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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未來科技展」（FUTEX 2019）已於 12月 5日

正式開展，於世貿一館展出至 12月 8日。這是

由科技部主辦，體現我國學研創新能量與成果的前瞻

技術饗宴。今年邁入第三屆，隨著過去二屆展出成效

卓越，儼然成為臺灣科技業最大學研創新媒合平台，

如同蘋果﹙ Apple﹚、谷歌﹙ Google﹚每年舉辦的開

發者大會，「未來科技展」每年脫穎而出的技術總是

引發業者關注，全臺最具創新與創意的開發人才都將

在這年度盛事齊聚一堂。

全臺學研開發者的技術盛宴，

媒合商機料再刷新扮演獨角獸推手

今年參與度更是熱烈，來自全國各地學研單位、

法人及園區等前瞻技術合計超過 500餘件徵選，根據

「科學突破性」與「產業應用性」二大指標，有 88

件技術脫穎而出，分別聚焦生技與新藥、醫材、智慧

機械與新穎材料、AI及 IoT應用、電子與光電等攸關

國家重大的基礎建設、民生經濟和前瞻性產業等關鍵

領域應用。

過去二年的「未來科技展」展出成效斐然。共計

吸引超過 7萬人次的參觀人潮、創造逾 6千場次的媒

合洽談，展後媒合成效超過新臺幣 4億元，獲得業界

熱烈回響與好評。

科技部表示，讓臺灣在國際科技競賽舞臺上展現

競爭力並占有一席之地，落實發揮小國大戰略精神，

是舉辦本次的展覽的目的。科技部將不忘初心，持續

鼓勵並強化學研界創新研發能量、協助學界研發成果

技術加值，連結前瞻與創新技術產業媒合，並加速接

軌國際，放大臺灣既有的科技優勢並厚植科技立國能

量，提升國家發展永續競爭力。

仰望智慧科技新風貌，
臺灣科技飛越國際浩瀚無垠

六大應用五大專區翻轉科技 

建構全臺最大科研生態系

2019未來科技展設置有「AI與 IoT 應用」、「電

子與光電」、「智慧機械與新穎材料」、「智慧防災」、

「生技與新藥」、「醫材」等六大應用領域，以及「智

慧農業生技」、「精準運動」、「太空科技」、「半

導體射月」、「文化科技」等五大特色專區，融合開

創性技術先驅、或獨步全球之創新與創意技術。此外，

還有九場主題論壇，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

講與經驗分享。

其中，首次新增的「太空科技」與「半導體射月」

特色專區，前者標誌臺灣可以結合電子零組件與精密

機械等兩大技術強項，在太空領域走出自己的發展模

式，為臺灣的太空產業鏈開啟一個新機會。後者則延

續臺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的關鍵地位，跨入智慧

化時代亦不缺席，讓臺灣同樣在全球人工智慧（AI）

產業生態系中取得關鍵地位。

此外，在全球運動風潮席捲帶動相關產業成長蔚

為一大趨勢，配合近年臺灣也積極推廣運動產業，本

次展覽增設「精準運動」特色專區，透過科學研究結

合新科技，改善相關運動器材或用具以協助運動員的

安全訓練及表現，為本次展覽增添不同元素與體驗。

26 件亮點技術爭艷：AI 應用夯、智慧農

技萌、精準運動靚，新藥醫材持續火紅

2019未來科技展呈現的前瞻技術未來樣貌都是近

年全球科技關注焦點，例如 5G、AI、新穎材料、癌症

新藥開發等，不僅多元且更貼近生活化應用，預期展

出效益可望再造新猷。

其中有五成的亮點技術集中在生技及新藥、醫材

與智慧農業生技等三大應用，顯見生醫產業與農業生

技近年在政策積極鼓勵下，持續激發出學研界的研發

能量與成果。例如中央研究院開發的「多功能薄殼奈

米粒子於抗病毒與精準抗癌疫苗之應用」、臺灣大學

開發的「為絕症尋找『仙丹』-共濟失調症新藥研發

與篩檢測試平台」、陽明大學開發的「肺纖維化及肺

氣腫之治療材料與方法」、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開發

的「啟動農產品保鮮的大未來」、交通大學開發的「智

慧隱形眼鏡系統之開發：以乾眼症診斷為例」等。

此外，融合 AI的科學突破與創意發想亦持續引領

風潮，在物聯網（IoT）、電子光電、智慧機械與新穎

材料等三大領域處處可見植入人工智慧 DNA的探索應

用。例如清華大學開發出以人工智慧進行情緒辨識的

「個人特質整合語音互動之深度情緒辨識技術」，該

技術及完整實驗結果已於今年發表，並獲得情感計算

領域頂尖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國際上最大的語音技術會

議肯定。情緒識別的產業應用性相當多元，例如語音

互動介面如 Alexa和 Siri等提供使用者全新的體驗，或

業務銷售可由個人化情緒辨識技術以提升業績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運動風潮掀起的經濟擴散效

益席捲全球，將運動科學鏈結運動產業開創的突破技

術與創新應用預料會是今年展場中吸睛焦點之一，因

此將元智大學開發的「棒球指壓感測與無線傳輸裝置

及時序大數據分析系統」、高醫大學開發的「運動禁

藥一手掌握 &抗炎保胃讚」、以及國立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開發的「運動訓練系統及其裝置」納入亮點技術，

搶先給您不同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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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連以婷　

「臺灣學研界有許多突破性很強的技術，可惜的是大部分沒有機會讓外界看見，而這也

是科技部在兩年前設立未來科技展的初衷」，科技部長陳良基在2017年上任後，即以「打
破產學高牆，促進產學合作」為目標，於當年舉辦第一屆未來科技展，是臺灣第一次將

所有具前瞻性、創新性的科研技術匯聚起來的科技盛會，這兩年舉辦下來也發揮了跨界

綜效，共展出 232項前瞻技術，參觀人數超過 7萬人次，創造出四億元以上的商機。

為臺灣找尋
未來 10 年的決勝武器

部 長 專 訪
I N T E R V I E W

未
來科技展是一個醞釀許久的點子，與陳良基

過去教書經歷有關。他曾在臺大電機系任教

三十年，是產學一致公認「點子多」、「產值高」的

教授，被稱作「技轉王」的他與業界關係良好，帶著

學生與科技廠進行多年的產學合作，以實驗室深厚的

研發能力為業界解題。

對於過去這一段經歷，陳良基表示與廠商合作的

機緣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他的研究領域為影像訊

號處理，剛好搭上這幾年 3C產品技術推進的列車；

第二是有廠商從網路 google到他的技術並找上實驗室

詢問，才開啟後續緊密的合作。這兩個經歷讓他看見

學界與業界並非壁壘分明，而是可以創造一個三贏的

局面—教授在產學合作的同時不僅將前瞻技術推伸

出去、實際落地應用獲得即時回饋，也能將研究成果

發表論文、達成學術上的成就，所訓練的學生也能提

早熟悉產業需求、為進入職場做好準備。

但陳良基也了解到並不是每個老師都能像他當年

一樣幸運，大部分教授的研究題目對於業界來說可能

過於前瞻，如果廠商沒有這方面的認識，無法去想像

未來的應用場景。

他以自己過去的技轉經驗作為例子，在電影《阿

凡達》還未上映前，他所開發出來的數位影像技術少

為人知，但當電影上映紅翻全球時，許多臺灣廠商開

始搜尋國內已有的技術，一夕之間，他的技術炙手可

熱。當廠商絡繹不絕的前來詢問，為了滿足他們的需

求，陳良基決定直接開說明會，用業界所熟悉的語言

向廠商簡報，不僅講學理也穿插許多應用資訊幫助想

像。這些經驗也成為未來科技展的特色，以具場景主

題的概念讓參觀者更容易理解艱澀的技術，在展期中

也舉辦多場媒合會，鼓勵教授上台發表並直接面對業

界人士。

除了強調與業界接軌，「未來科技展」也展出許

多現階段還未有實際應用場域的科技，像是新型材料

的研發、量子晶片的模擬。對於這類型的技術，陳良

基則期望能為參觀者拓展科技視野，以科技的熱情與

活力感染社會，讓一般民眾深入了解臺灣的科技實力

與不輸世界列強的創新發明能量。

科技實力強勁 產學研掌握價值鏈核心

談起臺灣在整個全球創新發明的位置，陳良基

也分享了一些數字。臺灣的人口佔全世界的 0.3%，但

paper發表數卻是全球前二十名，意味臺灣學術研究

的實力相當優異，扮演領先者與貢獻者的角色。若以

產業效益來看，臺灣在幾個特定項目如半導體、醫療、

農業扮演前沿領導的角色，這些都與過去選擇對的投

資與訓練的人才特質有關。

陳良基引用《世界是平的》對臺灣科技實力

的註解，「我們擁有世界獨一無二的矽盾（Silicon 

Shield）」，也就是臺灣以矽所製成的產品如晶片，

對許多國家都非常重要，如果沒有臺灣，全世界將無

法運轉，這些科技實力不僅讓我們扮演世界的樞紐角

色，也是臺灣在區域安全的最佳金鐘罩。

而隨著世界趨勢走向雲端、AIoT、5G，這幾年不

斷有人疾呼產業應該要更重視軟體的發展，陳良基則

抱持不同看法。他指出科技產品從原料端到服務端存

在一個供應鏈體系，產品售出的價格會分配到整個供

應鏈裡，也就形成價值鏈，而誰能在價值鏈中掌握關

鍵核心，誰就能分配到最多的價值。只要能做到在整

個供應鏈中無可或缺的地步，並且在價值鏈快速變動

時掌握較高的核心價值，或是想辦法把價值鏈往外延

伸，都是臺灣在資源與人力有限下更應該去考量的。

因此研發人員就必需要隨時掌握未來價值鏈變動

時的關鍵核心，這也是許多台廠正在做的，例如台積

電就投入大量資本將摩爾定律往前推進。而市場上則

看到的是台積電對未來價值的掌握度更高，意味將有

更強勁的產業優勢表現。

決戰未來 挖掘關鍵技術

2019年未來科技展將挾著前兩年所打下的良好基

礎再上一層樓，今年特別設立兩個特色專區：「半導

體射月」與「太空科技」。對此，陳良基強調當我們

往 AI方向前進時，千萬不要丟掉我們的「扁擔」（半

導體），未來不管是 IoT、AI、量子電腦發展都跟摩爾

定律持續推進有關，臺灣這幾十年選對了半導體的發

展方向，讓我們成為科技強國，在往後面對新興科技

的挑戰，仍需要從現在的地基往上建造。至於太空科

技的發展，臺灣雖然是小國，但在研發能力也排在全

球前十名內，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陳良基對未來科技展有很深的期許，投注許多資

源心力在科研成果的選拔上，其中依據「科學突破」

與「產業應用」兩大指標評選出 88件科研成果，許

多技術都擁有破壞式創新的潛力，都有機會成為臺灣

未來 10年的決勝武器！■

全球化及科技浪潮衝擊下，臺灣各產業面臨轉型壓

力，不得不積極尋找出路。許多廠商拋開傳統束縛，改變

營運思維，擁抱創新科技，追求跨域合作，創造出一加一

大於二的商業模式。其中，臺灣的學研單位就有許多最新

科技與前導應用示範，一旦與基本功扎實的廠商協力合

作，便能一起開創商業新利基，有助臺灣整個產業進行一

場華麗的轉型之旅。以下就來看看本屆五大亮點展現跨領

域的科學研究突破，為渴求轉型的產業注入一劑強心針。

五大尖端高科技
亮點再進化

展區位置：電子與光電

創新無線定位與追蹤系統，為無人機惡意入侵設防護網

產品如何從實驗室走出，在嚴峻考驗中存活下來，其關鍵是產品的市場定位

明確。臺灣大學毛紹綱團隊針對不同的定位誤差問題與場域需求，分項開發三種

無線定位與追蹤系統，以多元的產品進

軍歐美市場。包含了：iShield的主動雷

達擁有無輻射、無干擾、價格低廉和使

用方便等特色；iPosition能在無法使用

GPS精準定位之室內外環境，達到公分

級精準定位；iFollow裝置則能於室內以

手機使用，達成自動跟隨。

無線定位與追蹤系統產品示意圖（圖片來
源：國立臺灣大學毛紹綱團隊提供）

4 展區位置：智慧農業生技

科技與自然的美妙交會：無毒智慧科技農業系統

人類早已懂得運用自然藥草治療各種病症，沿用至今。交通大學陳文亮團隊所

研發的「中草藥功效性成分」預測模型，可輔助農業生產管理者，即時掌握農作物生

長當下功效性成分濃度，提供農民在施肥決策上的參考。團隊也透過農業智聯網平

台―AgriTalk，將「功效性成

分預測系統」與「農地施肥系

統」串聯起來，透過人工智慧

輔助，在效用最大化和效益最

大化的前提下，讓科技與自然

環境不再是相互衝突的存在。

無毒智慧科技農業系統，透過數據分
析回饋進行農場管理 (圖片來源：國
立交通大學陳文亮團隊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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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位置：精準運動

足部壓力影像，判斷運動動作正確性

精進運動技術是每位運動員努力的目標，學習標竿運動員的動作技術有助於

提升表現，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黃致豪團隊研發了「運動訓練系統及其裝置」技術，

利用足部壓力感測器訊號及影像資料，取得人體運動過程中的重心轉移，分析足

底壓力分佈的影像。藉由足部動作蒐集成資料庫，比對優良運動員資料庫後推斷

動作正確性，減少反覆修正動作的時間，得出最佳的訓練方式。

足部壓力影像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黃志豪團隊提供 )

3

展區位置：醫材

靈魂之窗救星：用智慧隱形眼鏡系統診斷乾眼症疾病

乾眼症是現代人常見的眼睛疾病，有時症狀不易察覺。為了輔助醫生診斷，

交通大學邱俊誠團隊研發能夠長時間測量乾眼症狀況的智慧隱形眼鏡，針對淚液

各種數值分析數據，可以長期測量並進行分析。實驗作法是將多種感測器放入隱

形眼鏡中，透過配戴隱形眼鏡之方式，達到長時間監控目的，透過長時間記錄，

了解與日常行為之關聯性，找出可能造成乾眼症狀的行為。

左圖為智慧隱形眼鏡讀取器，右圖為智慧隱形眼鏡感測系統 (圖片來源：國立交通大學邱俊誠團隊
提供 )

1

展區位置：AI 及 IoT 應用

AI 語音互動分析，抓住你的情緒反應

每個人情緒表現和說話表達方式都不相同，當有人訴說一件事情時，聽者得

出的結論也多少會有些差異。用人工智慧辨識情緒的技術發展至今，大多數情緒

預測缺少個體差異，因此清華大學李祈均團隊發想出透過整合語音文字資訊的技

術，以準確分析說話者當下產生的情緒狀態。此技術可商業應用於任何以語音為

介面的產品與服務，包括語音助理、客戶服務、汽車服務、各種物聯網等。

2

藉由語音對話，蒐集話者情緒並整合到多模組情緒辨識系統的運作流程圖（圖片來源：國立清華大
學李祈均團隊提供）

 2 0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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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名稱： 創新無線定位與追蹤系統

技術名稱： 個人特質整合語音互動之深度情緒辨識技術

技術名稱： 無毒智慧科技農業系統

技術名稱： 運動訓練系統及其裝置

技術名稱： 智慧隱形眼鏡系統之開發：以乾眼症診斷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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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研成果這幾年不斷有好消息傳出，在

生醫、AI與 IoT應用、智慧機械、材料研發、電
子與光電等領域上屢屢有創新突破，在國際科技

競賽舞臺上大放異彩，更創造許多與產業接軌的

良機。今年未來科技展規模再加大，設置有六大

應用領域及五大特色專區，主辦單位科技部希望

透過這一年一度的科技盛會，讓所有參觀的民眾

無論是產業人士、技術團隊還是莘莘學子，都能

在其中充分感受到臺灣科技爆發力，並提早遇見

20年後的科技奇蹟。
未來科技展針對國人近年來最關心的科技主

題，分別為再生醫學、量子加密、人工智慧、太

空科技、5G、中美貿易等，舉辦九場兼具深度與
廣度的重磅論壇，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集思廣益，

一同為臺灣科技再上一層樓的發展，找出突破性

的切入點。

而在亮點技術上，科技部根據「科學突破性」

與「產業應用性」二大指標，選拔出 88支優秀團
隊，獲選的團隊不僅在其領域有發展潛力，更在

國際競爭中擁有獨特性並具有商業化價值。這些

亮點技術有些已有明確的應用場景，而有些可能

只在初期的架構階段，但都有機會成為 10年後科
技發展的基石。10年後當我們回過頭來想要找出
某個科技發展的軌跡，說不定現今許多亮點技術

都名列其中。

我們將透過三大場景的設計，以具未來性的

描述與故事，幫助參觀者建構一個想像的世界，

並從中點出未來將改變人類生活的科技創新。

九場主題論壇、三大技術場景
打造跨越科技疆界的想像力

AI能否寫出受歡迎或高品質的文學作品，是

極具挑戰性的課題。本演講將從「文學創作者」

的角度，設想 AI與人類在創作上各具有什麼優勢

與限制，進而思考兩者協力創作的可能。■

人文沙龍講座
如果 AI 聘我當她的 
寫作助手
2019/12/05（四）15:30-17:00

 唐緤捐 ︱ 詩人、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臺灣將於 2026年邁入「超高齡社會」人口老化與長照醫療議題成為迫切關鍵，再生醫學因此成為醫界

探討趨勢，希望從新技術中找到解方。本論壇從既有利基出發，探討細胞治療的未來。MEDINET 副總裁鈴木

邦彥將藉由日本經驗，分享細胞治療的研發可能性與產業利基，帶出未來發展可能面向。Panel 對談中，則

邀請基亞生物科技董事長張世忠、國際細胞與基因治療協會副會長李光申、花蓮慈濟醫院骨髓幹細胞中心主

任楊國梁，討論目前的技術發展與未來醫療創新照護的實務發展可能路線。■

細胞治療新顯學 
臺灣發展再生醫學強國關鍵下一步
2019/12/06（五）10:30-12:30

▓【Keynote】全球再生醫學大趨勢，臺灣有什麼機會？
 鈴木邦彥 ︱ MEDINET 副總裁暨日本再生醫學創新論壇副會長

▓【Panel】再生醫學與細胞治療創新爆發！如何讓我們突破年齡與健康的限制？
 鈴木邦彥 ︱ MEDINET 副總裁暨日本再生醫學創新論壇副會長

 張世忠 ︱  基亞生物科技董事長

 李光申 ︱  國際細胞與基因治療協會副會長

 楊國梁 ︱ 花蓮慈濟醫院骨髓幹細胞中心主任

2019年進入量子運算應用元年，本論壇希望破解大眾迷思，並探討後量子密碼學的未來發展為何。本

次邀請到於今年募資四億元種子資金的芬蘭量子電腦新創 IQM首席科學長 Mikko Möttönen分享量子加密技

術，以及如何從硬體創新上推進量子運算。銓安智慧科技研發長陳君明、臺灣大學 IBM 量子電腦中心主任張

慶瑞、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牟中瑜則一同加入探討如何有效投入資源，在全球量子技術發展過程中，集成研

發社群的創新能量，在產業升級與國家安全雙重面向把握領先機會。■

量子加密：
是現存資訊安全機制的轉機還是末日！
2019/12/06（五）13:00-15:00

▓【Keynote】量子加密：推動未來資訊安全的技術巨輪
 Mikko Möttönen ︱ IQM聯合創始人兼首席科學長

▓【Panel】數位國防建軍在即，資安時代的不對稱超限戰，我們準備好了嗎？
 Mikko Möttönen ︱ IQM聯合創始人兼首席科學長

 陳君明 ︱  銓安智慧科技研發長 

 張慶瑞 ︱  臺灣大學 IBM 量子電腦中心主任

 牟中瑜 ︱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本論壇將針對人工智慧的發展潛力做出深入淺出的剖析。特邀德國首屈一指的科

技出版社 Heise集團董事 Joerg Muehle，以 20年資深科技媒體人歐洲人的觀點，解說人

工智慧是如何影響歐洲的社會發展。此外特邀全球最大專業社群平台 LinkedIn亞洲區

的 Peter Hubert來分享社會經濟應當如何借助人工智慧成為我們生活上的助力，座談會

由 Joerg Muehle、Peter Hubert、Aiello創辦人暨 CEO沈書緯以及臺灣大學生傳系／心理

系岳修平教授，共同討論我們該如何善用人工智慧創造新的經濟巔峰。■

AIoT 決勝關鍵時刻 
扭轉社會經濟新世代
2019/12/06（五）15:20-17:20

▓【Keynote】人工智慧風暴襲捲歐洲，將為社會經濟帶來什麼效應
 Joerg Muehle ︱ Heise 業務副總暨集團董事

▓【Keynote】洞悉亞洲 AI人才的機會點及趨勢

 Peter Hubert  ︱  LinkedIn亞洲區行銷解決方案總監

▓【Panel】別再被人工智慧駕馭！利用 AIoT創造全新時代

 Joerg Muehle ︱  Heise 業務副總暨集團董事

 Peter Hubert  ︱ LinkedIn亞洲區行銷解決方案總監

 沈書緯  ︱ Aiello 犀動智能科技創辦人暨 CEO

 岳修平 ︱ 臺灣大學生傳系／心理系教授

火箭發射、外太空探索，
太空科技還有哪些可能的想像 ?
2019/12/07（六）10:30-12:30

▓【Keynote】太空探險：關於太空之外，我們所嚮往的事情
 嚴緤正 ︱  美國太空總署噴射實驗室（NASA/JPL）科學家

▓【Panel】在太空的嚴苛環境下，衍生了哪些創新技術，而臺灣又該如何布局？
 嚴緤正 ︱  美國太空總署噴射實驗室（NASA/JPL）科學家

 林俊良 ︱  臺灣國家太空中心主任

 陳彥升 ︱ 晉陞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苗君易 ︱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特聘教授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身體的組配與構成，在物質性與虛擬性上產生了重大變異，

也因為與科技產物進行各種連結，人的定義與疆界也不斷地重寫，生命的概念也重新被

挑戰。究竟人與機器人、其他物種之間的界線是否還存在？當人類的身體與生命都必須

被科技所支撐時，人類社會的運作秩序與邏輯，又會有怎樣的衝擊？本演講將從許多文

學與影像作品的相關思考出發，來探討我們將如何面對這樣的未來。■

人文沙龍講座
後人類時代，我們準備好了嗎？
2019/12/07（六）13:30-15:00

 陳國偉 ︱ 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透過科技應用，文化藝術得以一種既自然又活潑的方式，深入民眾的生活，結

合視覺及表演，致力實現「全面體驗」的藝術展現方式。近年國內藝文場域積極透過

沉浸式顯示科技，結合現場表演藝術展演，擴大數位科技結合及應用範疇，觸及更多

民眾，並拉近藝文場館與常民生活的距離。在未來 5G及 8K顯示科技的時代，文化

藝術如何呈現沉浸式體驗的饗宴？■

人文沙龍講座
科藝 vs. 場域，想像新體驗！
2019/12/08（日）13:30-15:00

 林志明 ︱ 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

 白法堯 ︱ 台達電處長

 黃宛華 ︱ 文化科技聯盟執行長

 謝杰樺 ︱ 安娜琪舞蹈劇場藝術總監

在國際巨頭的長期攻防戰下，我國業者如何搭上浪頭，墊高商業與技術競爭的比

較門檻？力晶科技創始人暨執行長黃崇仁將以「下個十年，臺灣半導體業如何改變世

界」為核心，從自身深厚產業經驗出發，觀察國際貿易

攻防戰，分享臺灣半導體業者的發展利基與未來機會。

對談部份，將以「5G+ AI 時代，臺灣半導體產業新價值

鏈商機是什麼」邀集台積電代表、成功大學副校長吳誠

文教授探討臺灣業者如何從材料、產品、製程及商業模

式做創新，強化臺灣在全球供應鏈長期領先地位。■

備戰中美貿易戰，
臺灣半導體製程與材料戰略創新
2019/12/08（日）10:30-12:30

▓【Keynote】5G+AI，世界半導體未來十年發展趨勢

 Ian Smythe ︱ ARM市場行銷副總裁

▓【Keynote】下個十年，臺灣半導體業如何改變世界？
 黃崇仁 ︱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董事長 

▓【Panel】5G+AI時代，臺灣半導體產業新價值鏈商機是什麼？

 Ian Smythe ︱ ARM市場行銷副總裁

 王耀東 ︱ 台積電物聯網業務開發處資深處長  

 郭政炫 ︱ Mentor, a Siemens Business 顧問總監

 吳誠文 ︱ 成功大學副校長

本屆未來科技展 5G主題論壇特別針對三面向做探討：首先是 5G商轉的未來新應

用場景的解析，接著是 AR／ VR技術應用一起預見 5G新想像，最後透過電信商的角

度來展望未來超 5G生態系，就讓 5G大補帖，把你騰空帶到新紀元。■

5G 領航．速創未來
2019/12/07（六）15:20-17:20

▓【Keynote】迎接 5G商轉，體現東京奧運場景

 Mr. Shozo Kamiya    ︱    Manager of NTT Docomo

▓【Keynote】萬物互聯，預見 5G新想像

 許百川 ︱ 台灣諾基亞通信（NOKIA）Business Consultant

▓【Keynote】展望 5G新媒體的創新變革

 李芃君 ︱  台灣大哥大個人用戶事業群副總經理

▓【Panel】5G發展大未來，翻轉未來新樣貌

 Mr. Shozo Kamiya    ︱    Manager of NTT Docomo

 許百川 ︱ 台灣諾基亞通信（NOKIA）Business Consultant

 李芃君 ︱  台灣大哥大個人用戶事業群副總經理

 林一平 ︱  交通大學華邦電子講座教授

2012年NASA將探測火星任務交給探測車「好

奇號（Curiosity）」，你曾想過將好奇號送上火星

後，是誰在操控的嗎？與我們同樣成長在臺灣，

勇敢踏入美國實現太空夢NASA工程師嚴正博士，

負責火星探險計畫及操控好奇號。本屆太空主題

論壇特別邀請到嚴正博士，跨海分享光年之外的

新鮮事。太空科技主題對談則由嚴正博士、臺灣

國家太空中心主任林俊良和晉陞太空科技董事長

陳彥升共同對談有關臺灣太空科技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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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技
延長生命交響樂
生技及新藥 醫  材 智慧農業生技

人類對於永生的渴望，促使醫療與科技

的發展跟進步，從幹細胞研究到基因編輯，

我們不斷挑戰極限，迫切解決各種病症和人

體老化的過程。我們甚至可以想像，當奈米

技術越來越發達，未來的疫苗可能不再是去

活性化的病毒，而是將奈米機器人做為載

體，成為人體免疫系統的一環；藉由新型態

的材料，讓器官受損者可以直接進行修復，

甚至還有可能取代器官移植；因為年紀或疾

病退化而導致神經和腦細胞受損，也可以透

過演算法進行早期預防及後續治療；先進的

生物晶片不僅可以定期追蹤病患狀況，還可

以經過數據蒐集和研究瞭解各種疾病的發病

原因，更進一步甚至可以再跟奈米科技結合，

讓現在無解的疾病在未來像天花一樣從世界

上消失。醫療與生物科技的發展不一定會讓

我們成為科幻電影中半人半機械的生命體，

但或許在未來人類將不再需要手機或其他通

訊裝置，將追蹤生理資訊的生物晶片直接搭

載通訊功能，透過神經傳導將地圖和導航投

映在視網膜。在物競天擇的演化過程中，科

技將讓我們選擇自己想要演化的方向。

多功能薄殼奈米粒子： 
打造精準化抗病毒與抗癌疫苗

如何有效刺激 T細胞增生在疫苗研究上是一大難

題，也因此許多需要靠細胞免疫力治療的疾病至

今沒有有效的醫療策略。利用尖端的奈米技術，

現在已經可以製作出既安全又強效的仿病毒奈米

疫苗。中央研究院胡哲銘團隊透過奈米疫苗，有

效刺激具有抗原專一性的殺手 T細胞、使其活性

化，並利用此技術製作出精準個人化抗癌疫苗、

廣效性抗流感疫苗，以及抑制新興感染病之奈米

疫苗。在未來結合基因檢測與數據研究分析，透

過精準控制與個人化設計的奈米疫苗，能強化細

胞免疫力與杜絕各種可能發生的疾病。

再生醫學療法， 
讓難解肺部疾病得見曙光

長久以來，肺部病變一直都是國人的重大疾病之

一，目前尚無藥物可有效控制的人類肺部疾病，

包括 COPD以及肺纖維化等。陽明大學李光申團

隊藉由再生醫學療法，誘發原生性肺泡上皮細

胞內幹細胞因子 BMI1的表現，使細胞再程序化

（reprogramming），並暫時獲得幹細胞特性，進

而生長、分化而修復受損的組織。透過自體幹細

胞的特性，讓細胞重新生長與修復，減少手術風

險，同時也不需要擔心免疫抑制造成的副作用等

等問題，讓自己的身體成為最好的醫生。

機器學習助力神經退化性疾病診斷

神經退化性疾病也被稱為「靜默的流行病（Silent 

Epidemic）」，總在我們不知不覺之際發生，一

旦發病將造成沉重的負擔。臺灣大學邱銘章團隊

將不同神經退化性疾病的血液生物標記資料，

以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LDA）的方式進行

資料降維，運用 MICE（Multivariate Imputation by 

Chained Equations）的方式進行遺漏數值的補值，

以機器學習的技術作為神經退化性疾病之輔助診

斷之模型建構。

無線生醫診療晶片系統， 
加速創新醫材開發時程

清華大學陳新團隊研發「診療神經疾病之微晶片

系統」，可應用於帕金森氏症、失智症、憂鬱症

的研究上，亦可應用於穿戴式裝置之生理檢測。

此外，對所有醫材研發的臨床前動物實驗，亦可

以此晶片為核心開發出動物腦神經研究生訊儀，

加速創新醫材的臨床前驗證。同時，還可將蒐集

到的生物數據結合分析與運算，提早診斷與預防

疾病發生，不僅可以更有效率且更精準地制定醫

療策略，透過微晶片系統定時追蹤與檢測，在治

療過程中，使病友重拾康復自信。

果樹產業監測： 
多方影像辨識輔以自動化選果技術

種植果樹不外乎講求控管穩定品質，預設產出數

量、水果成熟時間，果農以往用肉眼和種植經驗

判斷以上數據。現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

驗所郭鴻裕等團隊應用太空科技常使用的光學衛

星、空載光達、高光譜等高端處理影像的技術，

其中空載光達資料不僅能推估果樹的位置與果樹

高度，且能穿透紗網量測果樹資訊；光學衛星影

像監測產期調節，能每月發布產量預測。另一科

學突破點，自動化選果技術可減少外銷選果及篩

選果品的人力，而果品影像結合高光譜技術則可

進行成熟度量，達到產量平衡，有利於外銷市場、

產業升級。

智慧
農業生技

智慧
農業生技

生技
及新藥

生技
及新藥

生技
及新藥

醫  材

醫  材 醫  材

技術名稱： 多功能薄殼奈米粒子於抗病毒與精準抗癌疫苗之
應用。

技術名稱： 肺纖維化及肺氣腫之治療材料與方法。

技術名稱： 建立不同失智症的血液生物標記新指標與智能演
算模型。

技術名稱： 無線生醫診療晶片系統。

技術名稱： 以影像辨識技術結合多源影像資訊進行果樹產業
監測技術開發。

場景 一

文／鄭欽雄、饒婉利、徐知誼、連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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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魔法世界
的創新科技

新科技改善了我們生活的方式，而提到

新技術你會想到什麼？ AI、5G、新材料？

除了石墨烯之外，你認識多少新材料？在不

斷改變的世界裡，科技的發展千變萬化，就

連幾乎萬能的石墨烯也可以被取代。當我們

把對未來科技的想像擴展到生活當中，其實

創新和我們的距離很近，在每天的日常生活

裡、食衣住行育樂裡，其實處處都可以看到

創新的足跡。就像過去開開心心拍下的照片，

為了永久留存紀念，還要特別跑一趟照相館

沖洗、買厚重的相簿收藏；現在只需要將手

機一按，照片便能永久保存雲端且不隨時間

泛黃破損。有人說，現在的科技在五百年前

叫做魔法，甚至還會被稱為奇蹟，現在的我

們看著未來的藍圖，每項能夠改變世界的創

新技術，都是透過科技和創意，以及想要改

變的意念所產生的奇蹟。科學家就像是魔法

師，不眠不休苦心製作，調配出最佳的魔法

藥水，並施展法力讓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變成

真，讓大家體驗最新科技帶來的便利及影響。

仿神經智慧的深度學習晶片： 
具有昆蟲視覺與空間感知功能

神經網路與晶片的出現，讓科技開始能夠逐漸描

繪出類似生物腦的架構，未來的影像辨識已經不

再是將畫面照單全收後進行運算，而是在接收到

影像的同時，就透過低功耗的智慧視覺影像感測

晶片結合 AI應用即時辨識出畫面中重要的區塊。

清華大學鄭桂忠團隊研發出仿神經智慧之低延遲

低功耗深度學習晶片，在未來將可實現模擬昆蟲

視覺與空間感知系統，可以提升運算平行度、具

可程式化且可任意調整卷積權重以擷取廣泛的影

像特徵。可將其應用在低功耗終端裝置上，賦予

終端裝置智慧視覺能力，同時能應用在 IoT裝置

上，實現低功耗的智慧運算。

智慧機械
與新穎材料

半導體
射月

太空科技

電子
與光電

文化科技
專區

半導體射月 電子與光電 智慧機械與新穎材料太空科技 文化科技專區

半導體
射月

技術名稱： 應用於低功耗終端裝置的仿神經智慧視覺系統。

創新科技開創文化新能量  
臺灣用文化創意和世界交朋友

科技發展的主詞不是科技本身，而是人的本身、

社會的本身。本專區從人文視野出發，尋找文

化與科技結合背後的核心價值。透過文化部鼓勵

業界將台灣在地多元文化素材進行創新的產製流

程，使數位科技催生更多精采的文化原生 IP及衍

生創作，同時鼓勵內容產業業者跨域合作資源整

合，形塑國家文化軟實力並與國際接軌。

本次展出單位，分別為 HTC原創動畫《Gloomy 

Eyes》、必應創造與九天民俗技藝團實驗表演《末

世重生》、夢想動畫重現中華商場昔日風華、愛

迪斯科技數位典藏歌仔戲經典橋段、彩蛋影像產

製《神靈活現 AR體驗》及《落難神像》原創電影。

作品皆充分將臺灣文化元素轉化成具感染力的虛

擬實境作品，提供體感、觀影等深刻的文化饗宴。

文化科技
專區

小型可回收無人太空飛行整合驗證平台， 
可應用在衛星推進系統上

浩瀚無垠的宇宙是人類知識探索的終極目標，不

論未來的地球人將移民到哪顆行星，衛星推進系

統無疑是最重要的環節之一。成功大學趙怡欽團

隊開發單基推進器外，並整合進原型推進控制系

統中。整個系統可在地面展示，其設計依據重量

為 16 公斤的 8U立方衛星為藍圖，使用四個推力、

各為 600 mN的單基推進器，進行初步系統動態控

制驗證。由地面實驗結果顯示，推進姿態控制系

統的性能均具有良好的表現，為未來送上太空的

衛星奠定良好的基礎。

太空科技

技術名稱： 前瞻小型可回收無人太空飛行整合驗證平台 -任
務型動力立方衛星。

量子通訊應用新利器： 
晶片型積體量子偏振糾纏光源

中央大學陳彥宏團隊長期投注量子科技研究，發

展出獨特的積體晶片型量子偏振糾纏光源，除了

在此晶片中產生量子偏振糾纏光子對之外，也利

用特殊設計的絕熱光能量耦合陣列，整合量子穿

隧效應的偏振相依分光現象於同一單晶鈮酸鋰晶

片中，使產生之偏振相依糾纏光子對能於空間中

分光，並可配合外部結構進行相對光程與相對相

位調制，用來控制偏振糾纏光子對的特性。未來

應用在通訊上可以將量子通訊系統微型化，安裝

於移動式裝置或是小型基地站，將量子由科學領

域，拉近至使用應用終端。

電子
與光電

技術名稱： 晶片型積體量子偏振糾纏光源。

在風中在雨中， 
創新布料實現自體發電機

過去臺灣是聞名全球的紡織王國，紡織科技領域

日新月異，其中來自中興大學賴盈至團隊將紡織

技術和智慧科技結合，以破壞式創新發電機制，

實現第一個用布為基礎，可同時收集自然（風、

雨）能源與人體動能兩種不同能量的發電機。而

防水奈米發電布也可作為不需電池的人機介面，

有助於離散式、遠端式、穿戴式等能源應用，達

成無時無刻、隨時隨地都能發電的目標，為未來

世代的物聯網裝置、穿戴式電子提供重要的能源

來源。除此之外，還能做為不需電池的主動式衣

物人機介面，將創新技術融入生活當中。

智慧機械
與新穎材料

技術名稱： 可收集風、雨滴、人體動能的多功能防水奈米發
電布與自驅動感測智慧衣。

場景 二

技術名稱： 沉浸式 VR及 AR體驗、4DViews動態立體捕捉。

文／鄭欽雄、饒婉利、徐知誼、連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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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人工智慧
建築安全與高效環境

AI 人工智慧的誕生為人類的科技演

進打開全新的道路，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和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技術的日新月異，過去許多仰賴人工的工作

現在都可以交給 AI進行。不久的將來，在

各行各業中將具有更多AI可以運用的場景：

像是機場報到、醫院診間、工廠生產線、交

通及物流等，透過感測器蒐集各種數據，在

邊際運算、霧運算和雲端運算交相配合之下，

AI已經可以輔助人類將工作流程最佳化，甚

至透過模型分析早期預測可能發生的問題和

風險，幫助我們做好萬全準備，並進行更精

準的決策。而日常生活中，聰明的智慧助理

不但可以幫我們完成大小事，甚至可以協助

配對適合的交往對象，維繫日漸疏離的人際

網絡。有如美國科幻愛情電影《雲端情人》

中，描述在未來世界裡，男主角與擬真女性

語音助理談了一場浪漫的戀愛，伴男主角度

過每一夜。透過高效率的 AI，我們不再需

要耗費那麼多的精神只專注在工作上，而是

可以擁有更多時間與心力去探尋不一樣的道

路，創造全新價值。

AI 人工智慧平台， 
讓各專業領域擁有高精準的深度學習大腦

臺灣科技大學王靖維團隊致力於「將深度學習帶

入智慧醫學」的使命。他們透過巨量影像雲端技

術，建構出可供大眾通用的平台 AIExplore，讓

不同專業領域例如智慧醫療、智慧製造等，能在

AIExplore平台上快速建模，將 AI應用於專業工作

需求上。不需 AI工程師，只需要有限資料，就能

產生可精準運算的 AI人工智慧。透過這類通用、

快速、便利的人工智慧平台，不僅可加速企業的

數位轉型，還能解決人力與設備配置的痛點，帶

來的高效率與便利性。

5G 低延遲大規模通訊技術， 
打造「智慧工廠」地基

行動通訊技術發展的腳步越來越快，由臺灣大學

蘇炫榮團隊所提出的循環脈衝形正交分頻多工波

形，是目前 5G通訊的候選波形技術中頻譜效率最

高、設計上最有彈性的技術。研究團隊將波形設

計結合英國薩里大學的高效能稀疏碼多重接取技

術，能大幅提升未來工廠的通訊頻譜使用效率、

低延遲訊號的可靠度，並支援低成本、低複雜度

之機器裝置間無線通訊，大幅增強工廠產能。除

了物聯網與工業生產的應用外，更能利用新一代

通訊技術抹平地理環境的限制，開創無限的通訊

未來。

遠距人工智慧重症照護平台， 
醫護人員的好幫手

重症醫療照護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與時間。臺北醫

學大學陳瑞杰團隊開發遠距人工智慧重症照護平

台，將可以改變與形塑新型態智慧加護病房照護

模式，結合網路和 IoT以及各種感測品，提供遠

距多點照護服務，醫師可以使用人工智慧儀器輔

助診斷，預測高風險病情變化，早期介入治療與

預防。透過人工智慧輔助，將加護病房的照顧模

式升級至雲端系統，結合邊際與雲端運算，對於

未來的醫療人力配置、空間系統配置等，都能有

顯著的效益。未來，甚至可以讓病人提早離開加

護病房，後續照護利用 AI人工智慧，獲得更好的

照顧。

智慧地震預測模型， 
防災預警更即時

不同於可以利用氣象衛星觀測其生成及預測路徑

的颱風，地震一直是人類最難預測的天災。臺

灣位處兩大板塊交界處，地震頻仍，就算只是提

早一秒預警地震發生，也能有效減少損害。中

央大學馬國鳳團隊提出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

（PSHA），採用天氣預報中降雨機率的概念，估

算孕震源在未來可能發生地震的機率，並總和所

有孕震源可能造成的危害。而傳染型餘震序列模

型（ETAS）則可進行餘震模式的推估，減少餘震

所造成的災害。

專屬棒球投手客製化訓練系統， 
棒球智慧指壓感測系統

2019年亞洲錦標賽冠軍戰中華隊與日本隊激烈廝

殺，最終以 5 : 4獲勝奪冠，中華隊後援投手劉致

榮也獲選為 MVP，成為關鍵人物。為了提升棒球

投手的能力和更加準確評估狀態，元智大學施皇

嘉團隊透過感測器與數據分析的結合，可以幫助

投手更有效率地進行指法和姿勢訓練。研究團隊

利用智慧指壓感測棒球，擷取投球時的手指施力、

釋放之動態時序特徵與慣性運動特徵，再藉由無

線傳輸模組傳送投球過程之指壓資訊及運動向量

特徵，並可接收出手點震動提示指令，配合後端

分析及客製化訓練配方做精準調整。未來的運動

產業結合大數據分析，能輔助選手與教練針對訓

練進行規劃，比賽時能為團隊拿下勝投。

智慧防災

AI&IoT
應用

精準運動

智慧防災精準運動AI&IoT應用

AI&IoT
應用

AI&IoT
應用

AI&IoT
應用

精準運動 智慧防災

技術名稱： 人工智慧高效能計算系統。

技術名稱： 5G低延遲大規模通訊技術。

技術名稱： 遠距人工智慧重症照護平台。

技術名稱： 棒球指壓感測與無線傳輸裝置及時序大數據分析
系統。

技術名稱： 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傳染型餘震序列模型。

場景 三

文／鄭欽雄、饒婉利、徐知誼、連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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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科技突破獎 Spotlight
技術名稱 計畫團隊

智慧農業防治系統應用於坡地果樹之核心技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建立基因標記引導肝癌治療的路線圖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小型電離層探測儀 國立中央大學

可收集風、雨滴、人體動能的多功能防水奈米

發電布與自驅動感測智慧衣
國立中興大學

人工智慧為基礎的影像式血壓量測技術及其在

智慧醫療與健康管理的應用
國立交通大學

開啟個人化醫療時代―

全台首創人體肺部器官晶片系統
國立交通大學

智慧隱形眼鏡系統之開發：以乾眼症診斷為例 國立交通大學

free5GC：第五代行動網路之核心網路 國立交通大學

整合人工智慧與材料基因技術之仿生輕量化結

構材料設計平台
國立清華大學

肺纖維化及肺氣腫之治療材料與方法 國立陽明大學

超低頻拉曼光譜技術 國立臺灣大學

（按計畫團隊筆畫排序， 完整得獎名單請見未來科技展網站）

 Future Tech, Leading Your Life

本
屆 2019 未來科技展，由歷經部內外多次嚴格評比篩選的 88 件技術中，多達 11 

項作品獨步全球，成績斐然，憑藉著過去二年卓越的媒合成效，再造臺灣隱形

冠軍。科技部部長陳良基表示：「未來科技展精準體現藏富於全臺學研機構的研發能量，

提升科學研究水準，進而與產業界媒合接軌，為臺灣找出未來 10 年的決勝關鍵。」

智慧衣仿生材料平台，敲開臺灣智慧機械材料國際大門

中興大學團隊今年推出世界第一個能同時收集自然與人體運動能量的防水奈米發

電布，可作為智慧衣使用，技術一發表就引來超過 20 家國內外媒體特別報導。清華大

學也運用人工智慧與材料基因技術，發表市面上第一個一體化之輕量化仿生結構技術

平台，此平台透過研究結構生物材料、多尺度結構分析與模擬，建立仿生基因組資料

庫，系統可自動設計並生成符合需求之輕量化結構，將可廣泛應用於航太、汽車、自

行車、智慧機械元件與高階功能性結構材料、生醫材料、醫療輔具等領域。

新藥醫材智慧醫療創舉齊放，健康未來大福音

在新藥部分，有鑑於慢性阻塞肺病（COPD）和肺纖維化是現代國民健康一大問

題，目前卻無有效的藥物可治療或控制，陽明大學成功利用活化幹細胞因子開發再生

醫療法，將使肺部原生細胞產生再程序化與自我更新的能力，進而修復肺部損傷。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則率業界之先推出「基因標記引導肝癌治療路線圖」，此研

究成果更已成功技轉給林口長庚醫院檢驗醫學科，且已設自費檢驗項目並積極推廣使

用中，相當令人興奮。

交通大學這次發表的「人體肺部器官晶片系統」與「智慧隱形眼鏡系統」，均

為同樣瞄準個人化醫療時代，前者模擬人體微環境，透過進行細懸浮微粒的健康評估

平台開發；後者以乾眼症為例開發出能夠同時偵測多項乾眼症參數之智慧型隱形眼鏡

量測裝置，可以輔助醫生診斷乾眼症狀態、選擇並評估藥物有效性、了解治療狀況與

復原程度。

而同樣是交通大學吳炳飛團隊，則結合人工智慧，開發出全球第一個影像量測血

壓技術，不但可有效連續性、非接觸式地監控血壓狀態，幫助高低血壓、血液透析、

糖尿病等必須長期控制血壓的人，目前更已在多家醫院進行 IRB 臨床試驗，建立大數據

庫優化 AI 解決方案，希望加速實現科技照護人類生活。

為
加速讓學研成果與產業接軌，「2019未來科技展」今年首度推

出一套獨家高效的媒合系統—「One-On-One Matching商務媒合

系統」（https://matching.org.tw/matching/）。此媒合系統透過 AI分析、

關鍵字搜尋、語意辨識、多維度搜尋文章內容等智慧搜尋，一對一對接，

精準且高效率的預約尋找潛在商機。此外，更整合媒合會議時間與報名

之論壇活動場次，讓使用者能夠全面性掌控所有行事曆的安排。

「One-On-One Matching商務媒合系統」已於官方網站正式開放，

歡迎國內外跨領域、跨產業夥伴加入，跨越產學

研界限，橋接技術移轉、創造新價值。■

★更多未來科技展訊息，歡迎加入 line官方帳號

11 項獨步全球技術
創新實力爆棚，再造臺灣「隱形冠軍」

One-On-One Matching 商務媒合系統

「2019 未來科技展」技術獨步全球
創新實力爆棚，再造臺灣「隱形冠軍」

5G 超低頻光譜系統發光發熱，智慧無人植保機新興農業亮點

為了在龐大的 5G 商機取得技術自主權，交通大學陳志成團隊在今年提出全世

界第一個支援 3GPP R15 版本的開源核心網路，目前更與正文、啟碁、盟創、鴻海、

Nokia Siemens Networks 等多家商用基地台連結並互連測試成功。

這次未來科技展上，以電子光電應用的奈米技術也傳出好消息，臺灣大學將發

表臺灣第一套可商品化的「超低頻拉曼光譜系統」，可以量測高頻分子振動模態、

舉凡新穎二維材料的凡德瓦爾介面的聲子模態、金屬鹵化物、藥物分子的構相異構、

同質異構、半導體晶格結構、石墨烯與奈米碳管、材料結晶與相變轉換等現象，提

供重要的材料結構變化訊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也成功運用「智慧無人植保機」解決目

前人力老化及施藥困難之農業防治困境，整合無人載具與人工智慧、影像辨識等前

瞻技術，進行即時影像蒐集，並以物聯網技術結合環境感測，運用智慧無人載具執

行防治作業，象徵臺灣走向智慧化農業管理已邁向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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