，所短模具與材料的浪費，將更具環保意義，藉由開發之預估
系統可將開發周期縮短 50% 以上。。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老人化社會中所需之相關輔助產品當中又以高值化之行動輔具受到相當重視。然
目前在舒適性上往往與使用者期待產生相當大的落差，主要是因為此類產品不易
客製化，而透過量身訂做之產品需要付出相當高的代價。若能透過簡單快速的發
泡材料開發運用進行產品的客製化，則可有效克服產業缺口，以較合理的價格提
供相關輔具的製作。

1.
2.
3.
4.
5.
6.

產業應用

透過三維重建技術可以即時了解工件、手臂、環境模型的相對關係，讓工件不需
拆下即可進行量測，之後藉由工件表面點雲與 CAD 模型比對的誤差可知工具機內
部實際擺設狀況，而 3D 可視化技術則能減少廠商展示之成本及展場限制，如，
工具機搬運、多種機台展示，並讓客戶在挑選機械設備時能直觀的觀看機械設備
是否符合需求。

Contact

陳自豪 / 05-272-0411 ext 16471 / d97420010@gmail.com

04

高永洲合聘教授、江佩如專任副教授

以 3D 可視化技術提供有趣且具有互動性的 3D 體驗。
讓客戶可以自由地從不同觀察視角觀看機械設備。
可以展示多種機械設備，不再受限於展場大小。
可免除工件尺寸量測時從機台上拆卸下來的麻煩。
可透過 3D 模型比對了解形狀誤差所在。
開發的姿態演算法，可降低掃描的姿態數，提高掃描速度。

Contact

鄺玟豪 / 05-2720-411 ext 23348 / aimhikwh@gmail.com aimsolohao@gmail.com

85

05

金屬化工 & 新穎材料

使非導體基材表面具有還原氧化石墨烯進行電鍍
之組成與製程

廢氣處理與生質沼氣純化之新技術應用

研發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竇維平教授、曾為揚學生、張世誠學生、陳依詠學生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技術簡介

利用石墨烯修飾非導體基材，特別是微奈米孔洞之孔壁，使得改質後的非導體表
面具有石墨烯優異之導電性，進而完成後續電鍍製程，且電鍍金屬後的微奈米孔
洞可通過熱信賴度測試。本研究開發之氧化石墨烯接枝方法具有許多優勢，如接
枝時間短、無任何複雜的化學藥品及以水相溶劑取代有機溶劑，皆利於工業界量
產操作。

技術簡介

現今臭味去除以物理吸附 ( 水、活性碳 ) 或化學洗滌法為主，最大缺點是二次污
染與維護耗材成本昂貴。本團隊開發之創新生物淨氣系統具有耗能少、效率高、
長期維護成本低及無二次污染等優點，能有效用於臭味去除、有機廢氣減量及沼
氣純化等用途，可提昇國內環保技術與產業發展，達到永續發展目標。

科學突破

• 與既有技術比較
非導體表面金屬化用化學鍍，吸附鈀觸媒催化。化學反應複雜，須用甲醛當還
原劑，反應會產生 H2 且廢水不易處理。
• 本技術特點
氧化石墨烯 (GO) 化學修飾於非導體基材表面再還原 GO；溶劑是水，易入微小
洞。水溶液 rGO 接枝，有別於乾、濕製程 ( 設備昂貴、反應複雜 )。本製程短、
成本低、利於量產。

科學突破

相關技術發表 24 篇 SCI 論文，被引用達 1400 次以上，被多本專書與 review
article 引用。2012 年受國際卓越科技雜誌 IEEE Spectrum 報導，本團隊建立之示
範場為全球以生物技術處理半導體廢氣最大場域。我們是首次以專屬生物菌株處
理臭味與廢氣，效能較傳統活性汙泥提升十倍以上。

產業應用

本技術產業應用性為：去除臭味、有機廢氣及生產再生能源。
1. 應用在臭味及揮發性有機物各產業類別：
臭味去除 – 肥料製造廠、禽畜化製廠、皮革工廠、堆肥場、掩埋場、畜殖業。
VOC 廢氣去除 – 半導體 / 面板工廠、油漆製造及石化工業。
2. 生質能源技術應用 - 畜殖及工業有機廢水產沼氣，提供生物脫硫純化技術。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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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電子元件薄型微小化的追求，高密度晶片堆疊與 3D 封裝元件耐熱規格必須
隨之提高，石墨烯剛好具有優異的熱與機械性質；也因應環保意識的抬頭，本發
明提出水溶性配方，毒性較低、無有機溶劑且製程快速。此技術可應用於半導體、
晶片封裝、電路板、散熱元件及鋰電池負極材料。

Contact

林佳汶 / 04-2284-0510 ext 905 / cwlin@dragon.nchu.edu.tw

06

曾慶平教授

Contact

林秉翰 / (03)575-0725 / nelson7861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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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式磁性齒輪電機

高熵油井軸承及製品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蔡明祺教授、吳益彰教授、黃柏維博士後研究員、詹謹聰博士生、蔡名曉專任助理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技術簡介

馬達為最常見的動力源，配合齒輪組構成傳動系統，提供所需的轉速與扭力。本
研發團隊為國內首創，發展一體式非接觸式磁性齒輪馬達之創新傳動模組，能有
效縮減構裝體積，並具有過載保護特性。此外，運用磁性行星齒輪系不同之動力
輸入與輸出的控制組合，實現連續無段變速與差速傳動之效能。

技術簡介

高熵油井軸承是用於油井打油幫浦中串列式轉子軸心支撐用的軸承，由於環境
嚴苛，需耐溫耐磨耐腐蝕且無磁性。商用主要為 Co-6 合金所製，含 60％鈷的
Co-6，其成本高。本技術產品為低鈷的高熵合金具有毫不遜色的特性且成本低。
此外，高性價比的高熵滾齒刀、抽線眼模、車刀保護硬膜、多色彩膜、耳機震動
膜、無火花工具、蝸輪、人工關節皆深具產業價值。

科學突破

一體式磁性齒輪電機具有輸入 / 輸出變化組合之特點，可分別提供轉速與扭矩耦
合傳動之用，達主動調控動力傳動之特性。本研發團隊經由不同的動力耦合控制
設計，實現定減速比、e 化連續無段變速 (ECVT)、及差速傳動等功能，取代現行
傳動系統以多機串接的陳舊框架，達成單一電機即能滿足多面向傳動用途的多功
能性電機模組。

科學突破

利用高熵合金新理念設計低鈷高熵合金，取代昂貴耗資源的 Co-6 合金。同樣地，
可設計製造高性價比的突破性產品。

產業應用

廣泛用於油井、運輸、機械、民生、能源等產業。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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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葉均蔚教授

一體式磁性齒輪電機具有過載保護機制，無齒形崩壞與齒面磨損問題，適用於電
動輔助載具 ( 電助單車、輪椅 ) 等負載較不穩定之動力控制應用場合，其非接觸
式傳動機制可減少粉塵與噪音產生，且避免繁雜的潤滑維修問題。此外，整體組
成構件少，具輕量化與高功率密度之特色，亦可提升電動載具之續航力。

Contact

張廉楷 / 06-275-7575 ext 61130 / lienkaichang@gmail.com

Contact

蔡哲瑋 / 03-5715131 ext 35370 / jwyeh@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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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熱可塑之 3-D 網布固定支架

由生質材料開發可撓電子裝置

研發單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芮祥鵬特聘教授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技術簡介

3D 立體織物低溫熱可塑支架，使用吹風機就可以塑型，具有
1. 重量輕盈
2. 高透氣性 等功能。

技術簡介

科學突破

1. 特殊低熔點聚酯合成 ;
2. 特殊精編 3-D 織物織造 ;
3. 特殊浸漬塗佈工藝開發

本技術開發新一代生質聚呋喃二甲酸乙二酯 (Polyethylene Furanoate, bio-PEF) 材
料，並將其加工成不同型態 ( 膜材或纖維 ) 進而與軟性穿戴電子元件結合，成為
高值化應用產品，同時，也探討其使用後單體回收可行性，期許將廢棄資源與再
生資源轉化成高經濟價值之產品。

科學突破

目前應用於軟性電子元件基材主要為 PET 等塑膠材料。本技術所開發 PEF/Ag
NWs 導電膜可應用於場效應電晶體或太陽能電池等有機軟性電子元件 , 其性質遠
較 PET 導電基材有更好的機械強度及阻氣滲透效果相較於市面上的可撓式基板有
更多的潛在優勢。

產業應用

軟性電子元件開發是近年的主流研究方向，應用範圍包含穿戴式電子元件、軟性
照明、顯示器及感測器等。本技術開發之生質材料導電膜 (PEF/ 奈米銀線 ) 具高
導電度、柔性與機械強度，可取代脆性 ITO 電極，具高經濟效益與環境友善性。
同時 PEF 生質材料亦可取代市售之 PET，如能做量產規畫且成功，極具市場價值
潛力。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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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高端醫療材料產業，並因此製造出熱可塑可回收之高分子 / 纖維複合材。

Contact

陳裔茵 / 02-2771-2171 ext 2448 / eillenchen@mail.ntut.edu.tw

10

陳文章教授、石健忠博士後研究員、李文亞助理教授、黃承鈞研究員、張光偉研究員

Contact

高千惠 / 02-33661773 ext 61773 / chenw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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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弦樂器的文藝復興：
以現代材料科技複製古代名琴的聲音

高熵超合金及防彈板之研發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戴桓青副教授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國立清華大學

技術簡介

我們結合木材與聲音的分析技術，解析古代樂器製作秘訣。研究對象為十八世紀
的史特拉底瓦里小提琴與歷史源遠流長的中國古琴。與現代木材進行比較，發現
名琴木材經歷過化學處理及老化分解。透過聲音分析，發現小提琴如何模仿人聲。
未來將可利用化學技術複製名琴的特殊材料，並以聲音分析建構品管機制，將有
望重現名琴絕妙的音色。

技術簡介

本技術為新型高熵合金應用於高溫工程領域，合金設計的部分應用高熵之四大效
益，多相強化機制以及微量元素的添加來提供材料所需之高溫機械強度，同時降
低合金價格和密度，以提升其性能價格比。
高熵合金板具有極優異之防撞擊能力， 本年度 已開發成功為極佳之防彈板。

科學突破

合金設計應用高熵之四大效益，多相強化機制以及微量元素的添加來提供材料所
需之高溫機械強度，同時降低合金價格和密度，以提升其性能價格比，達到高溫
抗拉及潛變阻抗能力接近市售超合金材料，而原料價格更為便宜。
高熵合金板有極優異之抗變形能力，可做為防爆戰車之軍事用途。

產業應用

此技術有潛力可應用於高溫設備系統如 : 微氣渦輪、Turbo-charger、渦輪引擎，有
助於我國建立能源及航太產業所需求之關鍵材料技術。
高熵合金板被証實具有極優異之防撞擊能力，可做為防彈板之軍事用途。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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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與奇美博物館及名琴專家合作，我們取得了十餘把名琴木材樣品及其音階錄
音。在木材分析上，我們以多種光譜發現名琴木材的老化過程，並以質譜儀偵測
到人工的添加元素如硼、鋁。聲音分析則利用線性編碼預測，發現史特拉底瓦里
琴的共振峰出現在更高頻率，比較接近女性的歌聲，音色更為甜美明亮。
我們對木材進行各式各樣的化學處理，試圖模擬出類似的名琴性質並已有些許成
果。未來技術更加成熟時可更進一步地和製琴師共同合作。藉由提供仿古木材的處
理方式以及聲音分析技術作為品質驗證，將有機會再現十八世紀名琴的獨特音色。

Contact

鍾任軒 / 02-3366-8684 / r0622315@ntu.edu.tw

Contact

12

楊哲人教授、葉安洲副教授

陳宣竹 / 02-3366-3745 ext 63745 / crkao@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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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院

02

智慧疾病照護之問答對話專家回饋系統

消除鼾聲與噪音之電子枕頭墊及其方法

研發單位

大仁科技大學 王駿發校長、陳立材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博士班林毓善、蘇柏豪、許元大

研發單位

中原大學

技術簡介

此系統主要分為病症診斷與商品詢問。病症診斷，藉由多回合的語音互動推斷出
使用者是否罹患相關疾病，並且推薦其相關藥品或保健食品；商品詢問，可直接
詢問商品相關事宜，例如：擺放位置及價位。

技術簡介

本技術開發可消除睡眠伴侶鼾聲的可攜式智慧枕頭墊。具有體積小、可折疊特點，
可放置於枕頭後側，在使用者雙耳產生靜音區；本裝置可播放舒眠音樂提升睡眠
品質，對於長期臥床者可整合免持聽筒通訊功能；也可結合開發 APP 程式分析所
紀錄鼾聲，達成居家醫療診斷，如早期睡眠呼吸中止症偵測等。http://anvc.ee.cycu.
edu.tw

科學突破

智慧疾病照護之問答對話專家回饋系統分為疾病問答系統和藥物諮詢系統。疾病
問答系統透過在多輪語音對話中估計患者的疾病。藥物諮詢系統推薦人們可以根
據患者的需要或先前推斷的疾病在藥房購買的適當藥物或健康食品。智慧疾病照
護之問答對話專家回饋系統有一個大數據庫，其中包含 6,000 種藥物，健康食品，
相關症狀，以提供更準確的推論和響應。

科學突破

1. 可攜式消除鼾聲裝置，利用主動噪音控制與虛擬偵測技術，轉移靜音區至使用
者頭部區域，以消除鼾聲。
2. 裝置整合娛樂、睡眠品質改善與偵測；免持聽筒通訊設計可避免銀髮族因起身
而招致摔倒意外。
3. 可結合行動裝置 APP 分析所紀錄鼾聲進行居家醫療偵測，如睡眠呼吸中止症。

產業應用

1. 消費性電子產業：提供可攜式消除鼾聲裝置，整合音樂播放，睡眠品質偵測與
改善。
2. 居家照護設備：結合 APP，可長時間分析呼吸聲響，居家進行睡眠障礙監控，
進行早期醫療問題偵測，如睡眠呼吸中止症等。
3. 銀髮族產業：提供睡眠改善裝置、整合免持通訊功能，可臥床進行通訊，避免
突然起身招致跌倒意外。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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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院

本技術是依據智慧藥局與智慧醫院所提出之問答對話專家回饋系統，可以適用在
醫療照護、智慧藥局等各式場域。另一方面，本技術可以依照客戶的需求來進行
客製化，可以藉由更換訓練文本的方式以適應各場域的應用，以便於節省人力需
求。其中場域應用包含導覽服務、家庭服務、公共服務及照護服務等。

Contact

蘇柏豪 / 0911-183263 / xtlettle99360017@gmail.com

張政元教授、郭森楙教授

Contact

張政元 / 03-2654838 / ccy@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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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院

影像式生理訊號健康照護管理系統及應用

頸動脈硬化檢測儀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吳炳飛特聘教授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技術簡介

「影像式生理訊號健康照護管理系統及應用」是ㄧ套全新的健康照護管理解決方
案，結合電腦視覺的技術，包含人臉偵測與辨識、影像式生理資訊量測、行為辨
識、痛苦表情等之分析，可有效監控與管理使用者的狀態是否有健康安全的疑慮，
並在危險情況下即時給予適當的處理或警示，亦或是送出求援訊息，避免憾事發
生，更可為老年化社會後的長照之路，點亮另一盞明燈。

技術簡介

以超音波技術為核心發展一頸動脈硬化檢測儀，量測頸動脈脈波傳遞速度 (Pulse
wave velocity)，評估血管硬化程度，用於診斷與預防心血管與腦血管疾病。檢測
儀本體包含一客製化八通道超音波換能器，硬體電路與軟體演算法。

科學突破

1. 不同於市場上主流，運用超音波技術，量測頸動脈 PWV（Pulse Wave
Velocity，脈波傳遞速率） 進而取代全身性 PWV。
2. 本系統精簡化功能，使操作簡易、量測快速之優勢。

產業應用

1. 適用於診斷與預防心血管與腦血管疾病 。
2. 該儀器無使用地點的限制，適用於地區醫院、診所、社區甚至家庭。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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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術的創新如下 :
1. 單一攝影機的心跳，心律變異，二合一量測系統。
2. 高達 90 度以下的人臉偵測技術與可即時處理隨意晃動的人臉辨識技術。
3. 影像式心跳量測系統，心跳數值可高達 180 下以上。
4. 雲端大數據分析個人生理狀況，人工智慧分析健康狀況。
5. 手機就可量測生理訊號，做到隨時健康管理。

04

黃執中副教授、李博揚博士生、莊壹翔碩士生

人臉辨識結合生理資訊偵測可應用於相當多領域，現正致力於【智慧照護】之遠
距健康照護管理、睡眠呼吸中止症、氣喘、銀髮照護等市場，以及【智慧交通】
之降低疲勞駕駛，並專注於客貨運、車隊管理、物流業之業務開發。此外，【智
慧零售】之人機互動、顧客購買分析等；【智慧金融】之 VTM、防詐欺等應用是
將來我們要突破的市場缺口。

Contact

鐘孟良 / 0921690523 / bwu@mail.nctu.edu.tw

Contact

湯杰儒 / 06-275-7575 ext 33418 / asdzxc1983215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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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院

智慧醫院

行走狀態下之前庭、視覺、姿勢結構與步態穩定度
之評估與訓練

紅外光斷層掃描數位印模取像系統及其使用方法

研發單位

臺北榮民總醫院 / 國立陽明大學 陳博因博士候選人、鍾易勳碩士

研發單位

國立陽明大學

技術簡介

本技術結合無線感測及量無軌道測系統概念，建立動態下之前庭功能評估與動態
訓練平台。在日常生活行走狀態下，同步偵測視覺精準度及身體穩定度和行走是
否歪斜，有效的評估日常生活的活動能力。透過評估的參數結果，對於平衡與暈
眩患者，製作客制化的生活功能訓練。

技術簡介

牙冠牙橋是臨床牙醫中非常重要的項目，本系統利用紅外線可穿透一定深度組織
的特性，突破了需要排齦才能取模的限制。避免因排齦引起的取模失敗；且本系
統無侵入性也無輻射傷害。
本系統更可應用於口腔疾病偵測上。初期口腔癌篩選、偵測牙齦內結石、牙周病
預防、牙裂縫等，未來更可以結合 AI 辨識功能來完成自動化診斷能力。

科學突破

1. 跨領域結合集評估量測、處方設計、復健訓練於一體
2. 可應用於居家遠距復健醫療
3. 動態評估與訓練
4. 穿戴與無線傳輸技術
5. 自動跟隨平台技術
6. 科學實證與專利實施
利用本系統之技術所發表之相關論文共計 25 篇 (SCI>5 四篇 [ 十篇通訊作者，三
篇第一作者 ])，並有美國及台灣專利。

科學突破

本系統完成光程修正功能，可修正光在組織內層所產生之誤差，此修正能力可實
現 OCT 用於牙齦內之牙齒建模能力。一般口掃機僅能量測取得表面資訊，無法取
得齦內資訊。
本團隊完成表面位置分析演算法，可分析 OCT 斷層切面訊號之表面位置，
以 ~30μm 等級精準度定位，以此完成可與市售口掃機同等級之精度，優於過去
OCT 系統取表面準確性 (~100μm)。

產業應用

此系統可用於牙齒模型建立與牙病量測。無輻射性、非入侵式量測，可適用於包
括小孩、孕婦、老人等病人。
牙齒模型建立具備一般口掃機相同之功能，但應用面比口掃機更廣泛。
口腔疾病量測如初期口腔癌資訊、齦內結石、牙裂縫等功能，可協助牙醫師診斷。
因此，相較一般口掃機僅可取模，本系統具有更多延伸性功能。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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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崇蘭教授、蔚順華教授、游忠煌副教授、周立偉副教授、

06

目前已在台北榮民總醫院、國立陽明大學完成多位前庭患者的評估與訓練。證明
其實用性可以精準的發現正常人與前庭功能低下患者的不同處。未來商品化後，
除可應用於各大醫療院所外，最終可以結合人工智慧、雲端與大數據。透過遠距
醫療進行居家復健模式，預估年產值 9 千萬台幣。

Contact

陳博因 / 02-2871-2121 ext 8927 / azxd32@gmail.com

李士元教授、呂志偉博士、呂東原博士、賴昱臻學士

Contact

呂東原 / 02-28267000 ext 5392 / sylee@ym.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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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眼鏡結合手術機器人實行肝臟穿刺手術研發計畫

含骨生長因子之脊椎椎間融合器及其周邊手術器械系統

研發單位

台灣骨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民良執行長

研發單位

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本執行計畫”智慧醫療眼鏡結合手術機器人實行肝臟穿刺手術研發計畫”主要是
以下 4 個主要技術內容建構而成：
1. 智慧手術眼鏡硬體建立
2. 立體視覺追蹤演算法
3. AR 定位追蹤演算法
4. 電腦斷層影像 3D 重建

技術簡介

在骨材的部份，合適的骨材和骨生長因子劑量，避免過量造成異位骨生成或是劑
量不足無法骨融合等問題。新型椎間融合器能達到最佳化融合器面積與骨融合面
積之比例，此外，在輔助器械方面，傳輸裝置可以方便混合生長因子與骨材且可
連續傳輸骨材，且在融合器能引導骨材流動至整個椎間盤，與過去的椎間融合器
相比，能達到最大的骨融合面積。

科學突破

新型融合器搭配傳輸器械，能提升高於市售產品五倍的骨材填充量，可使骨材於
椎間盤內的骨材填充率超過 75%，能大幅度提升骨材填充量及縮短手術時間。

產業應用

此技術方案是與藥廠進行跨界合作，開發新穎的複合性醫材，使醫療器材價值大
幅度躍進，並有助於提升國內醫療器材之功效以及國際知名度，增進國人醫療品
質。在融合器與骨材傳輸裝置方面，能夠促使傳統金屬塑膠加工廠轉型，提升傳
統產業之價值，進而增進整體產業產值。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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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手術眼鏡硬體建立
2. 立體視覺追蹤演算法
3. AR 定位追蹤演算法
4. 電腦斷層影像 3D 重建
搭配穿戴裝置『智慧眼鏡』以及『CT 影像三維重建』軟體，可供醫學院進行案例
教學，並讓年輕醫師可在短時間內利用上述技術進行手術重現訓練，縮短年輕醫
師必須經由真實手術案例累積經驗的冗長養成過程。
該計畫產出之技術可衍生到肝膽腸胃內科其他臟器官的手術定位程序，傳統具有
手術定位功能之產品均著重在脊柱與腦部外科手術。

Contact

謝明樺 / 04-37073159 ext 203 / randy@surglasses.com

Contact

08

梁晃千董事長兼總經理

鐘敏帆 / 03-6107162 ext 216 / gary.chung@wiltro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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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院

智慧醫院

遠距控制微創骨質疏鬆骨水泥注射系統開發
研發單位

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炳碩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透過術前規劃讓醫師先了解患者骨質狀況及術中骨釘與骨水泥搭配的注射量，作
為手術安全基準，並在術中遠距控制並監控骨水泥注射量及注射壓力，讓醫護人
員在鉛板後進行骨水泥注射，降低術中操作時間與輻射劑量，並在控制系統上設
計安全裝置使醫師在骨水泥注射發生異常時可以即時停止降低風險。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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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宏穎副理、莊學誠執行長

小切口無角膜瓣飛雷屈光手術儀
研發單位

艾克夏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小切口無角膜瓣飛雷屈光手術儀應用自行研發的矩陣式掃描方法 ( 小面積網格陣
列雷射掃描法，Grid Matrix Scanning Method)，可提供 SMILE、LASIK 與白內障等
眼科雷射手術功能，更擁有小型化易移動等優勢。

科學突破

首台國內自主研發製作的微創全飛秒雷射 SMILE 眼科手術儀。我們不僅改良了蔡
司機台體積過大、重量太重等缺點，更擁有可在各診所間移動與手術的優勢，並
透過租賃的方式攤提每位醫生的手術成本，病患可以用更合理的價格進行 SMILE
手術。

產業應用

眼科近視雷射手術 SMILE 改善了舊有 PRK 與 LASIK 手術的缺點，透過精準的飛
秒雷射三維切削，僅需 2-4mm 的傷口，保留了角膜完整性及強度，病人不適感極
低，術後復原迅速，術後當天晚上就可以揉眼睛與洗臉。更重要的是醫生僅需一
台 SMILE 手術儀即可完成近視雷射手術，不須額外搭配準分子雷射屈光手術儀。

針對骨質疏鬆患者在進行脊椎固定手術時，該裝置可在術前利用影像技術進行模
擬評估骨質疏鬆狀況，評估出一個骨水泥可注射的安全劑量，然後在手術中讓醫
師在輻射隔絕的區域遠距控制骨水泥注射，達到脊椎骨釘、骨水泥與椎體三者最
佳固定的狀態。
遠距控制微創骨質疏鬆脊椎骨水泥注射系統主要應用於脊椎手術中使用，整個技
術包含術前規畫與術中遠距控制，術前規畫軟體的重建與模擬，可有效地應用至
未來骨科手術相關的技術之中，而術中遠距電動控制更可以應用在不同注射類型
的控制需求，甚至搭載於機器手臂上。

Contact

戴宏穎 / 03-6107168 ext 211 / hytai@wiltrom.com.tw

10

Contact

黃承好總經理

鄧量元 / 65055830 ext 1008 / phil.teng@excelsius-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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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院

去細胞角膜及其製備方法和用途

微針貼片之製造方法

研發單位

亞果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單位

怡定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亞果生醫利用二氧化碳超臨界流體進行豬角膜去細胞製程開發，將豬角膜之細胞
清洗乾淨，僅留下天然的膠原蛋白支架結構，進行損傷角膜的替代修補。相關產
品安全性測試及在動物試驗的結果，進一步證明了患部術後修復良好，安全無虞。
製程專利已申請多國專利保護，並接受外媒專訪。產品上市後，可解決目前捐贈
角膜不足的問題。

技術簡介

微針貼片為一新穎之無痛給藥系統，針長度不超過 1000 微米，可穿過人體表皮，
有效供藥，但不碰及神經系統，無疼痛感。本公司以 FDA 核准之醫療級高分子材
料與醫藥、疫苗結合，可有效製作出微針貼片，並可精確控制進入人體之藥量，
已掌握微針貼片之量產技術，以量產一萬片 / 天為目標。

科學突破

亞果生醫開發之二氧化碳超臨界技術平台，利用二氧化碳超臨界流體取代了傳統
清潔劑的去細胞製程，無任何殘留，且可保留完整天然膠原蛋白支架結構，通過
了 ISO 10993 生物相容性驗證與動物功效測試，證實產品安全無虞且效果優異。
此超臨界清洗技術平台取代了傳統的清洗技術，無殘留的風險。未來將可利用此
技術平台進行器官的處理。

科學突破

怡定興科技開發溶解型微針貼片特有製程技術，以獨特 coating /casting 製程方法
製作微針貼片，具有良率高、產率快等優勢。溶解型微針貼片採用生醫高分子材
料，使用上安全無疑，且因製程優異性，在針型結構設計上較具彈性，可依據不
同應用需求改變其針長、排列等，並藉由材料物性調整作藥物釋放控制。

產業應用

微針貼片為一藥物載體，目的作為藥物控制釋放，可包覆藥物包含胰島素、止痛
藥、疫苗等，但不僅限於此，應用範圍廣泛。微針貼片使用方式類似於經皮吸收
貼片，病患可在家自行操作，且貼片體積小巧攜帶、運送及貯存方便。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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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達仁執行長、曾繁偉經理

亞果生醫所開發的二氧化碳超臨界流體清洗技術平台，對於生物組織的脂肪與雜
蛋白有優異的清潔效果，處理條件接近室溫，不會破壞膠原蛋白支架的天然結構，
是動物組織製造醫材最好的方式。亞果已朝向器官清潔處理的方向進行，目前已
完成器官支架的製程開發，正導入製程放大，未來對於捐贈器官不足的問題，提
供最好的解決方案。

Contact

曾繁偉 / 07-6955-569 ext 232 / koli@acrobiomedical.com

Contact

12

劉大佼總經理、葉修鋒研發部經理、吳佳育專案經理、徐英華資深研究員

葉修鋒 / 03-579-5276 ext 200 / info@wincoat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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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院

３Ｄ內視鏡手術系統

108

赫羅斯數位五官鏡醫療影像模組 DSC 200P

研發單位

承鋆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MonoStereo 立體成像系統於單鏡頭內視鏡系統與立體顯示器之間連接有一影像轉
換裝置，該影像轉換裝置內建利用內視鏡影像單一光源之特性，將單鏡頭內視鏡
取得之平面影像透過演算法計算出深度資訊進而產生深度地圖；再依據立體視覺
之深度影像繪圖法獲得左右影像而產生立體影像格式，將 3D 影像輸出至外部的立
體顯示器，使用者配戴 3D 眼鏡觀看獲得立體效果。

科學突破

承鋆生醫公司自行研發之產品為內視鏡用二維轉三維影像轉換系統 (MonoStereo)，
其使用方式為保留原手術室內的內視鏡設備，包含內視鏡鏡頭、影像轉換設備與
光源機等，僅需將本產品連接至原影像系統，此系統會擷取原始 2D 內視鏡影像，
再經由開發的影像處理方式進行深度運算，產出立體影像，並即時 (real-time) 顯
示於 3D 螢幕上。

產業應用

以內視鏡為主所進行的微創手術。

Contact

14

劉楷哲董事長

王韻儀 / 04-2560-3641 / mdtk.kathy@gmail.com

研發單位

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Horus Scope 採用新光學設計與機電整合，為全球首台唯一具 500 萬畫素的高解
析度之手持式數位攝影機；具備自動對焦 / 拍攝之功能，輕量化設計僅 500g，方
便即時檢查。3.5 吋全彩觸控螢幕可同步顯示於電腦螢幕上，可應用於遠程醫療，
提升醫病溝通品質。共用機身的產品設計，更換鏡頭執行不同功能的檢查，具省
資源的綠色設計概念。

科學突破

全國唯一也是全世界第一家以全彩數位式鏡組創新的產品服務供應者。透過「全
彩手持式數位醫學免散瞳眼底鏡」的技術研發、產品量產、臨床技術研究及品質
系統驗證，「數位醫療影像攝影」研發能量獲得龐大挹注，一步步蛻變為一家創
新軟硬體產品、模組與服務兼備的公司，以世界級「數位醫療影像診斷器材的創
新解決方案提供者」為目標邁進，本標的乃公司新創技術之重要里程碑。

產業應用

提供一個平價優質的創新型醫療影像器材，讓所有醫院門診、診所和衛生所，有
機會使用醫院等級的產品，並結合移動醫療和遠程醫療等新興醫療服務模式，能
幫助更多病人提前發現病徵，並即早治療，達到預防醫學的效果。

Contact

鄭竹明董事長

劉乙慧 / 03-579-8860 ext 1207 / erin.liu@mii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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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的醫療影像處理與虛擬實境 MiiL & vvViewer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技術簡介

醫療影像處理與 VR 互動的完整方案 , 包含了
MiiL (Medical image illustrator) 醫療影像處理與標記工具
vvViewer ( Visualization interactive media lab’s VR Viewer ) VR 瀏覽互動工具程式 .
透過 MiiL 軟體 , 可直接從 DICOM 格式處理與標記醫療影像資料 , 並將處理之結果
匯入 vvViewer 程式進行 VR 的互動觀察 .
vvViewer 可將原本的三維醫療影像資料 , 透過 VR 的方式呈現與互動 , 在虛擬的三
維空間內直接操作並觀察人體內部 , 避免透過一般螢幕去想像 , 並由平面的鍵盤滑
鼠去操作三維空間內容的困擾 _x000D_
結合三維醫療影像標記處理軟體 MiiL, 即時透過半自動的方式處理三維醫療影像 ,
交給 vvViewer 觀察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110

李柏穎副研究員、張宏生副研究員、顧正偉副研究員、
蔡坤龍副研究員、孫嘉陽助理研究員

研發單位

生醫影像標記 (labeling, segmentation)
製作 AI training data
虛擬實境應用
教學訓練
術前規劃
醫病關係

Contact

李柏穎 / 035776085 ext 375 / bylee@nchc.narl.org.tw

16

智慧型多功能中央生理監護系統
研發單位

康定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COMDEK 智能生理監視系統，不僅提供精準的病患生理信號，還具備有供互聯網
的功能。 IoT 結合，生理監視系統具備有即時檢測病患的能力，還可依據現前狀
況，評估患者的病情，並即時提出警訊，達到提前診療之目的。

科學突破

為了實現醫藥預防和預測，我們專注於開法智能生理監視系統，其包含提供多非
侵入式參數給醫護人員，並且透過物聯網的概念，可以遠端監控與進行數據分析，
更可以與過去資料相互比較，達到預防與預測的概念。

產業應用

IoT 與平台的推廣，可大量下降護理人員的需求，將醫用資源放在最重要的病患
身上，這將大幅度提升醫療照顧的品質，更可以推廣遠端護理監控與居家照顧。
透過大數據的分析與檢判，可以精確及提早的診療醫治。

Contact

郭義松總經理

陳心萍 / 02-29181266 ext 101 / spchen@comd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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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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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式多功能生理監視系統

oh care 歐克威爾口腔菌群檢測 (oh check) /
口腔護理產品 (oh oral)

研發單位

康定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單位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COMDEK 攜帶式生理監視器，提供輕量化的整合系統，可在關鍵的情況下做出重
要的決策。該生理監視器包括 7 個非侵入式參數，並且具有無線傳輸功能，可輕
鬆與 Smart Link 連接，即時分析患者的數據。此概念提供最佳的遠程護理和遠程診
斷。

技術簡介

口腔菌群檢測，以唾液非侵入性採樣，依個人口腔狀況，精準提供口腔護理建議，
適用於一般民眾評估口腔健康，以及於牙周病高危險群追蹤。搭配 oh care 口腔
系列品，含有歐美專利的明星成分 P113+ 抑菌蛋白，抑制 99% 造成蛀牙、牙周
病等壞菌。不論是嬰兒、兒童、成人、孕婦、長輩，任何年齡層都可以安心使用
的口腔護理產品。

科學突破

付諸實行模組化的設計，使得微小化技術得已發展，無線傳輸技術的突破，將微
弱訊號以不失真的前提下，傳至雲端，再透過 Smart Link 的結合，加以分析資料
與判別病情，提供最正確的遠端照顧及治療。

科學突破

調查且篩選出六種已知與牙周病致病極為相關的細菌，以即時定量聚合酶鏈鎖反
應 (Real-time PCR) 方法檢測牙周病患者於基礎牙周治療前後與口腔保養前後之口
腔菌群變化，經臨床試驗定義出檢測標準。

產業應用

生理量測技術的精進與系統整合，將可應用於遠端居家照護以及院外緊急照護，
利用數據化的即時分析，為醫療診斷輔提供了理性與效率，基於此將可建構一個
智慧健康照護城市。

產業應用

本產品口腔基因檢測平台，可當牙周病檢測之指標，並且建立各菌株安全指數作
為判定標準，依個人口腔狀況提供精準口腔護理建議，並且提供高危險群牙周病
人追蹤及幫助一般民眾即早預防牙周病的問題。
再配合 oh care 歐克威爾口腔護理產品的使用，作為 oh care 使用前後與口腔保健
後之檢測指標。

Contact

郭義松總經理

陳心萍 / 02-29181266 ext 101 / spchen@comdek.com

Contact

鄭文琦研發處長

曾詩緯 / 03-5779221 ext 249 / sylvia.tseng@gb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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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針與漏血裝置

負壓式睡眠呼吸治療裝置

研發單位

翔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翔安生醫

研發單位

萊鎂醫療器材

技術簡介

其感測貼片技術結合可撓曲載板與跨環電路技術，用來脫針漏液偵測，研發多通
道映射感測技術，精準偵測 0.5-1mL 客製化測漏液閾值，避免誤判警示。
本團隊亦開發出 IoMT 多床監控系統，將測漏訊號傳輸到閘道器，上傳雲端顯示至
跨平台裝置，此系統運用於血液透析多床監控系統及居家遠距照護。

技術簡介

科學突破

傳統漏液感測裝置多為單點式偵測，僅做蜂鳴警示，無法進行護理遠距監控。本
團隊開創 IoMT 漏液偵測多床監控系統，能依 IEC / PAS 63023 的要求與血液透析
設備作溝通，實現微小化於手臂上並提高漏液精準度及感測範圍。除了血液透析
臨床應用外，亦應用於各類 IV 輸液，降低醫療糾紛，未來朝向晶片微小化，直接
結合可拋式紗布應用於臨床。

萊鎂醫療器材團隊研發出世界唯一負壓式「安鎂睡眠呼吸治療裝置」(iNAP)，
已榮獲八十多項各國專利。iNAP 專為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患者提供近乎無聲且不需面罩的舒適治療。在睡眠期間傳遞溫和負
壓，將塌陷軟組織往口腔前方帶動並穩定，藉此維持上呼吸道暢通，避免睡眠呼
吸障礙的發生。

科學突破

負壓式睡眠呼吸中止治療裝置 (iNAP) 具有以下優點
1. 自然呼吸 毫不費力
2. 拋開束縛 無需面罩
3. 服貼設計 絕佳舒適
4. 輕盈小巧 攜帶便利
5. 近乎無聲 安穩入睡
6. 電池操作 長效節能

產業應用

針對目前睡眠呼吸中止症治療方式的未滿足需求，開發出不需面罩、輕便可攜的
負壓治療裝置，並可大大減少傳統治療的不適感、負作用，降低對睡眠的干擾。

產業應用

114

智慧醫院

可在靜脈輸液期間檢測液體滲漏或因針頭移位漏血，並透過聲音、行程裝置等物
聯系統，準確將訊息傳遞給醫護人員，提供更安全的醫療方式。

Contact

陳冠諭 / 06-5056575 / ky.kychen@acusense.com.tw

20

陳仲竹執行長

Contact

黃振寧 / 03-5509623 ext 240 / HuangCN@somn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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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創脊椎手術導航

116

研發單位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微創脊椎手術導航系統提供脊椎手術之術前手術規劃、術中影像對位、手術導引。
本系統的技術特點在於特殊的 2D/3D 影像註冊軟體提供 3D 脊椎影像分割及與術中
兩張 C-arm 進行正影像註冊，並且可適用於一般手術設備與其他競爭產品相比無須
昂貴的術中造影設備。導航手術可提升手術精準性降低再次手術及併發症發生率。

科學突破

本系統的技術特點在於特殊的 2D/3D 影像註冊軟體提供 3D 脊椎影像分割及與術中
兩張 C-arm 進行正影像註冊，並且可適用於一般手術設備與其他競爭產品相比無
須昂貴的術中造影設備。

產業應用

脊椎手術目前全球每年超過百萬台，目前微創脊椎手術的比例正逐漸成長，脊椎
手術導航具有可增加脊椎釘植入準確性及降低 X 光使用量使得其需求也日益增加。

Contact

莊世昌經理

陳鴻毅 / 04-23595336 ext 23412 / ivor@mail.intai.com.tw

01

量子電腦

前瞻量子電腦技術研發

118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技術簡介

• 量子位元光放大器：使用量子電腦的基本單位 - 量子位元 - 放大用以超控量子
位元之微波，可以做為量子電腦讀出放大使用。
• 超高儲存效率同調光記憶體：利用超冷原子團實現了高儲存效率的同調光記憶
體。
• 高純度室溫單光子光源： 我們發展了以半導體量子點受激產生超純度單光子的
技術，可用以作為在常溫下量子通訊之純度最高的單光子光源。

科學突破

• 量子位元光放大器：與一般雷射不同，利用量子位元做無粒子數反轉、透過四
光子過程將強微波的能量轉換成弱微波的能量，而將微波放大。
• 超高儲存效率同調光記憶體：利用超冷原子團中電磁波誘發透明機制去實現
同調的光記憶體，實現了儲存效率高達 92% 的同調光記憶體；儲存效率掉至
50% 時，儲存時間對光脈衝寬度的比值達到 1200 ( 最高世界紀錄 )。
• 室溫單光子純化技術：常溫下的半導體奈米晶體因為螢光中多光子的頻譜分布
非常寬、無法去除，致使雷射激發後產生的單光子的純度一直無法與低溫的量
子點相比。透過以聲波塑形單光子之技術，可以純化量子點受激產生的單光子，
實現常溫下純度最高的量子點單光子光源。

許耀銓、陳應誠、褚志崧

Contact

牟中瑜 / 03-5742537 / mou@phys.nthu.edu.tw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

01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

大禹智慧水情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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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海氣象資料浮標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技術簡介

當氣象局已經發布颱風警報，不禁開始擔心這次的颱風會不會帶來淹水災情 ? 大
禹虛實整合技術可提供給您最即時可靠的水情變化，且自動建議您在第一時間內
如何自救。

科學突破

於科學園區導入虛實整合系統 (CPS) 之 5C 結構的概念，包括現地監測、資料前處
理、虛實整合、決策支援、主動式防減災等功能。結合物聯網及降雨系集預報、
淹水模擬、企業營運持續計畫等多項技術，跨領域整合硬體、軟體、服務，創建
一套可實際運作的水情管理系統。

產業應用

都市規劃
防災產業
智慧城市

楊勝崎副研究員、高宏名副研究員、楊尊華助理教授、吳明璋副研究員

Contact

楊勝崎 / 0935-29476 / 1212037@narlabs.org.tw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技術簡介

海氣象資料浮標收集的氣象參數包含風速、風向、氣溫、濕度、氣壓、太陽輻射、
海表面水溫、海水上層海 500 米內溫度剖面和單點流速資料，透過銥衛星網絡即
時回傳。

科學突破

由於作業環境的特殊，陸地上常用的通訊技術無法在海洋中使用，僅有衛星通訊
網路能夠即時回傳觀測資料。本系統整合感測器資料，並透過銥衛星網路回傳，
相關技術可延伸發展其他海洋觀測系統。

產業應用

應用對象為各學研單位以及氣象預報作業單位，提供學術研究以及預報模式必要
的即時海洋觀測資料。

Contact

蕭毓宏副工程師、楊益副研究員、李昶緯助理研究員、胡智凱副工程師

蕭毓宏 / 0955-057022 / yhh@narlab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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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

觀察型水下無人遙控載具

122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技術簡介

蕭毓宏副工程師、陳柏棋副工程師、張家溥助理工程師、張旭光助理工程師、
宋雨霖佐理工程師、李芳承助理工程師

寬頻海底地震儀
張家溥助理工程師、陳柏棋副工程師、張旭光助理工程師、王兆璋主任、
李芳承助理工程師、陳信宏兼任研究員、宋雨霖佐理工程師、林佩瑩助理教授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觀察型水下無人遙控載具主要功能為即時監測水中溫、深度等訊息，並提供水中
的即時影像觀測。耐深設計為 200 米水深，透過電纜傳遞訊號與電力，搭配四個
推進裝置及嵌入式控制系統，使其於水層中自穩前進與定深探勘。

技術簡介

寬頻海底地震儀為在海床收集天然地震或是人造聲源產生震動訊號的海洋儀器，
本中心進行相關之核心元件與關鍵技術的開發與整合，並已順利執行數次觀測計
畫。( 寬頻係指可量測週期達 120 秒之低頻震動訊號 )

科學突破

水下無人遙控載具系統的自有技術研發，可節省成本、易於維修、具擴充性。

科學突破

與國際上先進寬頻海底地震儀所能量測的頻寬同等級，其感震器平衡機構為台灣
新型專利，應用高減速機構設計平衡裝置，擁有 360 度調整角度，調校精確度小
於 0.1 度，可確保與海床達到水平的狀態。

產業應用

觀察型水下無人遙控載具主要將為各學研單位帶來海洋科普教育、海底生物觀察
等相關應用。

產業應用

本技術除了用於學術研究，補足陸地地震觀測站無法覆蓋海域的缺點，亦能應用
於海底資源探勘。應用對象為各學研單位及海洋能源產業。

Contact

蕭毓宏 / 0955-057022 / yhh@narlabs.org.tw

04

Contact

蕭毓宏 / 0955-057022 / yhh@narlab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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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

微小衛星關鍵元件 -衛星綠色推進燃料關鍵元件與系統研發

全球訊息收集系統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技術簡介

使用衛星及地面站，收集水上AIS自動識別系統發報機、陸上 APRS 自動封包回報系
統發報機、及空中ADS-B 廣播式自動回報監視發報機傳送的位置及環境監測資料。

科學突破

以低單價的立方衛星 (CubeSat) 收集海陸空移動物體資訊，涵蓋全球領域。

產業應用

124

06

林信嘉正工程師、方振洲研究員、張明雄副研究員、陳福鳳副技術師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技術簡介

建立完整的過氧化氫衛星推進系統的燃料製備、元件及系統發展的自主開發能
力，國家太空中心透過整合國內產學研界協力完成包含：材料製程開發，和各項
硬體的設計、製造、組裝和驗證工作。並規劃透過太空中心目前執行中的獵風者
衛星計畫，進行本研發系統的軌道飛行驗證。

科學突破

太空中心研發團隊進行過氧化氫推進系統全系統及元件的自主開發，與其他團隊
以系統整合、推進器研發，結合外購其他元件的發展型態有別。太空中心是較早
從系統開發著眼而整體規劃系統、元件，乃至於元件之零組件研發的機構之一，
現有的成果在此領域中略有領先的地位。

產業應用

因衛星綠色推進系統操作環境的特殊性，元件零組件製造過程所衍生在包括特殊
金屬焊接技術、密封橡膠配方、抗氧化材料許用、可承受高溫之長效型觸媒配方，
與可耐受劇烈溫度變化及振動環境的系統組裝技術，國內合作執行技術開發內容
的製造廠商，得以藉此過程擴充其本業技術範疇及能力，增加其產業競爭力。

做全球船舶、車輛和飛機的動態監控，應用到商務營運、交通管制、急難救助、
國土安全、環境監測等用途。

Contact

林信嘉 / (03)5784208 ext 7105 / albert_lin@nspo.narl.org.tw

Contact

郭添全研究員、劉修任副研究員、白志剛副研究員、許耀中助理研究員

郭添全 / 03-5784208 ext 9196 / tckuo@narlabs.org.tw

125

07

126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

08

影像產品即時線上預覽系統

人源腫瘤組織庫與腫瘤試驗平台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技術簡介

為有效提供便利性與即時性高的影像服務，開發自動化產圖程式組，建立制式流
程將衛星影像產製為快取圖磚，並將福衛系列影像呈現於網路地理資訊平台，供
使用者查詢、預覽；同時，透過通用規格 OGC WMTS 提供外部介接的機制，提升
服務的流通性。

技術簡介

人源腫瘤活組織庫 Patient-Derived Xenograft (PDX) Bank，是在免疫缺陷小鼠的體
內培養病患的新鮮腫瘤、生長擴增後予以冷凍保存。PDX 保留較多原始腫瘤特性，
是目前癌症精準醫療測試與篩選的最佳工具。國家實驗動物中心與醫療院所合作
建置 PDX 組織庫，並配搭試驗分析服務，完備國內癌症精準醫療資源。

科學突破

自動化產磚，使圖資供應流程更具效率、合併產圖與使用介面，以及依照使用者
權限才可以瀏覽限定的目標範圍功能。

科學突破

在精準醫療的主流趨勢下，世界各國皆致力於建置在地 PDX 腫瘤組織庫。但是現
有較完整且可供購買或分享使用的 PDX 組織庫皆以歐美人種的腫瘤為主。為發展
更契合國人的癌症療法，建立在地化的 PDX 組織庫極為必要。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整合既有能量，結合醫療院所的資源，建立台灣本土 PDX 組織庫，期能加速國內
腫瘤精準醫療的發展。

產業應用

環境監控
農業
森林觀測

產業應用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所建立的人源腫瘤組織庫，有可公開分享、在地化、與技術支
援等優勢，成為產業界研發抗癌新藥的最佳助力。生技業者不須自行尋找合作醫
師、使用西方人種的檢體、或自國外公司購買昂貴腫瘤。更進一步，還能委託動
物中心直接進行後續試驗分析服務，完備所有研發需求。

黃致華助理工程師

Contact

黃致華 / (03)578 - 4208 ext 1077 / winfred@nspo.narl.org.tw

Contact

王瑞鈴

林怡玲 / 02-27895555 / fimbristylis@nlac.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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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國家實驗研究院

10

智慧橋梁安全防災管理系統

地震防災智慧城市模擬平台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技術簡介

結合橋梁定期檢測作業履歷，常時提供橋梁安全評估資訊，並整合全自動長期監
測系統，於災害發生前可及時通知橋梁管理單位應變，災後可快速診斷橋梁健康
狀態。

技術簡介

地震防災智慧城市模擬平台，可模擬不同地震強度下城市建築損壞模擬分析，透
過非線性動力歷時分析，預測或模擬真實地震事件每棟建築損壞，透過 3D 模型
與 VR 可視化展示地震模擬分析結果，模擬分析平台可與 AI 技術結合，提供地震
防救災規劃之用。

科學突破

傳統橋梁檢測照片和檢測資訊是不同的檔案，整理資料經常遇到困難且容易出錯。
首創將詮釋資料資訊技術應用於橋梁檢測記錄上，大幅降低橋梁檢測資料彙整上
的困難度。結合先進的橋梁監測系統資訊，選定特殊或需要特別照護的橋梁安裝
完整的監測系統，當橋梁遭遇地震或颱風洪水時，橋梁監測系統可以進行快速健
康診斷，更能有效完整照護橋梁的健康安全。

科學突破

自行開發地震防災智慧城市模擬平台，結合 3D GIS 自動化建模技術，僅需筆記型
電腦等級配備，進行非線性動力分析，來模擬巨量城市建築損壞分佈，搭配本中
心研發 VR 虛擬實境展示巨量城市建築 3D 模擬技術，展示城市建築損害分佈狀況。

產業應用

本技術可將 3D GIS 推廣應用至地震防救災產業，可提供中央防救災單位、警政消
防單位、台鐵、高鐵、捷運、學校等單位，發展出智慧防災技術服務團隊，提供
城市都市更與國土規畫參考依據，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產業應用

128

國家實驗研究院

陳俊仲副研究員、宋裕祺組長、周光武副研究員、許家銓助理研究員

研發過程中廣納許多橋梁管理養護單位與相關工程顧問公司的建議，並藉由數次
現地橋梁檢測實務試辦作業，取得系統開發回饋意見進行改版修正，確保本系統
成果可以滿足橋梁防災管理需求，以及符合工程實務使用性。

Contact

陳俊仲 / 02-6630-0587 / jingochen@narlabs.org.tw

Contact

王仁佐研究員

王仁佐 / 02-66300894 / rzwang@ncree.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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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

XBrain 影像資料庫管理系統與大尺度視覺化系統

多維度資訊融合展示圖台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陳南佑研究員、王國肇副研究員、王順泰正工程師、楊安正助理研究員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技術簡介

資料庫管理系統：利用平行檔案系統來達到快速的 I/O 傳輸、資料庫軟體適用於影
像資料的研究需求、資料庫具有存取權限的控管與使用群間之資料共享。
大尺度影像視覺化系統：可處理 100GB 以上資料之視覺化、利用分散式圖形計算
即時呈現影像資料、配合遠端程式虛擬化技術使用網頁瀏覽器呈現影像資料。

技術簡介

有效結合地理空間資訊與觀測資料，將大數據導入 2D/3D 合一的圖台呈現，並導
入資料時序與虛實整合技術，實現所得即所現的資訊輔助能力。

科學突破

以 2D/3D 合一的系統，結合感測器資訊與時序，提供 4D 的資料展示，並利用透
視與穿透的方式展示在地底下的各項資料，且融合真實影像與模型資料，提供最
真實的資料展示。

產業應用

可運用在各種環境模擬計算、觀測數據、規劃測製與各種災害損失評估等的資訊
呈現。

科學突破

從果蠅腦神經資料庫推進到小鼠腦神經資料庫。

產業應用

大尺度影像資料管理系統：使用者間資料共享、資料共享權限控管。
大尺度影像視覺化系統：大尺度影像呈現、分散式影像視覺化技術、遠端程式虛
擬化技術。

12

林錫慶研究員、任念志總經理、李錦昌副總經理

智慧城市

AR 巡管

自定義挖洞檢視管線

130

Contact

陳南佑 / 0939-872976 / nanyow@nchc.narl.org.tw

Contact

3D 建物模型

地下活動斷層

影像虛實整合

施奕良 / 03-5776085 ext 275 / 1703064@narlab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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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

虛實混合 / 浮空投影技術

132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技術簡介

林宇軒副研究員、周俊翰助理研究員、郭嘉真研究員、楊智仲副工程師、
李承儒佐理研究員、蘇芳琪佐理研究員、黃忠偉教授、黃國政研究員

高真空系統微粒生成監控與分析技術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這是一個實時的浮空顯示裝置。 可以將虛擬圖像投影到物理世界中。 如果您觸摸
投射在空氣中的虛擬圖像，您的手將直接通過它。 該系統由圖像訊息源，偏振片
和具有精密結構的浮空玻璃組成。 工作原理是將影像資訊由光源發射並在浮動玻
璃內發生雙反射。 最後，所有光線都匯集於在空氣中並構建出浮空影像。 該技術
屬於幾何光學的領域，需要超高精度的光學加工方能製造。

技術簡介

本技術可監控高真空系統中真空組件運作時，微粒生成數量與粒徑分布情形，透
過微粒取樣與成分分析技術，了解其分布情形與產生來源；結合標準微粒檢測流
程，提升分析之可靠度。分析數據可即時回饋予產品設計之修正依據，增進廠商
研發新組件能力與縮短研發時程，提升在地廠商於需求市場之品質要求、產品可
靠度與品牌信賴度。

科學突破

於創新專利上，相比國際傳統浮空投影技術，可施行更具尺寸彈性、較低廉成本
與更具品質之浮空投影技術。

科學突破

產業應用

可應用於各式展演、廣告、工業人機介面等應用。

目前僅 VAT( 全球真空組件市佔率第一 ) 對其生產之真空組件有類似測試系統，粒
徑檢測範圍為 10 奈米 -10 微米。本技術為全台第一套真空組件微粒檢測系統，
粒徑檢測尺寸最小可達 1 奈米；粒徑濃度最大可達 107 particles/cm3，並首次導
入學研界建立之標準微粒取樣與檢測程序進行微粒分布與成分分析，協助降低高
階真空設備中可能微粒汙染源來源。

產業應用

本技術結合產、學、研三方研究能量，建立產業界設備自製及自主研發能力；未
來更可串聯設備產業，帶動上下游關鍵元組件在地化發展，並導入產業供應鏈，
落實設備產業及關鍵元組件自主化供應的目標，促使台灣產業競爭力升級。

Contact

林宇軒 / 03-5779911 ext 338 / marklin@itrc.narl.org.tw

14

Contact

蕭銘華研究員、周榮源教授、陳哲勤副研究員、蔣東堯研究員、陳峰志研究員

陳哲勤 / 03-5779911 ext 335 / ccchen@itrc.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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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醫療器材加速器服務平台

半導體感知晶片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

技術簡介

「國家實驗研究院醫療器材加速器服務平台」是一個全新的聯盟概念，目標在連
結醫療器材從創意到產品的過程中，所需要的各項驗證服務，引領發明者找到上
市的最短路徑，加速價值的呈現。

技術簡介

產業應用

「國家實驗研究院醫療器材加速器服務平台」是一個全新的聯盟概念，目標在連
結醫療器材從創意到產品的過程中，所需要的各項驗證服務，引領發明者找到上
市的最短路徑，將研發團隊的創意傳畫成有價值的產品。

以多功能關鍵技術模組整合設計為基礎，結合異質封裝技術、介面電路及多重環
境參數感測器，低成本 , 超低功耗、高靈敏度之多重感測系統晶片，完成三項感
知技術智慧應用展示：
應用展示一：智能機器人
應用展示二：智慧感測索瑪立方體
應用展示三：即插即測智慧感測裝置

科學突破

1.
2.
3.
4.
5.
6.

突破國內無單一晶片具多重感測功能技術瓶頸
零功耗感測技術，感測器本體不需供電即可操作
3D 異質垂直封裝技術，簡化製程與降低成本
使用嵌入式軟硬體之低功耗節能技術，支援低功耗操作模式
AI 自我校正技術，讓感測器更準確
虛實互動、智慧感測、精準定位

產業應用

1.
2.
3.
4.
5.

災防產業 ( 如 : 橋梁於洪水沖刷時之安全評估、土石流早期預警 )
車用電子 ( 如 : 汽車異常振動故障即時監測、零件位移 )
智慧製造 ( 如 : 製程機台因過熱或異常振動造成故障之早期偵測、智慧組裝 )
AI 智慧感測 ( 如 : 居家安全、智能感測、家庭娛樂 )
穿戴式感測裝置 ( 如 : 個人健康照護系統、環境感測系統 )

高健薰研究員

Contact

游智勝 / 03-6676822 ext 3121 / ycs@itrc.narl.org.tw

Contact

16

謝嘉民、賴宇紳、徐韶徽、劉瑞敏、黃政銘、陳振嘉、郭語安、宋岡能、郭致廷、楊智喬、褚靜如

賴宇紳 / 03-5726100 ext 7532 / yslai@narlab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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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02

推進摩爾定律極限！同步光源在先進半導體技術應用

破解先進材料之謎 - 奈米探測技術

研發單位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研發單位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鄭澄懋副研究員

技術簡介

EUV 微影是未來邁向 3 奈米元件的主流製程技術，但高亮度的 EUV 光源取得不易，
直接影響該技術的發展。NSRRC 不但提供加速器 EUV 光源，協助廠商進行 EUV 光
阻、光罩與光源開發；NSRRC 也提供最尖端的材料分析技術，以高精度、非破壞
與臨場分析超薄 (~nm) 半導體材料，協助台灣半導體廠商解決奈米尺度的關鍵材料
問題。

技術簡介

奈米探測技術包括奈米繞射、能譜與顯微術等多項實驗技術，同步加速器光源相
關的實驗技術分別有掃描式軟 X 光穿透顯微術、奈米聚焦角解析光電子能譜術、
奈米探測技術和奈米繞射技術。藉由奈米尺度的結構設計，探討奈米尺度下的物
理與化學現象，廣泛應用於各項材料分析、綠色能源和空汙 PM2.5 等研究。

科學突破

現有電漿 EUV 光源功率有限，污染嚴重，是半導體技術邁向 1 奈米極限的關鍵障
礙。而透過同步加速器光源可以大幅提升功率超過千瓦，是目前半導體設備商積
極尋求的替代光源。此外，透過同步加速器光源之超低掠角 X 光繞射、吸收與光
電子能譜等技術，可以精準分析超薄奈米晶片的物理、化學與電子結構，協助廠
商改善半導體關鍵製程。

科學突破

利用奈米尺度大小光斑探測得到的能譜與繞射光譜可以廣泛深入了解各種電子、
光電、磁性與能源材料的晶體結構、電子傳輸性質與能帶結構，將可用以提升下
一代電子元件及綠能材料的關鍵研究能力與競爭優勢。以軟 X 光奈米顯微術為例，
其能夠提供光電、能源、和高分子等功能性材料的特徵性質分析，以及探索奈米
尺度下新穎材料的物理 / 化學機制。

產業應用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鄰近台灣半導體產業，近年除了與國際半導體設備大廠
ASML 簽訂合作備忘錄外，並與台積電及美國新創公司 Lyncean 密切合作，共同尋
求加速器 EUV 光源技術的合作發展。此外，NSRRC 已執行超過 5 年的台積電委託
研究計畫，使用最尖端的加速器光源分析技術，協助解決奈米尺度的關鍵材料問
題，在競爭激烈的半導體產業屢創奇蹟。

產業應用

奈米探測技術可以完整解讀材料中的結構、光學、電學及表面特性，在新穎材料、
生醫材料、能源環保等領域極具產業應用潛力。以綠色能源為例，利用奈米光斑
分析電池結構，了解充放電過程之結構改變，協助改善電池穩定性及充放電效率。
另外利用掃描式軟 X 光穿透顯微術檢測空氣中 PM2.5 濃度，分析空氣汙染粒子結
構並找出關鍵汙染源。

Contact

許博淵執行長

許博淵 / 03-578-0281ext7316 / yuan@nsrrc.org.tw

Contact

鄭澄懋 / 03-578-0281ext7270 / makalu@nsr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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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超能創造者 - 多變的磁場設計與應用

高能粒子推手 - 由小到大的射頻功率源

研發單位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研發單位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尤宗旗助理研究員

技術簡介
技術簡介

國輻中心磁鐵團隊是目前國際間極少數同時具有設計 / 製造 / 量測電磁鐵、超導磁
鐵與低溫永久磁鐵的團隊，具備設計各式磁場的能力，並可搭配低溫或真空環境
進行機械結構設計，應用領域包括電磁鐵、永久磁石磁鐵與超導磁鐵等。配合國
輻中心所具備精準的磁場量測技術，將可進行各式磁鐵的品管與改良。

大功率發射台漸由許多較小功率的基地台取代，半導體產業的固態技術在射頻 /
微波的功率也日益提升，因此，以較小功率的固態功率源合理疊加產生巨大的微
波 / 射頻功率成為未來趨勢。國輻中心為迎接科技趨勢，自主研發將多個千瓦級
的功率源合併為一可產生數十千瓦的射頻功率，以取代原本需要高壓電力和日益
昂貴的真空速調管。

科學突破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磁鐵團隊為國際間頂尖磁鐵設計團隊之一，無論在磁鐵設
計、製造、量測、運作等皆有豐碩的成績，尤其在磁場設計上，可依據使用者需求，
設計出各式的磁場分佈。因應加速器領域對磁鐵的應用要求，目前磁鐵團隊具備
超導磁鐵、永磁磁鐵、真空中磁鐵、電磁鐵等相關設計經驗，所設計之各式磁鐵
均已長期運轉於加速器中。

科學突破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整合全平面平衡不平衡轉換器達成推挽式操作，具有高效
率、低雜訊、低諧波的優點，提供優異乾淨的射頻功率源。而射頻功率晶片與水
冷板的整合，將具有優越散熱能力、效能提升、功率晶片使用壽命延長等優點。
同時等相位 / 功率及不同功率水準之多埠功率合併器的自主開發，讓固態射頻功
率源在各應用上極具擴充性。

產業應用

全固態射頻功率模組與射頻功率合併器可以在連續波模式下可靠的運轉，以基本
功率模組為基礎建造不同功率需求的射頻功率源。在加速器的應用，可以提供高
品質、高穩定度、可自主維護之射頻功率源予電子束加速使用。在工業的應用，
包含航空通訊、電漿激發、雷射產生和微波加熱等。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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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詹智全副研究員

磁振共振應用目前朝向高解析度的高磁場核磁共振儀與簡易攜帶的低磁場核磁共
振儀發展，高磁場核磁共振儀昂貴且體積龐大，較難大量推廣，相對的低磁場核
磁共振儀成本較低、體積小且具有一定的解析度。研發低磁場核磁共振儀均勻磁
場設計與誤差修正技術，將可落實國內 NMR 設計生產與製造，並掌握關鍵均勻磁
場的技術製造能力。

Contact

詹智全 / 03-578-0281ext6338 / janjc@nsrrc.org.tw

Contact

尤宗旗 / 03-578-0281ext6310 / yu.tc@nsr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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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神奇金屬墊圈 - 鋁合金超高真空系統潔淨新製程

142

研發單位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技術簡介

超高真空提供兆 ( 萬億 ) 分之一大氣壓的極低氣壓真空環境，其腔體內外須維持無
油潔淨之表面，採用無油酒精 CNC 銑床精密加工可使表面自然生成低碳的鋁氧化
層，為完全無廢酸鹼污染之潔淨環保製程。開發大型鋁合金鍍膜超高真空系統採
用菱形墊圈結合平面法蘭之設計，可使用非圓形之特殊截面形狀法蘭彈性應用於
非標準客製化產品。

科學突破

利用無油酒精 CNC 精密加工技術加工鋁合金真空腔及各式真空元件，可使表面自
然生成潔淨低碳的鋁氧化層，直接銲接組裝抽真空烘烤後即可達到極低表面釋氣
率的超高真空度。同時創新菱形墊圈結合平面法蘭之設計，取代傳統刀口法蘭的
真空密封方式。此菱形墊圈可為非圓形之截面，配合真空腔體直接加工非圓形無
刀口法蘭的製造運用。

產業應用

大型鋁合金超高真空腔系統可應用於各式高功率加速器設施，以及半導體製程、
光電製程、太陽能面板與平面顯示器等產業，極低釋氣的超高真空系統將可減低
鍍膜製程中的參雜分子吸附殘留污染。而鋁合金真空腔體配合無刀口法蘭與菱形
墊圈密封方式，再結合無油 CNC 精密加工，將可大幅提升真空系統性能可靠度和
降低造價。

Contact

熊高鈺研究員

熊高鈺 / 03-578-0281ext6303 / hsiung@nsrrc.org.tw

01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災害情資網 & 災防小金剛
研發單位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蘇文瑞研究員

技術簡介

災防科技中心開發之「災害情資網」，具有全台最完整之防災資料，近年在協助
政府防災決策及災害應變作業已具良好之成效；本次策展更透過智慧機器人「防
災小金剛」之開發，鏈結災害情資網提供對談機器人及模組化功能，讓使用者能
迅速取得生活化防災資訊。

科學突破

「防災小金剛」透過語意分析設計技術之加值與應用，鍊結災防中心主要之服務
平台；「災害情資網」為全臺灣唯一運用智慧機器人提供即時精準之防災數據、
圖資、圖表、影像，讓使用者能隨時得知生活化、多樣化的防災資訊。

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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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情資網中之加值資料多樣且完整，已陸續有多項應用成果，如 (1) 即時觀監測
資料及預警預報資訊，可提供民間及相關防災產業業者開發民生有關之預警防災
系統及 APP；(2) 又如災害損失的加值資料及災損模型為例，風險評估精度提高，
有助於保險業者於天然災害保險費率的分級，且損失模型的精算，增加國內商業
保險議價空間，降低再保費率等。

Contact

許明仁 / 02-81958606 / herothugs@ncdr.nat.gov.tw

02

3D 視覺化強降雨預警產品
研發單位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技術簡介

利用區域氣象模式與模擬技術，即時分析高時 - 空解析度之災害性天氣預警資訊，
配合視覺化系統，呈現高解析度之颱風 3D 立體結構與風暴路徑，協助防災應變
期間之颱風強度與移行路徑之分析與預警情資研判。

科學突破

三維雷達風場反演技術 - 多都卜勒雷達風場合成方法，簡稱 WISSDOM (WInd
Synthesis System using DOppler Measurement) 具有將模式預報場、探空、剖風儀等
不同來源資料結合並將其最佳化之能力，能清楚呈現颱風過山時，氣流與地形之
交互作用過程，能提高短延時強降雨之災害預警能力。

產業應用

上述氣象防災技術未來將可利用各種 3D 視覺化投影技術，將颱風的立體結構投
影至空中 ( 本次策展以 Hypervsn 全息投影技術為例 )。Hypervsn 全息投影技術為
倫敦新創企業 Kino-mo 所推出之全像投影裝置，目前已有多家企業採用。透過氣
象防災技術與全息投影裝置的結合，可更清楚地分析颱風強度與可能之衝擊，提
供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更細緻、更擬真之全台情資研判預警資訊。

Contact

于宜強組長

朱容練 / 02-81958620 / Jlchu@ncdr.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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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單位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技術簡介

物資需求媒合平台為一科技落實於實務作業的平台，能更善用物資資源及避免浪
費，有效的解決防災實務面的需求

科學突破

• 公私資料的整合，跨政府與民間機關，緊急救難時之物資部署媒合系統，可提
供【需求】與【供給】方的資訊媒合整合平台
• 資訊透明，運用國際緊急資源調度標準整合 (EDXL-RM) 單一窗口能有效利用資
源、避免愛心的浪費

產業應用

• 提供平時物資銀行及災時物資合服務的平台，期望透過便利的物流及網購管理
概念，使資源有效流動與運用，正確地將物資分享給需要的人
• 單一窗口，避免愛心浪費最後當配物流，快速地讓物資送達災難地點

Contact

張子瑩組長

許明仁 / 02-81958606 / herothugs@ncdr.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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