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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亮科研新趨勢
盡現台灣原創力
在面對未來科技挑戰，台灣擁有三項非

常突出的優勢：產業端掌握科技核心關

鍵、研發技術人才擅長軟硬整合、多元社

會培養創新設計精神。台灣所培育出的

人才之精良，廣為各國所知，微軟在亞洲

的第一個物聯網創新中心就設置在台

灣，我們擁有Google在美國之外的全球

最大研發基地，還有規模僅次於微軟AI

影像處理北美總部的研發中心。

但如果台灣要持續在全球產業占有一席

之地，還需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戰略思

維，也就是我近年提出的「小國大戰略」

。作為一個小國家，應該有小國的大思

維與大戰略，以找夥伴打群架的方式，將

手中的資源集中，發揮以小搏大的槓桿

效應，創造出更大的跨產業綜效。

過去當教授的經歷讓我看見台灣校園內

滿滿突破性很強的前瞻技術，卻囿於法

規的限制與產學間的隔閡，這些優秀的

成果只能化作學術論文，隱沒在大專院

校的圖書館。同時當我走遍產業界，發現

企業在應對未來挑戰時手中沒有相應的

技術升級能力，只能到世界各地買技術。

於是一個讓科研成果能夠具體產業化的

重要平台「未來科技展」應運而生，其創

展的精神，就是為產業和學研機構創造

一個緊密合作的生態體系。

第三屆「未來科技展」於12月5日~12月

8日擴大於世貿一館展出，並舉辦多場前

瞻科技論壇。我們將校園內具有「科學突

破性」、以及有機會在不久的將來實現「

產業應用性」的研發成果，集結於未來

科技展，廣邀各產業先進及科研夥伴蒞

臨參觀。

科技部部長

部長的話

未來科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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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及 I O T應用

Contact

個人化語音強化系統

研發單位 元智大學 / 方士豪教授、曹昱副研究員、洪志偉教授、王緒翔博士後研究員、莊富凱研究助理

技術簡介

此系統第一個部分是利用神經網路模型取得語者特徵，而這些語者特徵將成為語音增強系統的部分輸入，最後預測出增強

後的語音頻譜。因為這些額外加入的語者特徵，使得我們的語音增強系統可以根據不同的語者而提升了整個系統性能。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 僅使用兩個模型來實現語者感知的語音增強系統，並有效地降低了系統複雜度。

2. 在噪聲環境條件下，SaDAE與DDAE相比，分別提高了7.86％和8.17％的語音品質和語音理解度。

3. SaDAE與DDAE比較在不同測試語者上，語音品質和理解度的進步比例，最好的分別可達28.27％和21.00％。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老年化社會的來臨，聽力損失的人數在增加。然而聽覺輔具的除噪能力卻沒有相應的進步。因此，提昇語音增強技術將有

助於患者配帶意願。此外，機器人技術的精進帶動語音系統介面的發展，然而這些語音系統的效能同時受到語者與環境因

素的影響而降低服務品質，因此語音增強技術，一直是國內外產業界重視且持續研究的議題之一。

林珮汶 / 03-4638800 #7903 / pwl@saturn.yzu.edu.tw



系統原型機設計的整合驗證展示

攜帶式PPG感測器模組

11

A I及 I O T應用

Contact

以AI為基礎的情緒辨識與生理訊號整合平台
應用在心血管疾病

研發單位 高雄醫學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 林宜美教授、余松年教授、方偉騏教授

技術簡介

本技術目的在發展一套以AI為基礎的情緒辨識(生氣、悲傷、快樂與中性情緒)與多模態生理訊號(心電圖、腦波、光體積變

化描記圖)整合系統，並應用到心血管疾病之高風險病人。透過使用者監控自身情緒與生理狀態，進行生理與神經回饋治療

模組，達到個人身心健康與安適狀態、疾病追蹤，避免不良疾病預後之目的。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 研發改良型CNN/RNN架構來執行身心監測所需的AI在線培訓及推論，並以TSMC-28nm製程實現AISoC系統晶片。

2. 研發EEG-ECG-PPG多模態智慧計算平台來執行情緒辨識的多種系統功能。此系統結合IoMT及網絡安全技術，並有效

配合雲端/終端網路來建置多元性的健康照護場域。

3. 研發高效能的情緒辨識AI演算法。ECG-PPG情緒辨識系統精準度高達87.5%，EEG情緒辨識系統精準度高達77.68%。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1)本整合系統透過AI演算法，應用在臨床情緒辨識，並與即時生理與神經回饋治療模組整合，將醫療模式進展到居家化身

心健康自主管理，極具居家照護及醫療產業的潛力。 (2)將與醫旺公司合作，進行已驗證的AISoC系統晶片與多模態智慧計

算平台產品化，此產品將結合IoMT及網路安全技術，來滿足高安全性居家健康照護及臨床心理治療的多種商業應用需求。

林宜美 / 07-3215422 #837 / lin1123@gmail.com

系統建置以及應用情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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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及 I O T應用

Contact

行動磁力探測系統

研發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 陳建志教授、莊詠傑專任助理、朱佾蓁研究生

技術簡介

行動磁力探測系統由多顆精密靈敏的磁力感測晶片組成，同步量測不同空間位置的三維磁場。配合光達定位及姿態修正，

以磁力向量場解析空間不同位置的磁力場強度，再將掃描路徑的磁力值與光達定位影像疊加，以視覺化的影像幫助使用者

判釋金屬體(如地下維生管線)位置，並以目標磁力源的磁力場空間梯度評估金屬體的深度範圍。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行動磁力探測系統突破以往磁力探勘只能單點人為測量的限制，採用多顆磁力探測器陣列紀錄空間三維磁力場，能快速紀

錄空間的三維磁力場訊號，降低磁場日週期變化造成的訊號起伏。此外，亦消除內部儀器場的干擾並搭配姿態資料修正因

地形、方位造成的磁力場偏差，以磁力向量場解析空間不同位置的磁力場強度，提高探測準確度。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行動磁力探測系統主要應用於地下金屬管線的探測，於道路挖掘作業前掃描地下金屬管線的分佈位置，預防瓦斯管線和電

力管線等維生系統的誤斷事件發生，以減少人為災害的發生。除此之外，亦可應用於工程上的地下金屬結構物掃描、軍事

防恐探測，或掩埋災害發生後的救災探測與災後評估等，可提供多方面的應用價值貢獻。

朱佾蓁 / 03-4227151 #65609 / cindy0881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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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及 I O T應用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 楊明德特聘教授、曾信鴻博士生、許鈺群博士生

技術簡介

結合團隊上千次農地UAV航拍經驗，標籤與訓練大量水稻倒伏影像，透過SegNet深度學習架構，建立一水稻倒伏農損AI
影像辨識模型，達90%以上辨識率。UAV災損影像辨識模型可裝設於無人機上之微型電腦以實現邊緣運算，於空拍時同步

進行影像推論，辨識出稻田倒伏區並計算農損範圍，可即時且精確掌握農損狀況。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  農損即時辨識技術為領先國際之新興無人機應用。整合AI影像分割及邊緣運算，實踐無人機即時推論架構，並建置農業

災損影像資料庫，使勘災人員能即時得知區域災損分佈範圍與程度。

█  農損雲端辨識技術，採用AI影像辨識及平行運算，速度提升25倍，減少75%勘災成本，大量簡化耗時耗力之勘災作

業，有效輔助人力現地調查，增加農業災損判賠效率，兼具研發及產業實用性。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  可準確量化農業損失，節省農業勘災所需投注之人力物力，並提升勘災與救助金發放效率。

█  可應用對象包括農業從業人員、無人機軟硬體開發廠商、農業保險公司、農藥肥料公司等。

█  未來可推廣至東南亞大面積之水稻田管理及勘災應用，發展具科學化且低成本的精準農業技術。

無人機之農損即時辨識技術

許鈺群 / 04-2284-0786 #305 / daviddrmfslt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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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free5GC: 第五代行動網路之核心網路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 陳志成教授

技術簡介

雖然目前已有一些開源核心網路，但是它們都不符合3GPP Release 15（R15）。 free5GC是世界上第一個基於3GPP 

R15版本的開源核心網路。free5GC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一個完整的商業營運核心網絡，包括符合3GPP R15及更高版本的

營運、管理與維護，協調功能以及網路切片。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free5GC (https://www.free5gc.org/) 為全世界第一個依3GPP標準組織定義開發的第五代行動核心網路之免費開源軟

體。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free5GC為世界上第一個3GPP R15 之5G核心網路專案，可提供相關產業作為驗證產品之平台，也可以應付未來科技如

AI、8K高畫質影像傳輸、AR/VR與車載通訊之產業提供行動網路服務。最重要一點是能夠提供垂直產業建置與管理私有

行動網路，打破只有電信營運商才能建置與管理行動網路的限制。

陳斯傑 / 03-5712121 #54757 / sebastian86.cs02g@g2.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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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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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 吳炳飛特聘教授

技術簡介

本技術以影像有效連續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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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

穿戴式血壓計不舒適感，使用者不需改變生活習慣，系統做每日健康紀錄。本技術也在多家醫院進行IRB臨床試驗，建立

大數據庫優化AI解決方案，加入醫師之專業以人工智慧分析使用者健康狀況，以科技照護人類生活。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市面上無非接觸式血壓量測之系統或產品，本技術為世界唯一已成功開發之系統。技術亮點:

1.可商品化，非接觸式的連續血壓輸出的偵測技術

2.快速血壓輸出

3.戴眼鏡也可直接量測

4.相較於醫療級儀器的高精度量測

5.與醫院進行臨床試驗，收集實際生理數據以優化AI演算法

6.加入醫師專業知識，以AI進行疾病預測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非接觸式、連續輸出的血壓偵測技術可應用於相當多領域，現正致力於與心臟科、腎臟科、神經內科、麻醉科等合作，開

發心室顫動、高低血壓、腎臟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以及中風之風險預測，不但可應用於個人異常狀況之記錄與警示，或

是居家照護、銀髮照護等市場之每日健康紀錄管理，長期的觀察，提供醫護人員多一份參考，提供家人多一層安心。

方乃玉 / 03-6591088 #302 / amy.fang@faceheart.com

影像式生理量測系統在健康管理商業模式

非接觸式影像血壓計 與醫院合作簽訂IRB，收集病患包含血壓的生理
資訊，擴建生理資料庫以增加AI系統的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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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 詹寶珠教授、黃偉哲、蕭祺恩、蔡弘文醫師、周楠華醫師、鄭國順教授、楊宗龍醫師

技術簡介

本技術針對肝臟病理組織的特性，發展適性之多尺度腫瘤偵測深度模型，並結合影像分析腫瘤特徵擷取技術，開發了腫瘤

偵測與期程估測輔助分析系統。所發展的人工智慧輔助分析系統能協助病理醫師快速標出可疑腫瘤區域、量化參數，並預

測腫瘤期程等級，最後將結果整合成符合結構化病例格式標準之報告。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技術提出能精確結合不同視野及影像細節資訊的深度學習模型，有利於應用到肝臟腫瘤偵測。高倍率影像提供較多細

節，但缺乏周圍特徵資訊；相反地，低倍率影像提供大視野觀察周圍特徵，但缺乏詳細影像細微資訊。本技術發展出具備

精確融合不同倍率的深度模型，將不同解析度處理的結果特徵結合，對肝臟腫瘤偵測可以達到更精確辨識能力。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在醫學影像上，結合多尺度影像分析模型可以應用於腫瘤、門脈以及壞死細胞等的高準確度辨識，將能有效幫助醫生診

斷。此外，利用辨識結果與電腦輔助計算，可以得到客觀的醫療指標，醫師可藉此更有效率的評估病人的情況，以便能夠

做出更好的診斷，提供個人化精準治療無限的可能。除了經濟上的利益，也為全人類帶來健康的福祉。

人工智慧肝臟腫瘤偵測方法

王正雄 / 06-2087971 #8210 / poes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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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簡禎富講座教授、林聖凱研究助理、陳紀航研究助理、林子皓研究助理

技術簡介

本技術結合多個AI模型，在感測器資料雜訊較多的情況下，精準預測切削時的電流表現，並透過預測結果調整銑削時的進

給參數，同時考量工件表面粗糙度、工具機電流負載等實務上的需求及限制，提供工具機參數優化之決策支援，使數值控

制機於切削時維持高效率並節約耗能。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技術已建構為一套決策支援系統，並適用於所有數值控制加工機台，程式員僅需將寫好的NC程式匯入至系統內，系統

可根據內部演算法回饋優化後的NC程式。透過本技術，NC加工製程可以在維持良好的品質下，減少約30%的加工時間，

若NC程式本身已經過NC程式員透過工程經驗優化過，本系統還可再降低8%至15%加工時間，效果顯著。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在傳統金屬加工製造業，如航太製造業及汽車工業等機械製造產業中，數值控制工具機為加工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設備之

一。此技術配合電流感測器及控制器的切削數據建立工具機的參數優化決策支援，可針對目前的加工參數再優化以提升生

產效率。航太、國防、汽機車、電子等機械製造產業皆可應用此技術進行效率提升且兼顧工具機節能問題。

AI大數據分析之工具機效率提升系統

林聖凱 / 03-5715131 #33936 / sklin@i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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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李祈均副教授、人類行為訊息暨互動計算研究室

技術簡介

近年以人工智慧進行情緒辨識的技術備受關注。然而，每個人的情緒表現因個體（如個性、性別、年齡、文化等）的多樣

性而大相逕庭，大多情緒預測技術也未能考量個體差異，造成技術發展規模化與強健性受限。

本次的技術將透過深度網路整合語音文字資訊，以實現情緒辨識的個人化。展覽的語音分析方案整合自動語音辨識及文字

分析，並利用個體空間行為表徵學習，透過深度網路整合形成情緒辨識模組。此一技術更令現今情緒辨識架構得以適用於

沒有個體特徵標記的實際應用場景。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人類情緒表達個體差異性，在辨識模型中考量個體性成為不可或缺的科技突破方向。本次展出的技術利用基於語音交互之

個體特性非監督式擷取技術，輔助多模態情緒辨識。此一架構及完整實驗結果於國際語音情緒benchmark已獲得最佳準

確率，並同步發表在情感計算的頂尖國際學術研討會(ACII2019)與國際上最大的語音技術會議(INTERSPEECH2019)。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此次系統整合完整語音分析模組，包含自動語音辨識、語意處理、多模態融合、個人化模型等技術。國際研究機構指出，

情感AI領域具產值估計高達 200 億美元，並有良好的發展潛力—情緒識別的產業應用性相當全面，尤其是語音互動介

面。應用上，語音互動介面如Alexa和Siri等注入提供使用者全新的體驗、智慧客服則更客製化的根據客戶情緒改變服務方

式、遠距人資系統在面試過程以個人化情緒辨識更有效地找到最佳人選、業務銷售更可以由個人化情緒辨識技術提升業

績。眾多產業在未來將可以使用所展出的個人化情緒辨識技術於語音互動服務中創造價值及更高經濟收益。

個人特質整合語音互動之深度情緒辨識技術

林子晴 / 03-5715131 #34050 / biiclab@e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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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陽明大學 / 楊智傑副教授、蔡世仁部主任

技術簡介

腦影像診斷平台透過網路提供一腦影像評估與思覺失調症診斷的線上平台。此平台為應用本團隊開發之可解釋性的深度學

習網路分類器，針對使用者上傳的灰質與白質腦影像，提供具臨床參考價值的思覺失調症診斷結果。其診斷結果不僅包含

該腦影像是否為思覺失調症，本平台能更進一步視覺化呈現腦區的結構性異常位置。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研究開發的深度學習模型不僅是給予診斷建議，更可辨認思覺失調症的腦部受損區域。目前以灰質影像診斷思覺失調症

的準確率為87.5%，而以白質影像診斷的準確率可達91.7%。我們也建構完整的網路診斷分析平台，作為研究及臨床使用

的智慧醫療工具。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技術的應用價值在於將醫院常規的磁振造影腦影像以網路線上平台及我們研發之深度學習模型給出診斷建議。此診斷平

台可以擴展至所有的精神與神經疾病，提供臨床專業人員更準確的診斷參考依據。除了減少神經精神疾病診斷常見的人為

主觀誤差，在節省人力與時間資源的同時，也能提升醫療品質並連結數位醫學產業。

應用結構性腦影像之精神疾病輔助診斷平台

李易儒 / 02-28267000 #6555 / precisionpsychiatrylab@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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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張瑞峰教授、張允中教授、陳信銘主治醫師、黃耀賢博士後研究員、林鈺盛碩士研究生

技術簡介

此電腦斷層影像之肺結節電腦輔助偵測系統採用了搜尋移動框、YOLOv2偵測架構、3-D膠囊網路、跳躍連接、以及後處

理進行偵測。先利用移動框區塊化電腦斷層影像，再以YOLOv2搭配跳躍連結為偵測基礎的3-D膠囊網路進行區塊內結節

偵測，最後，採用非最大抑制演算法決定偵測結果。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以YOLOv2架構與跳躍連接為基礎，導入膠囊網路用向量表示特徵的概念，同時解決旋轉或特徵位移與梯度消散的問題，

進而提高結節偵測正確率與降低偽陽性率。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深度學習架構的電腦輔助偵測系統不僅可以因應未來醫學影像數位化所帶來之衝擊，更能藉由強大自我學習能力來節省設

計系統與功能性擴增之成本，提高產業應用性。

應用三維膠囊網路於肺部電腦斷層影像之結節偵測

黃耀賢 / 02-33664888 #402 / vichua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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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蘇炫榮教授、蘇柏青副教授、闕志達教授、黃彥銘博士

技術簡介

台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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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

術結合台大的波形設計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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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台大提出的循環脈衝形正交分頻多工波形賦與時間、頻率上的設計彈性，可針對多重設計需求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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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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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頻譜效率、可靠度、降低延遲，並支援低複雜度裝置間無線通訊，大幅增強工廠產能。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台大提出的循環脈衝形正交分頻多工波形是目前5G通訊候選波形技術中頻譜效率最高、設計上最具彈性的技術，有機會進

入5G國際標準。薩里大學的高效能稀疏碼多重接取技術乃華為稀疏碼多重接取之進階版，亦有機會被納入5G國際標準。

兩者結合能大幅提升未來工廠的通訊頻譜效率、可靠度，降低延遲，有助提升相關通訊產品之效能。

5G低延遲大規模通訊技術

黃綉茹 / 02-33663700 #532 / angelhuang421@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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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 王靖維教授

技術簡介

AIExplore團隊的巨量影像雲端技術，可建構出可通用的平台，讓專業領域的業者，在不需AI工程師的情況下，可藉由本

身在該領域如智慧醫療、智慧製造、智慧城市、智慧監控等專業，在平台上快速建模，將AI應用於工作上。擁有高精準深

度學習大腦，利用智慧腦學習，無需大數據，處理有限資料產生精準AI，可解決不良率低或資料有限的難題。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超高速AI HPC平台可快速建立、訓練和部署大規模機器學習模型。可用少量的資料進行快速建立AI模型，可針對原有模型

進行優化，無需重新建立模型，建立新的一個AI模型僅需1天的時間。AI模型推薦功能，將使用者建立的AI模型進行排序，

推薦使用者最適的AI模型。功能建置於雲端平台，專門針對具備高效能運算功能的機器學習而優化。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數位病理學和AI  ■工業4.0（實時缺陷檢測）  ■X光影像分析  ■醫學影像和AI  ■智慧城市和監控  ■千兆像素和萬億

像素圖像存儲和分析  ■大數據存儲和分析  ■晶圓檢測  ■IC檢查  ■銅箔檢驗  ■液晶面板檢測  ■PCB檢測  ■流程質量

改進  ■癌細胞影像分析  ■人臉識別

人工智慧高效能計算系統

李宇青 / 02-27303749 / freya@mail.aiexplor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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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 張忠誠教授

技術簡介

本團隊整合感測器、攝影機、旋翼機、水下載具(ROV)、投餌系統、自動化箱網沉降系統、通訊系統、雲端系統及水下技

術，以架構AIoT智慧化養殖管理系統，如圖一所示，該管理系統包括：（1）智慧化影像行為監控與分析（2）智慧投餌系

統（3）包含水下感測器、ROV與無人旋翼機的IoT系統（4）雲端資料整合平台（5）大數據分析系統。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除了挪威、美國和日本等一些箱網產業發達國家外，世界上網箱養殖仍主要由大量人力進行。當網箱部署在海上時，人工

養殖將耗費大量人力物質資源，更不用說海上的極端氣候變化和水文變化。AI（人工智能）和IoT的創新結合可以確保在暴

風雨或強颱風的情況下確保網箱的安全，並提高飼料轉化率（FCR），因為以及降低總體運營成本。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團隊建構之AIoT智慧水產養殖管理系統，借助AIoT提供的最佳化能力、全自動化以及大數據分析，有助於降低漁民經營

海上網箱養殖的門檻，減少整體運營成本，甚至化解未來糧食短缺的世界性難題，故本團隊規劃之管理系統在台灣漁產業

的歷史上邁向一大步的技術里程碑。

AIoT智慧化養殖管理系統

黃仁傑 / 02-24622192 #6229 / jajs886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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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及 I O T應用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 史曉彬主任

技術簡介

TWCC以最新之容器化技術提供服務，透過優化過的AI軟體，開發人員可快速佈建開發環境，相較過往可增加40%的工作

效率；同時支援跨節點高速平行運算效能相較現行雲服務更增進30%。TWCC除提供快速運算能力、大量儲存空間及安全

的網路外，此平台亦將整合國內各界發展之AI程式與工具，彙集成為國內最大的模式市集。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TWCC之台灣杉二號超級電腦，每秒可以進行176萬張AI影像訓練、病原鑑定從七天縮短為5小時，疾病檢測可以從一周

縮短為12小時，標記腫瘤位置從48小時縮短為1小時。以最新之容器化技術提供服務，相較過往可增加40%的工作效率；

同時支援大量調度節點與GPU，跨節點高速平行運算效能相較現行雲服務更增進30%。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TWCC AI雲端平臺的應用包含智慧機器人、自駕車實驗場域、金融科技、智慧製造、智慧醫療/健康及智慧城市等領域，

也提供給AI創新研究中心等前瞻計畫與學研界使用。將促進各個產業，能運用人工智慧帶來創新、加值及應用，帶動國內

產業及AI廣泛應用領域的蓬勃發展。

台灣杉二號暨TWCC臺灣AI雲

蔡壽蘭 / 03-5776085 #352 / sally.tsai@nchc.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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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及 I O T應用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 蔡一郎 研究員

技術簡介

1.雲端資安攻防平台:提供資訊安全教育課程之實習環境，並配合學校課程提供長時間的實習使用，建置模擬真實企業網路

環境，提升防禦駭客的技能。

2.誘捕系統與惡意程式知識庫:模擬系統與應用軟體弱點，收集網路攻擊流量。建置自動化分析平台，提供制式化惡意程式

行為分析報告。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在CDX環境中佈署建置一個安全且獨立之資安演練環境，僅需90秒即可完成，並且提供超過2千萬隻惡意程式樣本，可

供資安研究者進行分析研究。

2.惡意程式知識庫整合大尺度誘捕網路、惡意程式行為沙箱、資安威脅關聯分析、資安資訊與事件分析等技術，提供使用

者快速搜尋與過濾功能。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1.提供資安產業發展與企業資安防禦所需之入侵指標(IOC, Indicators Of Compromise)。

2.透過國際標準之資安情資交換標準，採用STIX、TAXII架構進行資訊傳遞。

3.提昇企業資安數位防禦邊界，建立威脅預警機制，提昇防禦時效。

4.5G與物聯網產業為未來重點產業。

多層次資安威脅分析技術

林懿嬅 / 06-5050940#665 / cdx_support@narlab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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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及 I O T應用

Contact

研發單位
臺北醫學大學 / 陳瑞杰、羅友聲、康嵐媖、徐光宏、陳昭琦、張育滔、曾怡臻、侯性男、鄒宛玲、謝政傑、
陳思瑜

技術簡介

以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術及時預測重症病人病情變化，有效地支持遠距多點重症照護服務營運模式，提供未

來智慧加護病房創新服務方案。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團隊所研發之遠距重症照護人工智慧平台(Ted-ICU AI Platform)，整合電子病歷紀錄，採用人工智慧技術來建立重症疾

病預測引擎，有效地降低全球重症醫療成本與提升照護品質。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重塑智慧加護病房照護模式，提供遠距多點照護服務，使用人工智慧輔助診斷，預測高風險病情變化。

遠距人工智慧重症照護平台

曾怡臻 / 02-27207862 / chasty@radicahealth.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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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 張進春副工程師、詹哲鎧副研究員、薛秦助工程師

技術簡介

國輻中心以磁控漸鍍的方式製備非蒸發式吸氣薄膜(NEG film)，漸鍍薄膜的真空腔中經由活化後，可以在不需要幫浦的情

況下保持超高真空(2×10-10 Torr level)，其活化溫度依照不同製程條件可控制低於200 ℃。經活化後的吸氣劑薄膜吸附殘

餘的氣體，可以達到所需的真空度。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隨著吸氣劑材料應用領域的擴大和變化，非蒸發式吸氣薄膜材料與配方不斷推陳出新，薄膜微結構得到優化、沉積精度提

高、其活化溫度得以降低，吸氣性能及功能設計更加強大與靈活，滿足了大型超高真空系統設備的真空要求。國輻中心研

究團隊成功製備1米長、管徑27微米的真空腔，經由活化後在無幫浦的情況下達到超高真空環境。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由於非蒸發式吸氣薄膜不受限腔體尺寸與幾何大小的影響，因此在加速器領域常用在狹窄的真空腔體中，以取代真空幫浦

的抽氣功能。而在微機電子機械系統(MEMS)中，由於近年技術使傳統的封裝方式更加微小，因此使用非蒸發式吸氣薄膜

具有空間佔有率小與吸氣量大等優勢，其MEMS可靠性、穩定性與壽命將可顯著提高。

NEG非蒸發式吸氣材料 - 挑戰超高真空

張進春 / 03-5780281 #6428 / chinchun@nsr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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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 林上為助工程師、王端正研究員

技術簡介

臨場大型X光鏡面量測技術中的長程鏡面量測儀(LTP)在全世界的許多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使用，可以用於測量X光鏡的面

形和中頻粗糙度。測量過程精確、高速、非接觸，測量曲率半徑範圍可以從5m至∞，能夠測量範圍內的表面輪廓面貌，

縱向解析度為0.15 nm，未來可用於測量鏡面製作和安裝成果。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在台灣光子源TPS 41A1主動式分光儀和主動式光譜儀上進行臨場大型X光鏡面量測，觀察主動式光柵在受熱後凸起10 nm
的微小變化，而此變化降低了光束線的能量解析力。利用量測數據在光束線上即時修正此光柵鏡面受熱後的斜率誤差，在

不損失光通量的情況下，使得光子能量510 eV能有25,000的能量解析能力。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整合國輻中心光學量測和設計能力與國內廠商製造力，發展國內廠商技術應用並在國內設計研發和製作各式客製化和高價

值X光光學產品，如在開發大型天文X光望遠鏡時，可以用於測量鏡面製作和安裝成果，也可整合其它大型光學元件製程真

空系統，例如光學鏡面拋光和鍍膜，即時監控和回饋製程結果並予以修正，提高製程的精度和效率。

現場鏡面量測儀 - 奈米微測 即時校正

林上為 / 03-5780281 #7238 / lin.sw@nsr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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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 詹智全副研究員

技術簡介

國輻中心為國際間頂尖磁鐵設計的團隊之一，從磁場模擬設計、機構製造到磁場量測都能精確掌握，相關技術包括電磁鐵

技術、永久磁鐵技術、真空技術、低溫技術與超導技術。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 自製聚頻磁鐵(U100)並外借德國ANKA光源。

2. 自製橢圓極化聚頻磁鐵(EPU56)與3套3.2 T超導增頻磁鐵(IASW)安裝運轉於台灣光源(TLS)。

3. 自製3.5 T超導增頻磁鐵(SMPW)安裝運轉於泰國光源(SPS)。

4. 自製2台橢圓極化聚頻磁鐵(EPU48)安裝運轉於台灣光子源(TPS)。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磁鐵相關技術廣泛運用於日常生活，近年來生醫影像技術蓬勃發展，核磁共振造影(MRI)提供更好的醫療診斷，並為腦科學

提供有力的偵測工具，但受限於液態氦的使用，目前國際間均積極開發不須使用液氦冷卻的MRI，因此高溫超導磁鐵具備

高磁場、免用液氦的優點，是未來MRI磁鐵研發的選項之一。

魔磁學院之光子源 - 隱形的磁場牽引力

詹智全 / 03-5780281 #6338 / janjc@nsrrc.org.tw 



33

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 尤宗旗助研究員

技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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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頻功率逐漸成為未來的趨勢。為迎接科技潮流，國輻中心自主研發將多個千瓦級

的功率源合併為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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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國輻中心整合全平面平衡不平衡轉換器達成推挽式操作之功率放大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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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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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速器的應用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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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上，涵蓋

航空通訊、電漿激發、雷射產生和微波加熱等應用。

射頻功率源 - 固態功率疊加的無限可能

尤宗旗 / 03-5780281 #6310 / yu.tc@nsr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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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 陳彥宏特聘教授、鍾宏彬博士後研究員

技術簡介

中央大學光電系團隊發展出獨特的積體晶片型量子偏振糾纏光源，此晶片中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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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類量子穿隧效應與非線性電光效應於同一單晶鈮酸鋰晶片中，使偏振相依光子對能於

積體光路中分光，並進行光子對光程補償與相位調控，達成控制並產生量子偏振糾纏態，作為量子計算與量子通訊之重要

光子源。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團隊研發之積體量子晶片，已與澳洲國立大學共同完成量子態實驗驗證，透過超微型量子態層析量測。結合超表面結構

(Metasurface)量子鏡，直接將數十公分的實驗架構，整合於單片奈米尺度超表面，配合公分等級的積體晶片作為量子光

源，大幅縮小量子態層析的實驗尺度 (Science 361 (6407), 1104-1108)，加速了量子電腦的微型化與實用化。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除了量子電腦的應用，量子糾纏於通訊應用方面，可由量子金鑰分發(QKD)通訊協定導入，利用積體量子光源與整合型的

積體量子平台，除能穩定量子光源系統之外，並可望提高量子傳輸正確性，配合所需尺度的縮減，可望微型化量子通訊系

統，未來能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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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量子系統的實用價值。

晶片型積體量子偏振糾纏光源

鍾宏彬 / 03-4227151 #25018 / xoxo311@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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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郭浩中特聘教授、林建中教授、黃陳嵩文博士研究生、黃俞銘博士研究生、廖鎮佑碩士研究生、陳怡淵碩士研究

生、許裕堅碩士研究生、周嘉柔碩士研究生、鄒安傑博士

技術簡介

採用奈米尺度的蝕刻技術，在商用的綠光二極體磊晶片製作環形奈米結構，以應力釋放機制調變發光波長，於單一磊晶片

上製作出綠光和藍光的微型發光二極體，並導入原子層沉積鈍化保護技術，大幅提升發光效率，最後結合高精準度的量子

點噴塗技術，實現微米級RGB三原色的全彩畫素，本技術可望大幅減少巨量轉移的次數。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 單晶片集成式微型發光二極體RGB全彩畫素 (直徑僅10微米)

2. 奈米結構蝕刻應用於發光二極體波長調變技術

3. 原子層沉積技術提升元件光致發光強度達140%

4. 導入高均勻性、線寬小於2微米的高精密量子點噴塗技術

5. 實現105%的NTSC以及78%的Rec. 2020色域，符合全彩顯示的基本需求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1.集成式晶片可減少巨量轉移次數，提升製程良率

2.可應用於各類型顯示器、可見光通訊範疇

3.高精密度的噴塗技術可用於實現各種流體、膠體、薄膜甚至金屬線的製程，彌補傳統半導體製程無法適用的領域

4.原子層沉積技術可改善III-V族半導體因製程缺陷所導致效能不佳等問題

單晶片量子點混合型微型發光二極體全彩畫素陣列

黃陳嵩文 / 03-5712121 #56333 / wenisbest.nct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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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 陳冠能特聘教授、胡正明講座教授、黃柏蒼助理教授

技術簡介

結晶矽晶粒邊界控制技術係先在絕緣層上蝕刻出規則孔洞，成長一定厚度非晶矽薄膜後，以奈秒雷射加熱熔融非晶矽形成

結晶矽薄膜，由於製程中孔洞相對溫度較低，矽薄膜先從孔洞底側向結晶；最後結晶矽薄膜晶粒可控制在預先設計的規則

孔洞圖案之間，製作元件於矽晶粒中可提高晶片效能及良率，以利商品化及量產積層型3D晶片。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積層型電晶體製造技術為目前半導體製造重要指標技術之一，我們提出一種結晶矽薄膜晶粒邊界控制技術，可相容於現今

半導體製程技術，利用晶粒控制技術製作積層型電晶體，可降低電晶體變異性，進而提高積層型電晶體效能及良率，以利

積層型3D晶片達到可商品化且量產之技術。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近年來物聯網產業的興起及其晶片的強烈需求，更促進了半導體產業不斷地朝向具有低功耗、多功能的晶片設計及製造。

積層型3D IC具備了以下特點：(1)較低的製造成本；(2)超微細之垂直連導線訊號傳輸可實現較小的晶片面積及較輕微的寄

生效應；(3)高度異質整合之能力。此類需高度整合之技術適合應用於物聯網及人工智慧型晶片。

應用晶粒控制技術之積層型3D-IC

何焱騰 / 03-5712121 #59461 / chia50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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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李玉郎講座教授、劉一平博士後研究員、陳韻羽碩士班研究生、卓育軒碩士班研究生 

技術簡介

本技術利用染料化太能電池(DSSC)作為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系統中相關元件所需電能的自供應電池。DSSC具有

低的製作成本，且在室內環境下光電轉換效率高，再配合物聯網中極低的能量需求，可開發高效能、無需外部電源供應的

物聯網系統。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開發膠態適用於染敏電池，以配合室內環境下物聯網的使用。在膠態電池製作上，開發可印刷式電解質，所得膠態電池

效率可大於相對應的液態電池。

2.開發高活性、高透明、且異於白金的對電極，以解決白金使用的高成本缺點， 並以雙面照光電池獵取更多的光能。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1. 利用網印式製程來製作DSSC膠態電解質，達到roll-to-roll製程的概念，並應用於DSSC的大量生產程序。

2. 高活性、高透明對電極的製作技術開發，藉雙面照光DSSC，獵取更多的光源。

3. 以DSSC電池獵取室內、室外光能，作為物聯網所需的自供電電源。應用的泛圍廣泛，決定於產品的需求及設計。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印刷式製程及其在物聯網的應用

06-2082801 / ritakuo@gs.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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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許耀銓助理教授

技術簡介

超導量子位元為目前國際大公司發展的量子電腦的基礎，本項技術為本土研發以超導量子位元為基礎的模擬晶片，具有

1-4個量子位元。超導量子位元模擬晶片本身在技術上並不是創新突破，但是在設計上可有創新突破，本晶片即是利用超

導量子位元作為微波放大、模擬人造原子以及人造原子間或與真空之交互作用。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超導量子位元晶片在設計上的創新突破為利用量子位元作為微波放大、模擬人造原子以及人造原子間或與真空之交互作

用。透過超導量子位元與微波的強交互作用下，可使入射微波在沒有粒子數反轉情況下放大，振幅增益達7%。而透過兩量

子位元間微波傳導線進行交互作用，可使量子位元能階的偏移的修正達原能階的0.8%。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超導量子位元為目前國際大廠發展的量子電腦的基礎，本項技術為本土研發以超導量子位元為基礎的模擬晶片，目前具有

1-4個量子位元，若能繼續發展將可成為多位元甚至50位元以上之量子位元晶片，超越現有古典電腦的計算或模擬能力，

屆時即具有產業應用潛力。

超導量子位元模擬晶片

牟中瑜 / 03-5742537 #42537 / mou@phys.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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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陳明彰副教授、孫宏維、黃旆齊

技術簡介

清華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副教授陳明彰等人組成研究團隊與美、中、西等國際團隊合作，近期突破學界多年來的瓶頸，成

功創造出體積小卻更亮、更短脈衝的極紫外光(EUV)，且能任意調變偏振，能看見奈米級的微影世界，將加速半導體及生

醫領域的奈米等級研究，其中高亮度的13.5nm的光源，正是下一世代半導體產業重要蝕刻及缺陷檢測光源。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陳明彰教授實驗室，偶然將光圈置放於高次諧波實驗前方，竟發現只要調整光圈大小，就可精巧控制極紫外光的頻寬和中

心波長，突破了傳統高次諧波的能量極限，讓18奈米的光子數增強了4百倍。加強供給紅外光本是負效應，光圈用來控制

散焦，原來也是個負效應，「但兩個負面效應碰在一起，居然負負得正，成為美麗的巧合。」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桌上型極紫外光」光源的應用層面將十分廣泛，因光的空間解析能力與其波長成正比，其穿透能力也比電子束深，且有

元素解析能力，高亮度極紫外線(EUV)、X光光源，為半導體蝕刻、奈米檢測及生物影像發展的關鍵光源，在超快或高同調

性的應用上，甚至優於同步輻射。

桌上型超快極紫外雷射

陳明彰 / 03-5715131 #34079 / mingchang@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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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芮祥鵬特聘教授、周子偉副研究員、宋國明教授

技術簡介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NTUT）宣布推出最新方法“嵌入式智能紡織品陣列顯示模塊”（ESTAD模塊）。 ESTAD模塊涉及

兩個部分，一個是電路，另一個是控制盒。 該電路將無縫地連接織物，這可以扭曲和摩擦以適應各種設計。控制箱的設計

小於當前形式，以放入口袋或隱藏在潛在應用中的某個地方。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 電路和紡織品的結合，縮小模組的尺寸：模組可無縫在電路上塗覆電路，且可更有效地傳輸電流。塗層電路可以折疊、

扭曲、摩擦和防水，它以貼紙的形式製成，便於在織物上轉移。該方法使設備更小，更便於佩戴。

2. 物聯網功能無線：IOT在許多領域獲得廣泛應用。未來使用手機應用程序，包括更改顏色、輸入簡單文字和動畫作為演

示。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1. 可折疊塗層電路：可應用於柔性LED廣告屏幕，目前有全彩50/50LED與20/20LED兩種規格。

2. 服飾之應用：顯示模組之導體線可以延伸，並且電控系統可依照服飾設計放入服飾的任何地方。

內崁式智慧紡織顯示模組

陳裔茵 / 02-27712171 #2448 / eillenchen@mail.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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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張玉明研究員

技術簡介

「光電工坊」成功研發出台灣第一套可商品化的超低頻拉曼光譜系統。本技術除了能探測物質的化學指紋光譜波段 
(100~3000 cm-1)，更突破薄膜光學濾片過濾雷射瑞利散射的極限，將拉曼光譜的偵測極限推進到能量測物質的結構指紋

光譜波段 (10~100 cm-1)。並且擺脫早期超低頻拉曼光譜技術，需搭配昂貴的三光柵高解析光譜儀，卻仍得忍受低收光效

率的困擾。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超低頻拉曼光譜技術突破目前薄膜光學濾片過濾雷射瑞利散射極限，將拉曼光譜的偵測推進到量測物質的結構指紋光譜波

段。本技術除了可量測分子高頻振動模態，亦能探測低頻結構振動模態，因此針對新穎二維材料的凡德瓦爾介面的聲子模

態、模態分子構相異構、同質異構、晶格結構、 物質相變，可提供樣品結構的重要訊息。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超低頻拉曼光譜技術的應用範圍，除了可量測高頻分子振動模態，亦能探測樣品的低頻結構振動模態。因此舉凡新穎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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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物理化學現象，皆可提供重要的材料結構變化訊息。

超低頻拉曼光譜技術

張玉明 / 03-3665277 / ymcha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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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與光電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毛紹綱教授

技術簡介

iTech是由國立臺灣大學的毛紹綱教授創立的，他是無線通訊和信號處理領域的專家。它的科技已經在Macronix金獎矽獎

中得到認可。iTech是採用人工智慧科技的先驅，該科技結合了高效的硬體架構和訊號處理器。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 iShield為一套被動式偵測系統，透過AI人工智慧進行空間中的頻譜辨識iShield能夠快速探測出無人機與它們的操控

者。

2. iPosition是一個即時定位系統，它能讓在一秒鐘內定位上千個目標，同時精準度可達到公分等級。

3. iFollow 2.0為智慧型機器人提供了世界上第一個經濟高效的解決方案，在不使用傳統影像識別技術的情况下實現自動跟

蹤功能iFollow 2.0設備採用人工智慧無線通訊科技。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1. iShield可24小時全天候定位任何無人機設備，不論是晴天、雨天、白天、黑夜亦或是惡劣環境中皆可進行偵測。相較

於其他產品，iShield可輕鬆移動與快速架設，並可透過AI頻譜辨識技術分辨被偵測物。iShield偵測系統可定位出無人機

方位，適用於軍事、住家、機場、政府、商場等地方，保護個人隱私、商業機密與安全。

2. iPosition可以應用於超市以增強客戶體驗。

3. iFollow可用在智慧機器於黑暗或有障礙物的環境，甚至在狹窄的通道上自動跟隨使用者。

創新無線定位與追蹤系統

許雅華 / 02-33663700 #501 / yahuahsu@ntu.edu.tw



MEMO





掃描QRCODE
下載線上技術手冊

生技及新藥



46

生技及新藥

Contact

研發單位 中央研究院 / 胡哲銘副研究員、陳慧文副教授、林建緯博士後研究員、姚秉瑜研究助理

技術簡介

有效刺激Ｔ細胞的增生一直為疫苗研究上的一大難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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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利用尖端的奈米技術製作出既安全又強效的仿病毒奈米疫苗，有效激活具有抗原專一性的殺手Ｔ細胞，並利用此

技術製作出精準個人化抗癌症疫苗，廣效性抗流感疫苗，以及抑制新興感染病之奈米疫苗。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可降解聚合物奈米粒子在生醫領域有廣泛的應用，但大部分聚合物奈米粒子皆為實心型體，無法包覆水溶性內容物。透過

優化奈米粒子製程，此科技突破奈米粒子內容物包覆的限制,形成帶有水相空間的薄殼中空粒子，可搭載大量親水性之內容

物。利用此技術我們可達到其他疫苗平台無法突破的功能性，刺激增生大量的Ｔ細胞。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奈米技術平台可搭配不同抗原，因應多項疾病之需要，製備出安全又強效的奈米疫苗，並可解決癌症疫苗製備上的關鍵瓶

頸。此外，中空奈米粒子平台可應用於藥物及生物製劑的傳輸。

多功能薄殼奈米粒子於抗病毒與精準抗癌疫苗之應用

胡哲銘 / 02-26523089 / chu@ibm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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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及新藥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 陳俊榮研究員、管泓翔博士後研究

技術簡介

利用X光繞射蛋白質結構實驗技術解析傷寒沙門氏菌排藥幫浦結構，透過此3D立體結構，了解抗藥性傷寒沙門氏菌之排藥

機制和已市場化傷寒檢測試劑之抗原可能位置。透過此傷寒沙門氏菌排藥幫浦結構，將有助於未來研發更有效之傷寒檢測

試劑與針對抗藥性傷寒沙門氏菌之新型抗生素。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 大量、高純度的傷寒沙門氏菌排藥幫浦的製備。

2. X光傷寒沙門氏菌排藥幫浦的結構決定。

3. 傷寒沙門氏菌排藥幫浦的抗體檢測試劑的可能抗原活性區域決定。

4. 傷寒沙門氏菌排藥幫浦的排藥活性區域的3D結構確定。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1.可應用於研究開發比TYPHIDOT效果更佳的新一代的傷寒檢測試劑。 

2.可利用X光蛋白質結構為基礎的藥物設計開發技術，來開發抗藥性傷寒沙門氏菌的新型抗生素。

傷寒桿菌的蛋白質排毒幫浦 - 揭開細菌產生抗藥性之謎

管泓翔 / 03-5780281 #5204 / hhguan@nsr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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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及新藥

Contact

研發單位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 葉昭廷教授級主治醫師、梁恭豪副研究員

技術簡介

這是一種鑑定DNA片段中單核苷酸多態性的新法。於患者身上取得任何DNA樣本，鑑定出GALNT14基因型，可預測化學

治療的療效反應，從而決定病人是否應接受化療。此法並可有效預測肝癌接受血管栓塞術的療效、手術後肝外轉移發生

率、大腸癌術後之預後、食道癌合併放療及化療預後、膽道癌手術預後、及指環型胃癌預後。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我們是第一個提出一單核苷酸多態性位點rs9679162其基因型可預測肝細胞癌病人對組合化療配方之治療反應的團隊。

隨後此位點亦被證明可預測肝細胞癌病人以肝動脈化療及血管栓塞等方式進行治療者之療效。更有趣的是，此基因型與大

腸癌、食道癌、膽道癌、及指環細胞胃癌之治療預後也有緊密相關，未來可應用於個人醫學。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基於此研發成果，我們已開發出偵測此單核苷酸多態性位點rs9679162之套組，並已於臨床上針對此單核苷酸多態性位

點rs9679162攜帶不同基因型之胃腸肝膽等器官中所發生之癌症病人給予個人化及最佳化醫療。目前，此研究成果之技

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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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基因標記引導肝癌治療的路線圖

葉昭廷 / 03-3281200 #8129 / chauting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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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及新藥

Contact

研發單位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 羅履維研究員、楊重熙特聘研究員、程士勳、廖承澤、朱家慧、林莉婕

技術簡介

本技術主要應用於解決服用減肥藥之後，胃腸道的不適以及最常見的包括軟便或油便等副作用，再者作為食物中添加劑以

調控油脂吸收代謝。在實驗過程中，調配不同比例之MSNs與油脂，觀察油脂膠固化情形；亦於動物實驗比較不同奈米材

料降低油便之情形，經多項結果發現MSNs可有效造成液態油脂膠固化現象。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技術以中孔洞奈米材料在藥物傳輸上應用的優勢，有效控制材料本身的表面積及表面修飾，開發出最佳之奈米材料來吸

附並膠固化腸胃道多餘未降解之油脂；同時利用多種分析方法搭配分子影像系統針對其機制進行探討釐清，以達減緩減肥

藥物副作用並提高生活品質為主要目標。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技術利用MSNs來降低以Lipase抑制劑為主的抗肥胖藥物之副作用，進而強化該類藥物的效用及市場發展。未來將可利

用現存市場機制，持續佔有高市佔率，並因新組合減低了原有副作用，總市值應可合理預期大幅提升。整體而言，本技術

未來在市場上極具發展潛力。

奈米抗肥胖藥物調節活體油脂吸收之創新應用

朱家慧 / 037-206166 #37116 / 981012@nhr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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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及新藥

Contact

研發單位
高雄醫學大學、中央研究院

鄭添祿講座教授、羅傅倫特聘研究員、陳炳梅研究助理、高千涵博士、鄭以安博士、何愷文學生

技術簡介

我們開發人類化雙功能抗體(mPEG×tumor marker)，anti-PEG端可以非共價鍵修飾方式“一步武裝”結合上任何有修

飾PEG分子的奈米藥物或是造影劑等，進而解決其他化學修飾所造成的抗體結合位遮蔽、異質性、修飾後藥物不穩定等問

題，而雙功能抗體另一端則可以專一性的辨認任何腫瘤標記進行有效毒殺。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 「一步武裝」的非共價鍵修飾方式結合上任何PEGylated奈米分子

2. 非共價鍵修飾取代其他藉由化學修飾所造成抗體結合位遮蔽、異質性、修飾後藥物不穩定等問題

3. 可專一性標靶癌轉移癌症進行治療

4. 可置換成不同癌症標靶並針對所有癌症進行藥物累積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1. 不需修改奈米藥物製成及抗體直接結合賦予專一性

2. 可應用於所有PEGylated奈米藥物及造影劑

3. 腫瘤標靶的可置換性(個人化醫療) 

4. 「人類化」雙功能抗體符何FDA臨床應用標準進而縮短臨床試驗時程而降低研發成本

雙功能抗體用於治療癌症

何愷文 / 07-3121101 #2002 / kevin7951200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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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及新藥

Contact

研發單位 高雄醫學大學 / 許美智教授、吳育澤副教授、何健章助理教授、張值維博士、顏清棋博士候選人

技術簡介

1.「運動禁藥一手掌握」涵蓋中、西藥品4萬多項。可依中英文商品名或物質學名進行查詢，得知運動員是否可以在賽內或

賽外使用該藥品製劑。

2.「抗炎保胃讚」運用奈米化技術提升穿心蓮內酯的口服生體可用率，且經研究證實穿心蓮內酯奈米劑型可有效減少腸道

潰瘍發炎的情形。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運動禁藥一手掌握」為國內首款運動禁藥行動應用程式，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可查詢中藥品的禁藥資料庫。

2.「抗炎保胃讚」為市面上首個將穿心蓮內酯奈米化之相關食品，可大幅改善穿心蓮內酯的吸收並減緩腸道潰瘍發炎的情形。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1.「運動禁藥一手掌握」於2018亞運會時已廣泛使用，並已被許多講座推廣作為教育運動員、家長、教練、醫藥人員及防

護人員的教材，具跨領域應用性。

2.「抗炎保胃讚」具備相當高的產業應用性，除了可以不同型式進行商品化，更能帶動運動產業中營養增補劑的需求。

運動禁藥一手掌握 & 抗炎保胃讚

顏清棋 / 07-3121101 #2254 / date0315@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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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及新藥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溫雅教授、顏家瑞教授兼主治醫師、鄭斌男副教授兼主治醫師、李芸萍研究助理

技術簡介

B型肝炎病毒大表面蛋白近年來被發現與肝癌關係密切。B肝帶原者之大表面蛋白與病毒DNA量有密切關係，是病毒治療

早期的一個新穎生物指標，可用來預測抗病毒藥物治療成效。本團隊建立一高敏感度的大表面蛋白冷光定量ELISA檢測平

台來快速方便地偵測B肝帶原者治療療程中的變化。相關技術與產品已申請專利保護。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研發成果之突破性為:1)研發系列高敏感度極高辨識性之單株抗體，專一辨識Ｂ肝病毒表面蛋白之各部位。2)首先建立冷

光定量Ｂ肝大表面蛋白檢驗套組，敏感性相較於傳統定性ELISA套組為十倍以上。3)臨床實驗確認檢測套組之功能性

(performance)及大表面抗原蛋白新穎生物標記之臨床意義及應用性。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研究開發出高敏感度的大表面抗原定量ELISA檢測平台來快速方便地偵測B肝帶原者治療療程中的變化。這些研發產品

及技術可提供靈敏的早期的B肝治療預測生物標誌物，用於預測抗病毒治療功效，並且能夠應用於世界上廣大的慢性肝炎

帶者者。開發的產品可以在台灣和其他B肝盛行國家銷售推展，如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等。

高敏感度B型肝炎病毒大表面蛋白冷光定量檢驗套組

黃溫雅 /06-2353535 #5766 / whuang@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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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及新藥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吳夙欽教授、林世昌、劉玟君、黃韻儒

技術簡介

一種去醣基化或醣遮蔽血凝素，其軀幹部之醣基化位置被去除，其球狀部之變異區醣基化位置被加入。本發明之去醣基化

或醣遮蔽血凝素可誘導產生中和性抗體，以對抗不同抗原型的流感病毒，可應用於廣效型通用流感疫苗開發。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流感病毒套膜血凝素是主要引發中和抗體與免疫保護力的主要抗原。本技術開發一種在特定序列區去醣基化或醣遮蔽血凝

素醣蛋白抗原，其高度保守的軀幹部之醣基化位置被去除，然而其高度變異球狀部之變異區醣基化位置被加入。本發明之

去醣基化或醣遮蔽血凝素的創新型抗原，可誘導產生廣譜型中和性抗體，以對抗不同抗原型的流感病毒的交叉保護力，可

應用於廣效型通用流感疫苗開發。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全球季節流感疫苗需求約為20億劑，商機約為280億元美金，且每年市場仍以12%成長。因此若本技術發明順利開發廣效

型疫苗，進入國際市場將為生技產業帶來龐大的商機。本技術發明以醣遮蔽或去醣基化的血凝素應用於廣效性流感疫苗的

開發，未來希望能夠將技術移轉給國內外製藥廠商。

醣遮蔽與去醣化血凝素用於廣效型流感疫苗的開發

陳廷軒 / 03-5742907 / sadam1114@gmail.com



54

生技及新藥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陽明大學 / 林爾璿專案助理研究員、林靜慧博士後研究員、吳成文院士、李光申講座教授

技術簡介

本技術透過誘發肺部原生細胞的重編程來治療COPD與肺纖維化等慢性肺部疾病。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技術並不使用體外培養的幹細胞，而是重編程患者肺部原生細胞，使其暫時獲得幹細胞的能力而修復組織。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COPD是全球第三大死因，與肺纖維化目前皆無任何有效治療方式。本發明可望為這兩種疾病帶來治療的契機。

肺纖維化及肺氣腫之治療材料與方法

林爾璿 / 02-27899011 / ehlin@ibm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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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及新藥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黃立民教授、黃任民博士後

技術簡介

RSV是引起下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之一，但至今仍沒有RSV疫苗問世。本案抗原主體(RSV-F005)包含數個具高免疫性

及結構性區域，使其維持在融合前狀態下，加上新型黏膜佐劑(H-muad)以鼻黏膜進行投藥，可在小鼠及棉鼠身上產生專一

性免疫反應及保護力。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我們構建了改良過後較短的RSV F蛋白，RSV-F005，來模仿RSV F蛋白的天然三聚體構象，純化後的重組H-muad蛋白

已透過TEM來證實可形成類病毒顆粒。H-muad增強黏膜免疫反應的效率也在與我們的RSV候選疫苗RSV-F005的小鼠

實驗中進行完整評估。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RSV疫苗是個全新的市場區塊，預估2024年RSV的治療需求市場將達23億美元。

由於擔心有不當的副作用影響，美國FDA一直很保守的審閱及批准新的疫苗佐劑。我們的候選佐劑H-muad類病毒顆粒是

不具有活性且相對安全的奈米顆粒。估計全球疫苗佐劑的市場會從2016年的4.7億美金增加到2021年的7.7億美金 。

包含類Ｂ肝病毒顆粒作為佐劑
的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組成物

黃任民 / 02-37246166 #35797 / 026067@nhr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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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及新藥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賴文崧教授、曾宇鳳教授、胡海國醫師、劉智民醫師、孫仲銘教授、劉玉麗研究員、戴春暉醫師、郭明哲醫師

技術簡介

共濟失調症 (ataxia)／多重系統退化症 (MSA) 屬於成年發病且致命的神經退化疾病，目前缺乏有效的治療藥物。我們團隊

研發新型NMDA受體藥物RS-D7，針對共濟失調症的核心症狀，以臨床前小鼠行為表現型技術結合臨床動作檢測，在動

物模式上驗證藥效及改善動作功能，同時在概念驗證測試中也有效地改善病人臨床症狀。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共濟失調症為迫切未被滿足的醫藥需求。團隊突破傳統窠臼從新穎NMDA受體調節藥物著手，以臨床前行為表現型技術結

合臨床動作檢測，開發及測試最佳候選藥物RS-D7的新適應症。相較於武田製藥的TAK-831，我們在臨床前小鼠與概念

驗證臨床試驗中，均證實有效改善迄今仍無藥可治的多重系統退化症之小腦共濟失調症。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1. 團隊成果榮獲2016諾華創投全球導師計畫、2016與2019國家新創獎、及2017未來科技展等獎項肯定。

2. Ataxia/MAS 是迫切且未被滿足的需求，屬罕病用藥，開發投資性高。

3. 已有PCT、美國及臺灣專利，其他多國正式專利實審中。

4. 團隊開發之臨床前小鼠行為表現型作業與臨床動作檢測可直接應用。

5. RS-D7 是安全性高且具多重效益的藥物，有機會用於其他疾病。

為絕症尋找「仙丹」- 
共濟失調症新藥研發與篩檢測試平台

羅達中 / 02-33663957 / D06227102@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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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及新藥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莊立民特聘講座教授、張以承助理教授

國家衛生研究院 / 洪明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鄒倫副研究員

技術簡介

PPARγ於調控血糖代謝扮演關鍵角色，其內生性配體─15-keto-PGE2具有降血糖效果，15-keto-PGE2會被ZADH1酵

素代謝，我們篩選出有效的ZADH1小分子抑制劑。證實抑制ZADH1活性及增加15-keto-PGE2，可以活化PPARγ，降

低血糖，為新的治療糖尿病策略。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臨床上廣泛使用的降血糖藥物TZD為PPARγ促進劑，可以改善胰島素阻抗。然而TZD卻有體重增加、水分滯留、心臟衰

竭、骨質疏鬆的副作用。我們證實藉由抑制ZADH1以增加內生性PPARγ配體15-keto-PGE2可以降低血糖，且無人工

PPARγ促進劑之副作用，為新的治療糖尿病策略。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現代社會肥胖成為文明病，肥胖者更容易患有糖尿病。第2型糖尿病是最常見的糖尿病類型，約佔所有糖尿病病例的

90%。目前的降血糖藥物TZD有不少副作用，限制其臨床應用。透過發展ZADH1小分子抑制劑取代現行TZD藥物，改

善糖尿病並減少副作用發生。本新治療策略發展之新藥有望改善現代人糖尿病的問題，成為治療文明病的良藥。

調控內生性脂質介體以治療糖尿病

謝孟倫 / 02-23123456 #88666 / god4785@gmail.com





掃描QRCODE
下載線上技術手冊

醫材



60

醫材

Contact

研發單位 中央研究院 / 趙裕展研究員、廖琳立助理、蔡智瑄博士後、廖釧妤助理

技術簡介

本發明將乙醯膽鹼酯酶表達於昆蟲細胞膜上以檢測常見的市售農藥殘毒—有機磷劑與氨基甲酸鹽類殺蟲劑。相較於氣液相

層析儀分析法，本系統之檢測成本低且省時，更免除了傳統生化法自蒼蠅進行酶萃取、需要純化回溶之不便，可提供政府

機構、商場及民眾一個簡便、快速準確且經濟實惠的農藥殘毒快篩新選擇。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技術於細胞表面展示乙醯膽鹼酯酶以快速檢測農藥殘留，改善傳統從昆蟲體萃取此酶的繁瑣過程，避免了酵素活性在純

化過程中的耗損及結構破壞、細菌汙染、耗費人力與時間等衍生問題。本創新細胞表面展示系統能夠在定量的細胞上大量

生產乙醯膽鹼酯酶，並成功研發在細胞乾燥後維持乙醯膽鹼酯酶完整結構和酵素活性以利貯存運送的方法。在精確性及應

用層面上皆具有突破性。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系統為一新穎商業產品，以細胞展示乙醯膽鹼酯酶，可增加農藥殘毒檢測之簡便性及精確性。我們也成功發展出將展示

乙醯膽鹼酯酶的細胞乾燥於微孔盤或瓶中，不會減損活性的保存及運輸技術。本系統比其他現有系統操作簡易，結果精

確，極利推廣。

為食品安全把關：
以高精確度酵素展示法建立農藥快篩檢測系統

趙裕展 / 02-27882697 /mbycchao@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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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 黃泓淵教授級主治醫師、饒達仁教授

技術簡介

本技術主要利用微流體晶片層流的特性，針對寡精症病患進行活動精蟲篩選，經篩選後高品質精子進行人工生殖，協助治

療不孕症夫妻。

本晶片從實驗室原型開始，依既定計畫製成與測試，完成一次性的可拋棄式晶片。未來將有可能用在臨床應用上，嘉惠不

孕症夫妻，提昇其擁有生子的可能性。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林口長庚醫院與清華大學合作，以數位微流體技術開發出之人工生殖雄性學微流體精蟲篩選與分離晶片，可篩選活動力佳

之精蟲，特別是寡精症之不孕症男性患者，可提升精蟲活動性增加13%；篩選成效增加8%。此技術可同時兼顧快速、低樣

品需求量及非離心無損傷條件下分離活動精蟲，有助於提升精卵受精率及預期選擇胚胎植入後的懷孕成功率。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研發利用連續式微流體系統生醫晶片上，透過微流體流道分流方式進行活動精子的篩選，避免傳統離心方式精蟲上游法所

可能造成精蟲DNA斷裂與過氧化物之產生導致之精蟲損傷。此技術可同時兼顧快速、低樣品需求量及非離心無損傷條件下

分離活動精蟲，有助於提升精卵受精率及預期選擇胚胎植入後的懷孕成功率。

微流體活動精蟲篩選與分離晶片

王依雯 / 03-3281200 #7770 / iwen07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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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 / 謝建台教授

技術簡介

利用以雷射為基礎的大氣游離質譜儀結合實驗室所建立的毒藥物資料庫，開發一套可快速鑑定毒藥物的分析平台及標準作

業流程，能在短時間內得到毒藥物的正確資訊，及時對中毒及用藥過度之病患實施正確的緊急醫療，以有效挽救其生命。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傳統質譜分析如液相或是氣相串聯質譜儀，為了能夠準確定量，必須排除基質效應，所以樣品在進行分析之前，必須經過

複雜的前處理，這也導致一個樣品分析的時間往往被拉長至數十分鐘到幾小時。本實驗室所開發的大氣游離質譜儀只需在

一分鐘內，即可自皮膚上得到病人體內的毒藥物種類訊息，因此適合應用於急診病人的毒藥物檢驗。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以雷射為基礎的大氣游離質譜快篩平台，透過一套非侵入性的快速採樣標準作業流程，可在極短時間內快速鑑定生物檢體 (

包括口水、洗胃液、血液、尿液及皮膚) 中的毒藥物成份，以對中毒病患進行及時醫療。除了可應用在臨床毒物檢驗上，此

技術也可應用在大規模自皮膚上快速篩檢出使用毒品、濫用藥物以及運動員藥物的個體。

快速鑑定毒藥物的雷射大氣質譜儀

蘇鴻 / 07-5252000 #3933 / impossible122@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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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 黃貞翰助理教授、林幸瑩博士後、陳雯灝博士後

技術簡介

我們以特殊關鍵材料為中心，結合了奈米材料、生物技術、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等技術打造了食物過敏原檢驗物聯網系統，

除了以奈米磁珠進行高度預濃縮外，我們更藉由關鍵材料成功的抑制在生物檢測上的非特異性吸附問題，進一步的增加了

系統的準確性與精準性。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不同於以往的傳統生物檢測，我們以特殊材料為中心打造新生物檢測技術，以具有特殊修飾的磁性奈米粒子對生物樣本進

行高度預濃縮，並成功的抑制在檢測中非特異性吸附的問題，因此，我們系統相較於傳統技術上，擁有較高的靈敏度與專

一性。 除此之外，更改良傳統電化學演算法，大幅的縮短檢測所需的時間。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技術除了能讓有食物過敏的人可以放心安全飲食，也可應用於其他食安相關檢測上，如環境荷爾蒙、農藥、食物中毒等

汙染以及追蹤食品上游來源之核酸DNA鑑定等，可提供食品業或餐廳業者用於監測自家產品確保銷售安全性或建構自家產

品安全履歷。除此之外更可廣泛應用於疾病追蹤或是早期癌症檢測等領域。

食物過敏原檢驗物聯網系統

陳雯灝 / 03-4227151 #27753 / leochentf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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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 樋口亞紺講座教授、張雍特聘教授、李幸芬研究助理、宋子承博士後

技術簡介

本技術提出了新型幹細胞連續收穫產程。

通過幹細胞部分脫附，未脫附細胞可再度培養擴增成下次收穫之幹細胞。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團隊研發之生醫材料使用熱敏感奈米片段。使幹細胞藉熱敏感奈米片段的藉由降溫使細胞從培養皿表面部分脫離，剩餘

的細胞可繼續於原培養皿中培養。這樣的細胞收取及持續培養的步驟可多次重覆。目前人類多能性幹細胞的自動化培養系

統非常昂貴。本團隊所開發之細胞培養系統可望縮減培養費用約 10 倍至 100 倍不等。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研究團隊將開發原型生物反應器系統，該系統使用精簡的設備和簡單的程序實現連續幹細胞收穫：可以簡單地通過降低

溫度從培養基中收穫幹細胞。這種新型生物反應器系統有望將幹細胞培養成本降低一到兩個數量級，從而擴大可為醫院、

細胞庫、學術單位或是商業培養或研究人類胚胎幹細胞和誘導多能性幹細胞進行培養的數量及產值。

溫敏奈米刷表面用於連續收穫幹細胞之技術

宋子承 /  03-4227151 #34254 / stc321@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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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 陳冠宇助理教授、楊家維博士生、鄭勝仁博士生、陳學倫博士生、陳重佑博士生、林科銍碩
士生

技術簡介

本團隊成功建立模擬人體微環境之仿生肺晶片系統，並進行細懸浮微粒的健康評估平台開發，除了能釐清環境中細懸浮微

粒對自身的健康影響，也替藥物開發帶來更多可能，相信未來能提升個人的智慧醫療策略，加強自身防護相關疾病發生，

並減少民眾對空汙所帶來的健康危害疑慮，滿足「未來科技」至「人」和「社會需求」的期待。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民眾不論是健康個體或是病友，都能透過此具突破性之肺泡和氣曝的肺晶片系統實現普及化的仿生可能，還可得到大量且

多元化之空汙健康資訊，例如肺部發炎反應、屏障損傷、顆粒穿透和氣體交換等功能變化，獲取專屬的生理資訊，在未來

同時還能解決民生及動物保護等社會議題，於在國際相關領域上取得領先地位。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技術將以產業實務面及可行性為出發點，在提供完善之器官晶片技術-仿生肺晶片平台外，也可配合政府「5+2產業」整

合在地資源，與台灣相關生醫晶片/新藥開發/實驗動物產業共同推動跨領域之產學發展，整合並提供企業轉型的機會，合

作朝仿生晶片及精準醫學邁進，帶動整體市場應用規模，並完成促進民生社會福祉之目標。

開啟個人化醫療時代-全台首創人體肺部器官晶片系統

楊家維 / 03-5731920 #54054 / jiawei@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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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 邱俊誠教授、黃煜傑博士、徐舜熙博士、葉冠廷博士生

技術簡介

全世界目前尚無一個可以長時間、精準且多參數評估眼球表面淚液特徵之裝置，因而造成乾眼症不易被量化評估且滿足有

效治療之迫切需求。本計畫依此提出了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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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連續量測淚液

蒸散速率、淚液滲透壓與眼球表面溫度等，這些參數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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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與復原程度等。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市面上目前僅TearLab開發出只可量淚液滲透壓之乾眼症分析系統，不過其系統只能單點定時量測；本團隊所開發之裝

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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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長時間記錄分析，了解眼表參

數與日常行為之關聯性，找出可能造成乾眼症致病的機轉，達到早期預防、有效治療的目的。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計畫所開發之系統涵蓋了感測器、訊號/電能處理晶片、無線傳能/訊號天線之設計、製作與封裝及與隱形眼鏡整合製造

等前瞻技術。成果將可運用於生醫電子與眼科醫療照護等二大產業，讓我國的 ICT 產業從生產與製造 3C 產品躍升到高附

加價值之高階生醫電子醫療器材，帶領我國電子產業跨入國際級智慧生醫電子產業新藍海。

智慧隱形眼鏡系統之開發：以乾眼症診斷為例

葉冠廷 / 03-5712121 #54437 / ktyeh.ece05g@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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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 許千樹講座教授、李博仁助理教授、黃崇賢研究生

技術簡介

本研究提出以微流體晶片，利用重力做為微流體動力來源，將精液推入微流體通道內，微流體在漸擴的流道結構中，液體

流速會有逐漸遞減的現象，在一定的流速下，活動力較佳的精蟲游動方向會與流道內培養液流動方向相反，而活動力較差

的精蟲無法與流道內之流場抗衡而被沖刷至後端出口，透過此方式進行精子篩選。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研究的獨特性在於回抽系統設計，分選過後的精蟲與淘汰的精蟲分別從不同出口導出，可提高回收後精蟲均一性，特殊

微流道結構只需五分鐘，可一舉將回收精蟲回動力提高至接近100%，且將精蟲依泳動能力做及時調整，適用於各種動

物，操作時間大約5-10分鐘，大幅提高分選的效率，分選後精蟲染色發現，對精蟲型態也有高度篩選作用。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團隊整合產業與學術界能量，開發出具臨床應用特性的精蟲快篩晶片，具有快速、高回收、無害等特性，可廣泛應用於

IVF 與ICSI 療程，取代傳統的上泳法和梯度密度離心法，避免使篩出的精蟲受損，可能會造成日後胚胎植入的成功率，此

全能型人工生殖輔助技術平台可望提高試管嬰兒的成功率，改善少子化問題。

精液求精生殖晶片

李博仁 / 03-5712121#54051 / liborran@gmail.com



68

醫材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 趙昌博特聘教授

技術簡介

即時連續血壓量測之可撓式感測貼片，克服受試者在運動過程中產生的運動偽影影響，貼附於橈動脈即可偵測脈搏波形、

血壓、血氧濃度與心律變化等各式生理訊號搭配大數據以及深度學習，有效掌握使用者的生理狀況。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穿戴式裝置不可避免的問題便是在運動過程中感測元件會受到受試者手腕的相對運動進而影響感測元件與血管的錯位，甚

至可能造成訊號量測更大的誤差。為有效解決以上問題，本團隊致力於開發可撓式軟性PPG 感測貼片，作為即時量測之可

撓式感測器，而所設計之陣列式貼片將能有效克服上述問題並準確測量血壓、心率、血氧、心律不整以及心房顫動。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此技術之貼片式血壓計為長期使用之生理感測器，貼片可無線傳輸血壓量測資訊，將資料回傳至健康手環/手持裝置/雲端

系統上之健康管理系統，而在友善醫療環境需求與個人健康管理意識抬頭下，貼片式生理感測器輕薄、可攜特性，易於健

康手環、智慧裝置、醫療照顧管理系統結合。

可撓式軟性PPG 感測貼片

陳麗麗 / 03-5712121 #54395 / iroschen16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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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 葉晨聖講座教授、蘇家豪教授、王柳鈞、陳正哲

技術簡介

奈米夜明珠的成分是ZnGa2O4
:Cr3+，尺寸大小只有30 奈米。因為將光源移除後能持續發光，在生物醫學應用層面可有效

避免活體組織的自體螢光干擾，同時若搭配低劑量(0.5 Gy) X光照射則可進行生物活體深層組織螢光影像，動物實驗證實

此奈米夜明珠可在深層組織(肝臟)持續發光至少3小時。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團隊開發出具生物相容性之奈米顯影探針 (奈米夜明珠)，低劑量(0.5 Gy) X-ray激發即可產生長效放光之生物活體光學影

像。此顯影探針同時克服了生物活體影像的活體組織自體發光的干擾與使用激發光源穿透深度的障礙，有助於臨床診斷之

應用。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此技術開發的放光奈米探針經由低劑量X-ray激發後產生長效放光之光學訊號可克服生物體組織自發螢光與與外部光源激

發深層組織透深度的限制，在臨床上可以大幅增加腫瘤相關病症的追蹤準確度。優異的長效放光可結合現行臨床X-ray設

備作為光學導引手術之臨床應用。在產業與臨床技術提供一新穎之生醫奈米影像平台。

奈米夜明珠

葉晨聖 / 06-2757575 #65328 / csyeh@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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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 黃玲惠特聘教授

技術簡介

糖尿病傷口治療用組織膠具有促進表皮及真皮再生的作用。糖尿病傷口治療用組織膠可以有效預防傷口感染，組成分經過

嚴謹篩選，具促進細胞移入與增生效果，並可以增加傷口部位的血管新生，及膠原蛋白生成，進而加速傷口癒合，再生皮

膚無疤痕且平整優良。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糖尿病傷口有不易癒合且易遭受感染等難題，之前有產品使用生長因子因致癌危機而被停產，亦有使用化學交聯劑於產品

中會影響細胞活性及傷口癒合。此糖尿病傷口治療用組織膠不具有上述缺點，並已取得台灣、美國、歐洲等國專利，具有

促進組織再生之最適組成分及比例，不具任何細胞毒性，能有效刺激局部血管生成，進而加速傷口癒合。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此糖尿病傷口治療用組織膠可以有效幫助糖尿病傷口的組織再生，亦可應用於各種皮膚傷口，如外科取皮傷口、燒燙傷、

褥瘡等皮膚組織之再生。此組成分亦可作為其它組織再生等生醫產品之核心組成分。

糖尿病傷口的救星-治療用組織膠

林貞杏 / 06-2757575 #58214 #113 / 9308098@gs.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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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鄭兆珉教授、張廷彰教授

技術簡介

本子宮內膜生長異常檢測試片預期可以讓女性朋友以簡單、快速的方式在家中檢測VEGF及IL-6是否過高，此兩項生物標

記之檢測在某些婦科癌症中也有偏高的現象，透過新式檢測試片，方便婦女未來自我判定女性生理相關疾病或是異常出血

之可能原因，提早尋求適當的醫療協助。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因目前市面上並無將VEGF及 IL-6應用於異常出血檢測之相關快篩產品。本技術之重點在於 (a)提高試片之偵測極限

(detection limit)及(b)穩定的固定抗體在免疫層析試紙上。本婦女自我檢測子宮內膜生長異常檢測試片，是針對陰道分泌

物來檢測IL-6及VEGF，將是國內外首個能檢測此兩種蛋白之家用醫療產品。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鑑於子宮內膜癌在國人罹癌比例逐年上升，本子宮內膜異常生長快篩試片可進行子宮內膜異常蛋白檢測，釐清高風險族

群，便於臨床之照護檢測運用。也可為礙於某些因素無法及時就醫的女性提供一個居家初篩的工具，若檢測出現異常，則

可及早去醫院做進一步診斷及治療。提供醫療產業一針對子宮內膜生長異常檢測之創新完整解決方案。

子宮內膜生長異常檢測試片

鄭兆珉 / 03-5715131 #62420 / chaomin@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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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陳新教授、張兗君教授、葉世榮教授、謝志成教授、謝秉璇教授、廖育德教授、鄭桂忠教授、聯電鄭子銘協理、

生奕科技張平總經理、長庚鄭美雲醫師之產學醫研團隊成員

技術簡介

本計畫研發診療神經疾病之微晶片系統，整合神經紀錄、神經刺激、單一線圈雙向資料與電力傳輸功能，未來可應用於改

善帕金森氏症、失智症、憂鬱症等神經退化疾病診療，並以此晶片為核心開發動物腦神經研究生訊儀(NeuLive)，加速個人

化精準醫療之醫材研發與前臨床驗證。此晶片亦可應用於穿戴式裝置之生理檢測、神經調控等。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與目前臨床上醫材比較，以本晶片系統研發的神經診療醫材同時兼具神經紀錄與刺激的功能，且可進行閉迴路電刺激，透

過AI演算法，自動偵測到異常神經活動時才刺激，最佳化個別病患的神經調控，且植入晶片體積小、無線與免電池，更讓

手術簡便，可一次性植入與電極同時植入，有效降低手術風險，詳細比較表請參右圖。前臨床驗證之生訊儀更獲2019台

北電腦展特別獎。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此晶片可應用為診療神經疾病之植入式醫材，或是監測生理訊號之穿戴式醫材，或是動物腦神經研究用之微型,無線儀器。

無線生醫診療晶片系統

陳新、簡辰翰 / 0963025235、0963357829 / hchen@nel.e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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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長庚紀念醫院

洪健中教授、劉通敏教授、陳永昌醫師、黃仲衡醫師、洪健朗醫師、林志中醫師、黃雲慶醫師

技術簡介

本產品針對醫院的重症加護病房、手術室、腎臟科與心臟科等提供「早期急性腎損傷現場快速檢測系統」，可以取代傳統

檢測時間的冗長繁瑣，在現場直接操作，只要一個步驟10分鐘立即檢測立即醫治，保命免洗腎。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微流體技術具備三大特色：第一，血液過濾裝置直接在小晶片上；第二，真空動力驅動幫浦元件也在晶片上；第三，具獨

家人造抗體技術，三項皆整合於晶片中。所以將血液滴到晶片後，不需再用離心機先做分離；而因為有真空動力驅動元

件，不需外接管線與機械幫浦來驅動；至於人造抗體的好處是對環境耐受性高不用冰存再解凍使用。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微流體透過手持式檢測全整合式晶片的使用，具機動性與超簡單的操作程序，只要十分鐘就能現場快速、方便、精準檢測

早期腎損傷，提早48小時掌握黃金救援時間，避免腎損傷的發生造成終身洗腎及可能併發的多重器官衰竭。

早期急性腎損傷的現場快速檢測系統

洪健中 / 03-5715131 #33736 / cchong@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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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陳建甫副教授、陳俊安博士後、陳世嘉研究生、劉照瑄研究生

技術簡介

臺大應用力學所陳建甫副教授之研究團隊，開發出利用手動離心機，搭配流體力學理論進行設計，達到只需要簡單用手指

轉動旋轉手把，便可將採血管中全血於2-3分鐘內快速分離出純度達99%之純化血漿。接著結合微流體分析試紙，以及攜

帶式比色檢測儀，可於七分鐘內獲得疾病檢測訊息，預期此整合系統可有效應用於資源匱乏區域進行疾病即時診斷。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有別於傳統血液分析需要先以離心機進行血液與血漿分離，然而離心機價格昂貴且不易於各區域廣泛使用。本團隊研發出

手動離心機，只需利用手轉動旋轉握把，離心機所提供之離心力便可將指尖採血所抽取出的全血在2-3分鐘內分離出純度

達99%之血漿。接著分離出的血漿可以結合多層設計免疫分析試紙以及攜帶式比色讀取儀，於7分鐘內快速獲得個人疾病

相關訊息。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平臺預期可經由改變抗體抗原組合，以及DNA探針等，廣泛應用於各項傳染疾病快速診斷、個人化醫療、與精準醫學等

相關領域。

結合手動式離心機與紙張平臺於疾病定點即時診斷

陳建甫 / 02-33665608 / steveche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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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邱銘章教授、張智星教授、林靜嫻主治醫師、邱淑怡博士後研究

技術簡介

本研究將不同神經退化性疾病的血液生物標記資料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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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研究團隊過去利用磁減量免疫檢測技術，獨步領先全球達到血液檢測阿茲海默症與巴金森氏症血液生物標誌。吾人團隊

更進一步以智能學習輔助之演算法則，將受試者族群中的五種病理血液蛋白生物標記之多向度的資料，簡化降維為三維模

式模型，成功預測各種神經退化疾病的個別差異性，並可區別同一疾病族群的病程退化的嚴重程度。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研究團隊透過智能學習輔助系統模型，將五種血液中與阿茲海默症與巴金森氏症相關之病理蛋白生物標記等多向度的資

料，簡化降維為三維模式，成功預測各種神經退化疾病的個別差異性與病程的嚴重程度。未來將可應用於高風險族群，配

合臨床與影像分析，以協助神經退化性疾病的臨床前期診斷之血液生物標記模式。

建立不同失智症的血液生物標記新指標與智能演算模型  

林靜嫻 / 02-23123456 #65335 / chlin@ntu.edu.tw

Figure 1. Alzhimer’s disease (AD)與Parkinson’s disease (PD)的臨床病程變化與病理蛋白沉積 Figure 2. 不同疾病族群病患血液中各生物標記之濃度比較 Figure 3. 以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模型演算整合多向度血液生物標記資訊
以解構不同的神經退化性疾病

A.利用LDA模式將5種biomarkers降維為三維之3D cluster plot 以區別不同失智症後群

B.利用LDA模式將5種biomarkers降為二維之distribu�on plot以區別不同嚴重程度之AD spectrum

C.利用LDA模式將5種biomarkers降為三維之3D cluster plot以區別不同嚴重程度之PD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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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中央研究院 / 陳洋元研究員、陳正龍博士後

技術簡介

本技術為開發熱電自充隨身電源做為消費性電子產品之輔助充電及低耗能之戶外感測器進行快速自我充電之使用。技術

上，利用濺鍍方式成長熱電薄膜，藉由半導體微影製程進行一系列p-n串接製程，再經由低溫熱處理程序將元件的熱電性

能進行優化調整。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技術突破方面，利用濺鍍膜方式成長均勻、大面積的Bi2Te3薄膜於基板上，薄膜的優越熱電性能不僅突破塊材低熱電效率

無法應用之陳疴，更媲美Nature上的薄膜紀錄。我們更整合半導體光罩與金屬遮罩之製程，突破生產高對數熱電晶片的

良率問題。現有概念驗證的產品有128與442對之晶片。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當前熱電發電技術已在廢熱回收發電創造出應用價值及經濟效益。未來針對穿戴式電子產品、生醫產業、AIoT及5G智慧

網等產業，更有賴於熱電自充隨身電源發揮從環境中擷取熱能轉換成電力的功能，滿足元件所需持久性電力的來源。

熱電自充隨身電源

陳正龍 / 02-27898361 #8361 / aabbss@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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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

潘正堂醫科所所長、李大輝副教授、邱日清副教授、顏仲崑博士後研究員、王紹宇博士生、孫培原博士生、李浩

然碩士生、戴詠旋碩士生、陳佳駿碩士生、林佳皇碩士生、郭周全碩士生、黃文碩士生

技術簡介

智慧手套於虛擬實境體感訓練系統，主要以多壁奈米碳管(MWCNT)刮塗於網狀結構，結合指叉電極，所製作出之壓阻式

柔性力感測器，結合智慧手套之AC/DC轉換與空間座標演算之關係，在無線同步傳輸下，建立出互動虛擬實境體感系統，

使受業者(徒弟)在虛擬空間與施(受)力之效果，進一步達到與示範者(師傅)相符合的技巧。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虛擬實境體感訓練系統，乃以多壁奈米碳管(MWCNT)刮塗於網狀結構，結合指叉電極，製作出由柔性材料形變使相互交

錯的多壁奈米碳管產生電阻變化值之創新壓阻式柔性力感測器，並嵌入於智能互動手套中透過同步無線傳輸與虛擬實境來

獲取手部力量與姿態數據，達到與示範者(師傅)相符合的技巧。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智慧手套於虛擬實境體感訓練系統，擁有低生產成本、可撓性及高靈敏度之創新式柔性力感測器，其在同步無線傳輸整合

虛擬實境與體感力回饋互動手套的搭配下，使受訓者能得到貼近於示範人員姿態數據，進而提升訓練的成效，對國內教育

訓練產業，提供了創新的發展方向。

柔性力量感測器應用於智慧手套
於虛擬實境體感訓練系統

潘正堂、顏仲崑 / 07-5252-000 #4242 / alden01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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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 / 林清源執行長、劉德騏教授、馮展華校長

技術簡介

我們所發展的五軸數控重切削戟齒輪加工機，可投入加工汽車動力傳遞以及精密機械傳動所需的傘齒輪組。此外，獨特的

立式構型同時可以支援最新強力刮齒(Power Skiving)製程技術，可用於柱狀內外齒輪加工需求，應用於電動車行星齒輪箱

及工業機械手臂關節諧波減速機所需要的高精度齒輪加工。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技術以專用齒輪加工軟體計算切削路徑；搭配數控多軸同動技術取代傳統機械式齒輪加工機，數控齒輪加工機具備高自

由度可加工各種特殊齒形，並具有回饋補償修整齒型精度之彈性，加工效率與品質顯著提高，同時數控環境的導入使得智

慧製造加值功能可以在設備上進行整合。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1.齒輪為加工、傳遞動力的關鍵機械元件。本團隊所開發的次世代齒輪加工專用機，可加工傘齒輪及柱狀齒輪，因此被廣

泛應用於汽車、精密機械、農業機械、航太產業、船舶動力、鐵路運輸的傳動設備。

2.透過強力刮齒製程、特殊面銑滾切製法，提升產能與精度。

3.提供客戶高速高精度的齒輪加工總體解決方案。

五軸數控重切削戟齒輪機開發

何寅綺 / 05-2720411 #16460 / ccu.creat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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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 賴盈至副教授、蕭勇麒、吳幸玫學生

技術簡介

破壞式創新發電機制，實現第一個以布為基礎，可同時收集自然(風、雨)能源與人體動能的發電機，是世界上第一次能同時

收集自然與人體運動的能量；發電布也可作為不需電池的人機介面；成果有助於離散式、遠端式、穿戴式等能源應用，同

時開啟智慧衣的關鍵大門。技術發表在Advanced Science (影響因子15.8)，同時超過20家國內外媒體特別報導。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實現靈活、環境適應強、可廣泛實施、大範圍、同時收集多種能源(風、雨、人體動能)的發電布。1. 可收集超低(<1Hz)、紊

亂頻率的能源。2. 防水、靈活、耐用。3. 突破單一發電機僅能收集單一能源的限制。4. 作為自發電的人機介面，突破被動

元件的限制(包含電力來源、不可撓等)。推進遠端、分散、穿戴能源科技，開啟智慧衣的大門。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此防水奈米發電布打破傳統思維，低成本、靈活、耐用、環境適應性強、可廣泛實施、大範圍、有效收集低頻、紊亂的自

然(風、雨)能源與人體動能，達成無時無刻、隨時隨地都能發電的目標，可提供下世代物聯網裝置、行動裝置、穿戴式電子

重要的能源來源。除此之外，可做為不須電池的主動式衣物人機介面，作為智慧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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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盈至 / 04-22840500 #300 / lai42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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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與新穎材料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 陳政雄教授, 王浩唐主任工程師

技術簡介

採非接觸式電能傳輸驅動刀把，不需顧慮耗材和限縮主軸高轉速優勢，達到產品穩定又高效率的效果，並擁有隨插即用的

安裝便利性。加工技術主要藉由振動輔助，減少切削阻力達40%，大幅提升刀具壽命。此加工模組亦有自動刀具動態特性

自動追蹤控制功能，使客戶在導入本產品時可最短學習時間即上線生產。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突破以往在使用接觸式電能傳輸技術所遇到的轉速限制，利用非接觸式電能傳輸技術，實現高轉速及高穩定度的超音波加

工效果；智能化監控功能可自動掃描及鎖定共振頻率，不用特規刀具可解決加工難題，即時監控成效。

透過振動輔助加工，減少切削阻力，突破以往加工難切削材料的瓶頸，讓其均擁有高精度的卓越品質。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超音波加工模組解決現今先進材料加工產生的難題，發展出智慧多軸超音波複合加工技術，不須整機構入，隨插即用的設

計可輕鬆應用於半導體、光電、航太等各種產業中，擁有更高的品質和效率，成本更經濟、導入期更低。智慧掃頻的功能

也解決客戶在各式加工環境下遇到的困難，大量刀具可適用，是為更彈性的即時監控解法。

超音波刀把模組

邱彥行 / 04-22850838 #130 / sam363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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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與新穎材料

研發單位 國立高雄大學 / 鍾宜璋教授、高雄大學健康及仿生科技研究中心研發團隊

技術簡介

仿生無殘膠乾式黏膠具有無殘膠、異方性黏著、易剝離、可重複性黏貼、附著力與應用情境可調控設計(如有水、高溫的環

境)的特色。此一技術可以應用於晶片加工，光電材料的搬運，3C產品組裝，日常使用，以及表面保護膜的生產上，包括

光學玻璃、LCD面板、太陽能電池、半導體元件、矽晶片、金屬等應用。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透過文字探勘技術，我們將本團隊發展出可量產技術的黏著力與特徵尺寸這兩個指標，與文獻中的數據進行比較，目前本

團隊透過模仿章魚的奈米吸盤和壁虎腳的圖案設計，在黏著力可達到 5 kg/cm2以上。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此一技術可以應用於晶片加工，光電材料的搬運，3C產品組裝，日常使用，以及表面保護膜的生產上，包括光學玻

璃、LCD面板、太陽能電池、半導體元件、矽晶片、金屬等應用。

仿生無殘膠乾式膠帶

李筱翎 / 07-5913286 / siaoling.bio@gmail.com

無殘膠膠帶，用於固定重物(例如推
車)。

耐高溫無殘膠膠帶，剝離後不殘膠(用於熱製程中的固
定、保護和搬運)

無殘膠膠帶用於攀爬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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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與新穎材料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台灣大學 / 陳柏宇副教授、陳俊杉教授、張書瑋助理教授、張守一教授

技術簡介

本技術建構可設計生成一體化之輕量仿生結構技術平台。透過研究結構生物材料，結合多尺度結構分析與模擬，建立仿生

基因組資料庫與創新整合架構平台，提供直覺化的使用體驗。根據使用者輸入材料特性需求，系統可自動設計並生成符合

需求之輕量化結構，並且提供多種材料選擇，在工程應用上具極大發展潛力。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研究整合「生物材料研究」、「仿生材料合成設計」、「多尺度模擬」、「材料基因數位平台」、「數據科學與人工智

慧開發」專長研究領域，此整合模式與研究主題為國際首創，具有極大的進步性及擴充彈性，對仿生輕量化結構材料設計

帶來重大突破發展，同時也對跨領域工程科學研究帶來具啟發性的合作架構。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智慧仿生設計系統可開發兼具輕量化、高強度與高韌性等客製化機械性質之結構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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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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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玉敏 / 03-5715131 #33896 / yumin@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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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與新穎材料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張禎元特聘教授團隊

技術簡介

擬人動作與智慧抓取為智慧製造中機器人的關鍵技術，本技術透過專利穿戴式傳感器融合，人體三維即時姿態與動作得以

紀錄與分析，進而經由7軸仿人機器手臂與靈巧手，進行擬人運動及抓握之智慧控制。透過一爪多用的自適應夾爪與內嵌

式視覺辨識模組的智能融合，對於產線上不同形狀之物體，機器人可智慧判斷並進行最適當的抓取。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 穿戴式傳感器融合技術能即時量測並記錄人類3D動作

2. 類人形機械結構設計符合人類上肢生物力學，使機器手臂與靈巧機器人手可模仿人類動作，進行擬人抓握

3. 自適應夾爪設計，可隨不同物件做出不同抓取動作，可一爪多用

4. 內嵌視覺辨識模組，可減少遮蔽並判斷物件形狀及位置，使智慧夾爪能迅速且確實自動夾取隨機物件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1. 專利穿戴感測技術可記錄人體動作，透過AI與分析可應用於製造、運動、醫療、文創等領域

2. 遠端遙控擬人機械手臂能應用在危險環境提升安全並彌補人力不足

3. 具內嵌視覺辨識模組之自適應夾爪能智能辨識物件，自動調整最適的夾取方式，並可直接快速導引機械手臂運作、提升

夾取成功率，並提供智慧製造所需泛用性的功能。

仿人機器人手臂及智慧抓取關鍵技術

張賢廷 / 03-5715131 #33720 / htchang@gapp.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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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與新穎材料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蔡哲瑋助理教授、葉均蔚特聘教授

技術簡介

對於有燃燒爆炸危險的場域，無不需要安全的無火花工具，主要材料為硬度最高的鈹銅合金。但由於鈹為有毒元素且非常

昂貴，使鈹銅合金的製造及成本高昂，且在使用上受規範之安全要求。有鑑於此，乃開發無鈹的中熵銅合金。我國無此項

工業，但確有傲視世界的鋼質手工具工業，由於近年手工具業沒落，正是轉型開發無火花工具的好時機。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銅合金種類很多，但唯獨鈹銅合金為強度最高者，硬度高達HV430。長期以來，此合金被用為無火花手工具。雖然鈹為

有毒元素且非常昂貴，迄今為止，尚無適當的成分可取代鈹銅工具。針對此一瓶頸，我們採用高熵合金新的配方觀念加以

突破，開發了無鈹中熵銅合金將硬度提至規定的範圍HV300-360，且無火花發生。由於此一突破，我們申請了新配方專

利。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對於有燃燒爆炸危險的場域如礦坑、油槽、煉油廠、船舶動力室及油槽、瓦斯廠、粉末廠、炸藥廠，無不需要安全的無火

花工具。相對於傳統各式的鋼工具，皆對應有無火花工具，如榔頭、活動板手、固定扳手、起子、鉗子及鏟等等。所以其

製造將分工及整合不同專長的金屬加工廠。

無鈹多元銅合金

張耀仁 / 03-5715131 #35372 / Joechang09@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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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與新穎材料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童國倫教授、陳亮勳博士生、黃冠勳博士、陳奕叡博士、陳建樺助理教授, 柯家傑博士

技術簡介

啟發於昆蟲皮殼層表面結構，於薄膜表面成長特殊奈米結構，此結構為「全疏型多孔膜」之關鍵。全疏性質使其具備處理

低表面能廢水之能力，此技術搭配薄膜接觸器有機會成為未來零排放（水資源、有價金屬回收）、碳捕捉甚至藥物高純度

結晶等應用上之發展趨勢。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使用化學水浴沉積法將ZnO奈米球沉積於薄膜表面，以簡單的方法製備出全疏型薄膜。透過直接薄膜蒸餾（DCMD）實

驗，證實可利用ZnO奈米球所形成的凹角（re-entrant）結構創造出不易潤濕的介穩態Cassie-Baxter狀態，使其具備

抵擋低表面張力進料之能力。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團隊研發出一種本質全疏型的膜材，以達到全面性的廣泛應用。此技術的成功開發，對水資源、碳捕捉、貴金屬回收及

藥物高純度結晶等都會開啟另一全新面貌，更可以讓台灣掌握關鍵材料與製程技術，奠立關鍵技術生根台灣的契機。

仿生全疏型多孔膜之製備及其
於薄膜接觸器之應用技術開發

柯家傑 / 02-33663012 #63012 / jackko02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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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防災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地震災害鏈風險評估及管理研究中心
馬國鳳主任、詹忠翰研究員、王郁如研究員、謝銘哲副研究員、顏銀銅正研究員、廖怡雯專任助理

技術簡介

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PSHA)，利用天氣預報陳述降雨機率的概念，估算孕震源在未來可能發生地震的機率，總和所有孕

震源可能造成的危害。

傳染型餘震序列模型(ETAS)，可進行餘震模式的推估，希望能在大地震發生過後，即時的提供餘震預報資訊，減少餘震所

造成的災害。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PSHA-2019加入時變的概念，考慮已發生之地震的影響，納入地表放大效應以及多個孕震構造共同造成之影響，再以平

滑震源模型避免區域震源劃定的邊界問題。

ETAS旨在評估大地震過後餘震可能發生的時間與位置，以提早進行準備。台灣目前尚未有使用ETAS模型進行即時餘震預

報的研究。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PSHA可用於評估機台、商業建築在地震險納保期間預期面對的最大地振動機率，並據此計算保額或損失的幅度，對於高

精度需求之廠房設計，也是一個可信賴的參考依據。

餘震即時預報系統可在地震發生後，即時提供餘震資訊與其所可能帶來的災害，對於地震過後已具損傷建物的危害評估，

或是機械廠房是否停止運作的決策等，皆可提供可靠的參考價值。

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傳染型餘震序列模型

吳少凱 / 03-4227151 #34747 / shaokai@e-drea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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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防災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 林沛暘研究員、江宏偉助理研究員

技術簡介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開發出一套現地型地震速報系統，可以偵測地震前的微小震動，運用1~3s的訊號分析，計算預估強

度，提出預警。也整合氣象局所提供的區域型地震速報，提供複合式地震速報資訊。在距震央30~100km區域，可以分別

提供5~15秒的預警時間。配合自動化減災控制，可以大幅減低地震所造成的傷害。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可偵測地震前微小P波計算出預估後續最大震度。正負一級準確度可達九成五。

距震央30~100km區域，可以分別提供5~15秒的預警時間。

透過多重備援地震儀配置，可以有效避免車輛、機械與人為振動所以製的誤報。

透過自動化的後端警報連動控制，可以運用短暫的預警時間，發揮最大的減災效益。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保全業：提供智慧防災警示、防災連動，增加防災項目，提高價值。

智慧系統：以既有IOT設備，提供地震防災服務。如震前警報、開門、開燈、關瓦斯等。

保險業：提供客戶防災系統、減低災損、降低保費。

電信業：透過既有電信服務管道，提供客戶速報資訊，與後端加值應用。

隨選視訊：透過既有管道，提供速報資訊與加值應用。

複合式地震速報服務

林沛暘 / 02-66300895 / pylin@narlabs.org.tw



92

智慧防災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

王兆璋主任、郭本垣研究員、林慶仁研究副技師、陳柏棋副工程師、張家溥副工程師、張旭光助理工程師、陳信

宏教授、李芳承助理工程師、宋雨霖佐理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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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頻海底地震儀之特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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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儀器設計輕巧，有效地降低系統功耗，以利地震儀長期布放與監測。

3. 具高度水密性，可耐水深 6,000 公尺。

4. 寬頻係指可量測頻率最低達 120 秒 (1/120 Hz )之低頻震動訊號。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與國際上先進寬頻海底地震儀所能量測的頻寬同等級(120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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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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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頻海底地震儀

張宛婷 / 07-2618688 #347 / wanda@narlab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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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防災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 災防資訊組

技術簡介

三維淹水兵棋圖台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情資網新開發之功能模組。主要於平時提供防災應變人員模擬災害來時之

災前整備演練工具，系統可自動分析範圍內的影響人口、保全對象人口、避難處所及收容人數，可訓練與強化演練編組人

員的應變能力，了解救災資源、並檢視現有災害應變程序。未來將成為災害演練指標性圖台。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採用細緻化淹水網格資料，結合三維展示技術，強化三維淹水兵棋圖台展示上之效果；運用多點分析技術，同時模擬多個

推演條件進行災害推估模擬；導入視覺化三維技術，將圖資與模擬數據以三維呈現提高視覺精準度。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三維展示技術未來可實際應用於災害防救作業提供指揮官災情判訂的精準度；細緻化淹水展示模擬預警技術可降低人員傷

亡及財物損失；多點推演技術可在各種不同淹水模擬情境的分析結果中，得到較合理的推估值。

視覺化3維淹水兵棋台

蘇文瑞 / 02-81958672 / wrsu@ncdr.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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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防災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 坡地與洪旱組

技術簡介

山區危險水域閃洪預警系統整合天氣預報模式、水文模式及水理模式，為災防中心所發展之最新3D山區洪水溢淹模式系

統。

█  運用空拍技術建置高解析度山區河道與河岸灘地地形

█  採用次世代先進數值分析方法，可同時進行河川水位及河岸淹水模擬

█  超高速平行運算技術，可大幅減少3D水理模式電腦運算時間，提高預警時效性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現行的河川洪水平原淹水模擬多以串接一、二維模式來達到預期目標，一維河川演算模式先模擬河道水位，若有溢堤，再

以簡化之堰流公式計算溢流量，啟動二維漫地流模式，進行淹水模擬。此法雖簡易，但無法描述洪水之流體流動現象。災

防中心所發展之三維水動力模式，可同時模擬河川水位及河岸灘地溢淹，可精確反映洪水流動狀態。結合高速運行之平行

計算，大幅提高預警時效。山區危險水域閃洪預警為整合天氣預報模式、水文預報模式及三維超高速水理模式所建置之系

統。災防中心在數值預報方面的技術領先全國與國際並駕齊驅。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山洪暴發淹水模擬技術可廣泛應用於各種深山溪流及危險水域，除協助政府災害應變作業外，並可與產業鏈結，將預警技

術轉移至民間防災產業，例如提供山區觀光產業(例如溫泉、泛舟)旅遊行程安排與建議等。

山區危險水域閃洪預警

陳偉柏 / 02-81958612 / wbchen@ncdr.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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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防災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 體系與社經組、災防資訊組

技術簡介

智慧化疏散撤離與收容決策支援以情境式的方式推演實際疏散避難收容的各項條件，透過數據分析演算法推薦不同使用者

疏散收容的規劃路徑，並結合最熱門的行動化LINE平台，以對話方式提供民眾動態的疏散撤離建議與資訊。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運用自動路徑規劃與資源配置之演算法，整合防災即時情資，並使用Line介面，進行智慧化疏散收容決策支援及建議(目前

政府仍以人工作業之方式開設收容所)。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災時提供個人最佳化疏散撤離路徑及收容所選擇。也可以協助地方政府了解已開設收容所是否足夠、收容所離災害發生地

點遠近、去收容所的路安不安全、是否有必要開設別的收容所。

智慧化疏散撤離與收容決策支援

劉致灝 / 02-81958666  / liuchihhao@ncdr.nat.gov.tw





掃描QRCODE
下載線上技術手冊

智慧農業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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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彗農業生技

Contact

研發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 郭鴻裕研究員、陳淑佩副研究員、林毓雯副研究員、周呈霙副教授、王
驥魁教授、劉滄棽研究員、羅維伸研究助理、劉柏廷研究助理、謝鈺芳研究生、李崇誠博士後研究員

技術簡介

整合深度學習、三維資訊分析、高光譜分析、電腦視覺分析等技術並結合多源影像 (光學衛星、空載光達、無人機高光譜) 
的影像處理，開發不同尺度的果實品質監測技術，包括: 果樹栽植區域監測、果樹棵數定位監測、果樹產量監測、果實採收

時間預測、果實成熟度檢測、果實品質檢測，達到鞏固外銷市場及提升產業價值目標。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農作物辨識系統除了做分類之外，可以進一步分割農作物區域並計算面積，對多種果樹的平均精度的均值可達0.85。空載

光達資料不僅能推估果樹之位置與樹高，且能穿透紗網量測果樹資訊。以衛星影像監測產期調節，能逐月發布產量預測。

自動化選果技術可減少外銷果品選果及篩選人力，而果品影像結合高光譜技術則可進行成熟度量化檢測。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自動化果樹判釋短時間判釋大範圍果樹的分布，可用於農糧署作物栽植面積統計。空載光達資料能獲得紗網下果樹的資

訊，減少現調人力，果樹高度可用於病害防治或監測農場管理狀況。

監測產期調節推估收成面積，可預期市場價格，維持價量平衡。

目前與農會合作完成自動化選果流程，另外，鳳梨成熟度自動判釋則有和兩家業者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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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心如 / 04-23317429 / hj@ta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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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彗農業生技

Contact

研發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鄭榮瑞場長、賴維祥教授、黃悅民教授、陳靜茹專案助理教授、賴維祥教授、陳盈丞助理研究員、黃慈閔研究助

理

技術簡介

本技術運用『智慧無人植保機』解決目前人力老化及施藥困難之防治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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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演算法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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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施作區域

鎖定作業困難之山坡地形，大幅提高防治效率與減少農藥用量，以達成智慧化農業管理系統。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技術整合農業、工程等學研單位，開發坡地專屬智慧農業防治系統；從荔枝椿象之生態調查開始，研發數支荔枝椿象專

用之防治藥劑，並整合即時影像辨識、環境感測等物聯網功能，開發全球首創坡地專用智慧無人載具，導入熱影像與智慧

化路徑規劃，提升無人載具防治效率，未來將結合空拍影像成果與三維路徑規劃應用於坡地場域。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技術評估台灣目前農業困境仍以缺工為主要項目，防治用藥之專業評估亦是極大缺口，故本計畫篩選具防治效果之藥

劑，提供農民用藥達到精準用藥的效果。且全球農用機少有坡地專用機型，計畫開發專用機種，搭配螺旋槳氣流的噴灑，

大幅增加噴灑的均勻程度以及用藥的效率，也能進一步減少過度、重疊施藥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智慧農業防治系統應用於坡地果樹之核心技術

陳盈丞 / 06-5912901 #302 / cychen@mail.tndai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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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彗農業生技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 陳俊榮研究員、陳乃齊博士後研究、黃彥杰研究助理

技術簡介

利用大腸桿菌表現系統、外鞘蛋白體外組裝、X光蛋白質結晶學及冷凍電子顯微鏡，已成功解析T=3蝦白尾症病毒外鞘結

構，將可提供完整的病毒外鞘構造模型以及瞭解病毒組裝和感染之機制。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透過當前最先進低溫電子顯微技術，搭配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的TPS，TLS蛋白質結晶學光束線實驗設施，和日本

SPring-8，成功解決了具有原子分辨率的T=3蝦野田病毒外鞘結構，並對其功能進行研究與分析， 將可提供完整的病毒

外鞘構造模型以及瞭解病毒組裝和感染之機制。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蝦白尾症病毒外鞘蛋白結構可提供關鍵抗病毒疫苗研發資訊，以提升蝦養殖業者產能及產品品質，有利於市場競爭優勢。

此外，針對不同長度之截斷外鞘蛋白與特定功能區塊，可透過其外鞘蛋白組裝之能力，開發抗原攜帶平台，將可應用於提

高免疫反應之保護力。

解析蝦白尾症病毒結構 
養殖業再現曙光 - 阻隔病毒之光柵

黃彥杰 / 03-5780281 #7148 / yen@nsr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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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彗農業生技

Contact

研發單位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
農業改良場 / 賴進此資深研究員、黃喬盈研究員、徐葭蓁副研究員、張郁彬副研究員、林仲翼副研究員、林
得勝主任、陳以錚副研究員、曾敏南課長、陳泰元助理研究員

技術簡介

篩選具有抑制病原菌潛力之黑酵母菌株，開發應用於採收後水果之天然保鮮素材。首先評估發酵液對於果實保鮮之效果，

於外銷集貨場進行場域驗證，模擬外銷處理流程，調查儲運期間罹病度及外觀色澤，結果顯示黑酵母發酵液處理能有效降

低果實罹病度，提高果實品質均一度和延長儲運時間，有助於提升我國農產品品質、促進農產品外銷收益。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開發複合黑酵母發酵液做為保鮮劑，進行香蕉及芒果炭疽病原菌之抑菌試驗，結合現有標準簡易蒸熟為基礎，以柵欄技術

概念導入微生物資材，降低炭疽病罹病度，減少傳統化學保鮮劑並提高採收後水果的保鮮期。以芒果外銷至日本儲運條件

為模擬標的，處理後於常溫放置一天並經過8℃、5天冷鏈運輸期和4℃、2天販售期，罹病度下降52%。沿用外銷香蕉在

集貨場之處理流程，於洗選過程中加入微生物資材，果表和果軸病害防治率達90%和39%。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黑酵母發酵液具有良好的生物防治效果，使用上較傳統的病害防治劑更為安全。由於黑酵母保鮮資材具有天然與環保的特

性，容易搭配現今農產流程施用，將果實浸泡於資材中，風乾後即可裝箱運輸，應用於實際產業極為簡便。可有效降低農

產品罹病度，藉此提升香蕉與芒果在外銷運輸的保鮮能力，提高農產品的外銷競爭力。

啟動農產品保鮮的大未來

徐葭蓁 / 03-5223191 #516 / cch07@fird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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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彗農業生技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 張力天特聘教授、楊文欽研究員

技術簡介

本研究團隊開發出可食性藥用植物的咸豐草植生素，可成為抑制雞隻腸道球蟲症與病原菌併發症的飼料添加物產品，能夠

增加育成率，且能改善雞隻生長效能、腸道病變與菌相。另外再搭配上抗病原菌與產出有機酸的益生菌，能成為新穎的天

然生長促進劑，並能取代抗生素生長促進劑。這些產品完全符合國內、外減抗/無抗之生產策略。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 不具抗藥性的天然抗病原植生素 

2. 可取代抗生素生長促進劑(AGP)的天然生長促進物(NGP)

上述功能佔飼料添加物30%市場。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應用潛力：安全新型植生素與功能性益生菌產品對抗病原性原蟲與食因性細菌引致的經濟動物疾病。

應用對象：禽畜經濟動物

應用業別：飼料添加物業、飼料業

新型植生劑作為經濟動物保護劑/
咸豐草改善腸道菌相與動物健康

張力天 / 04-22840836 #609 / ltchang@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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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彗農業生技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 黃介辰特聘教授、 黃皓瑄副教授、蔣恩沛特聘教授

技術簡介

內生菌869T2除已驗證能幫助香蕉抵抗香蕉黃葉病，另能促進香蕉、南瓜、甘藍、白菜、辣椒等經濟作物生長及高鹽逆境

耐受力。該菌亦具戴奧辛分解能力使戴奧辛不累積於植物體中，以確保食安問題。

已解析該菌所外泌之吡咯並喹啉醌為其植物生長調節物質之一，將以細胞工廠生產，進而組成強而有效率之全方位植物內
生菌抗逆境生長調節劑。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全方位植物內生菌抗逆境生長調節劑」因能在植物體中直接控植物基因表現，這種新型表觀調控技術具有能取代基改作

物之潛能，核心技術除了菌種本身的特殊性外，本團隊擁有如何將該菌種感染於植物之技術與在植物體中評估其活性等技

術，能應用於提升經濟作物在面對氣候變遷中同時抵抗生物性及非生物性逆境，確保糧食安全，提升農業技術力，厚植農

業國際競爭力。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全方位植物內生菌抗逆境生長調節劑」技術已證明可用於多種植物宿主，皆可帶出多重目標性狀，因此命名為「全方

位」的「生長調節劑」。其對植物之調控型態以提升植物內數種基因表現並藉由生長調節劑的調控，而改變了基因表現及

其表現型的變化。可以視為一種新型態的「育種」方式，可以快速而有效的達成多重性狀的育種。

氣候變遷下之非基改綠色革命：
全方位植物內生菌抗逆境生長調節劑

黃介辰 / 04-22840416 #405 / cchuang@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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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彗農業生技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 盛中德教授、宋妤教授、蔡清池教授、戴振洋副研究員、陳韋誠助理教授

技術簡介

結合多個研究重點，整合發展溫室栽植之牛番茄於熱逆環境的生產以及病蟲害之防治的『智慧型整合生產系統』，包括:篩

選耐高溫品種、開發冰水循環根溫控制系統、利用IOT建立作物生育相關大數據、以AI技術進行白粉病、早疫病與銀葉粉

蝨的R-CNN辨識，規劃白粉病與銀葉粉蝨的模糊專家系統預警、及開發可定點變異式施藥之田間機器人。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開發抗熱逆境品種，提供更精準之智能管理並對抗熱逆境，根溫控制系統調節作物的蒸散作用速率，降低作物熱緊迫的危

害。以IOT技術連接整個試驗與控制系統，收集環境與作物生育資料，深度學習技術開發病蟲害預警系統，同時開發出AI
控制系統以對抗熱緊迫環境。開發田間機器人，可進行花的定點變異式施藥，大幅減少藥劑量。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針對國內牛番茄利用設施生產建立智能技術服務平台，農企業可由平台智能分析研判牛番茄生理缺乏，特別是在熱逆境環

境下。分析可能的病蟲為害，建立預警系統，必要時建議安全推薦用藥。農作物栽培管理智慧化，智能平台可做管理決

策，計畫成功有助國內發展有助於夏季生產牛番茄技術設備的產業，及相關技術與設施出口的巿場。

牛番茄高溫環境生產管理及病蟲害預警與防治

黃明仕 / 04-22862846 / mins@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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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謝振傑教授、王彥翔博士生、廖顯奎教授、魏妏純博士生、江明憲博士後

技術簡介

本技術利用光學激發植株的螢光，以特徵光判別主要成份感染病毒的差異性，與傳統生化技術最後以光學儀器檢測『粹取

的植株有害成份』的螢光感測在原理上是類似。但本技術主要差別是省略繁雜、耗材的生化程序(擣碎、粹取、離心取上清

液)。利用大數據的建立，透過人工智慧演算法辨別出植體是否染病，乃至何種病毒。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以特徵光學信號搭配大數據資料庫、人工智慧演算方式，達到簡便、快速、經濟、免生化耗材的檢測方式。突破僅能針對

植株疾病，可以整合其他感測器達到植株生長的萬物物聯網（IoT）。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手持式帶著走，簡易操作使用，如蘭場內農民大規模逐一檢測，或一般民眾居家檢測。

雲端可建構不同疾病的大數據資料庫、人工智慧演算法則，具可豐富性。

物聯網（IoT）介面，具延伸性，管理的可不只是只有植物疾病，更是整體生長環境。

客製化、經濟型、非高價連進口都麻煩的高光譜/造影儀

無耗材、遠距、光學快檢植物疾病-蘭醫生

林卉凱 / 02-77346742 / kelly0623199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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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 歐陽盟教授、顏永哲博士生

技術簡介

核心技術包含輕量化蜂群無人載具、異質感測器整合、避障、群飛自動飛行控制、公分等級RTK精密定位系統與果樹之

3D立體建模技術。蜂群無人載具可搭載高解析度可見光相機與快照式多光譜感測器進行3D掃描與光譜資訊蒐集，透過

3D影像、多光譜影像與異質感測影像融合技術進行果樹生長歷程監控，更可對果樹部位辨識、營養分析、產量預估與果品

品質監測。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計畫開發群飛無人機建模系統，能自動飛行與避障來收集多場域果樹林之3D立體資訊，結合多光譜影像與異質感測影像

融合技術，進而建立其生長歷程。透過自製RTK精密定位系統精準定位與避障和群飛自動飛行控制，能於果樹間精準穿梭

和定位，不僅提高3D建模精密度，更能快速自動化監控，配合多光譜影像與異質感測影像融合技術，以即時且週期性提供

果樹成長歷程之3D和光譜資料。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果樹為高度可超過三公尺之立體作物，在農業上是屬數十年的高經濟價值作物，目前的栽培技術研究大多需以人工方式進

行，較無完整的果樹生長研究量化系統。本計畫希望能夠建立網宇實體感測(CPS)3D立體建模應用於果樹生長監控，進行

長時間3D建模與光譜偵測，提供果樹生長歷程監控服務。目前已可以利用此技術建立3D果樹生長歷程，並用光譜分辨果

實甜度、水分含量進行篩選分級，已具產業的效益之雛形。

網宇實體感測(CPS)3D立體建模應用於果樹生長監控

顏永哲 / 03-5712121 #54415 / yanjohn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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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 陳文亮副教授  

技術簡介

農業上，土壤營養會影響植物功效性成分的生成。本研究透過土壤微生物菌相預測系統”結合“功效性成分預測系統”，

利用農業智聯網平台-AgriTalk，與“農地施肥系統”串聯起來，輔助農業生產管理者即時掌握當下生產功效性成分的濃

度，提供更完善施肥輔助，確保作物營養充足，促進作物有效成分生成。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中草藥功效性成分”預測系統，透過預測即時掌握功效性成分的含量資訊，讓農戶省去傳統送檢需耗費長時間與其不

即時性的問題，有利於提高其進行作物生長管理的效率，從而達到把關中草藥的品質。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在全球預計2020年擁有800億美金的中草藥市場需求中，本預測系統將可輔助中草藥生產的農企，在生產過程中即時掌

握其中草藥功效性成分的生成狀況，確保產出品質高且穩定的中草藥，有效提高其中草藥效能與價值。

無毒智慧科技農業系統
(利用人工智慧即時掌握中草藥功效性成分含量)

黃鳳凌 / 03-5712121 #59715 / ngfungling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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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 陳宗嶽特聘教授、陳逸民副教授、張嘉修講座教授、陳俊延副研究員、張毓涵博士後研究員

技術簡介

本技術主要透過天然原料-藻類，做為新型水產機能性飼料添加物。包含1.可替代飼料內魚粉營養源的藻類；2.具攝食誘引

效用的藻株，可取代飼料魚油等誘食配方；3.具高量不飽和脂肪酸之藻株，可改變魚腦部血清素及血液皮質醇，降低魚群

的殘食率。本技術可大幅降低飼料製造成本，同時增加養殖魚群的總收穫率。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技術重點：1.富含二十碳五烯酸之高蛋白藻株FSP-E，較其他植物性蛋白更助於魚體提高增重率，可替代飼料內動物性

蛋白達20%；2.富含高呈味胺基酸藻株MS-C1及SU-9，可取代飼料內魚油等動物性誘引劑；3.富含二十二碳六烯酸之不

飽和脂肪酸藻株BL10，可改變魚腦血清素與血液皮質醇濃度，降低魚群殘食率達10%。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飼料佔水產養殖成本40%以上，本技術以藻類之蛋白及誘引物取代動物性原料，可大幅降低飼料成本，同時，本技術以藻

類之不飽和脂肪酸，大幅降低魚苗殘食率，可提高養殖戶23%之實質收益。本技術已進入試量產階段，經調整量產參數、

飼料混和最佳比例、田間及動物安全測試等前期商化作業後，即可銜接產線，生產多項天然功能性飼料。

降低魚隻殘食率之方法及組合物

徐浩軒 / 06-2757575 #58214 / samuel0801@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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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 林達德教授、邱麟雅研究生、呂晨亦研究助理

技術簡介

本技術建立自動化微型害蟲影像辨識與分析系統，達成黏蟲紙掃描影像自動辨識之目的，並達成粉蝨93%、薊馬90%之辨

識準確率。此技術的建立突破了傳統依賴專家人工辨識害蟲的瓶頸，大幅降低人力成本並提升蟲害資訊的分析速度，將可

以具體改善農作物蟲害偵測的技術，提供速捷資訊以改善農作物生產作業，降低蟲害損失。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研究相對於以往主要使用影像處理的方法來自動辨識害蟲，能夠達成更高的準確率並且更泛用於各種情況。本技術使用

之tiny Yolov3演算法在影像偵測能夠達到每張黏蟲紙影像平均14.21秒的效率，相對於Faster-RCNN等需要10分鐘的計

算時間，能夠達成更高的速度與辨識率。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預防病蟲害發生之作業模式，最常見作法是將黏蟲紙置於溫室內，固定時間收回實驗室後，進行包含調查、檢測等作業，

而目前皆以人工辨識或計數，此方法不僅費時費力，亦容易因視覺疲勞而有遺漏或失誤。若能使用本技術建置之自動化的

蟲害監測系統，便可以增加檢疫的效率，將可減少出口檢疫風險，提升農產品之國際競爭力。

微型害蟲智慧影像辨識與分析系統

邱麟雅 / 02-33665377 / d05631001@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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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 / 張大強研究員

技術簡介

本計畫為第二代遙測衛星CMOS影像感測器(CIS)開發整合計畫，主要演進為其對地解析能力(GSD)規格從2米提升為小於1
米。設計上導入CMOS 時間延遲積分(TDI)技術，在晶片實現上採用背照式(BSI) CIS 0.11um製程搭配光罩拼接技術進行大

尺寸12 公分之CMOS影像感測器的製作。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台灣半導體中心透過自主研發完成了一顆大尺寸CMOS影像感測晶片，採用了背照式CIS製程以獲得較高的照光敏感度，

並導入了時間延遲積分技術，有效的提升了訊噪比。為了實現大尺寸12公分的感測晶片，在此使用了晶片拼貼技術，可直

接在同一片晶圓上完成晶片的連接。在訊號傳輸的介面上，則實現了一個數百Mbps的低電壓差動訊號傳輸電路。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感測器技術除了可應用在遙測衛星蒐集地理影像資訊之外，其技術可應用在搭載遙測載具的影像感測器，如無人機、太

空望遠鏡，對於災害防治、生態調查、環境維護、太空觀測等用途上，皆可提供高解析度的影像資料。

應用於遙測衛星之黑白CMOS
時間延遲積分影像感測器設計

謝昭平 / 03-5773693 #7224 / phil.hsieh@narlab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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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 林唐煌教授、黃智遠副教授、何炫騏研究人員

技術簡介

本技術克服傳統影像融合方法 (STARFM )在大氣參數反演之限制，使用高空間 (Landsat-8與SPOT-6 )與高時間

(Himawari-8)解析影像，產製高時空解析之衛星影像(每10分鐘6~30米亞洲地區)，並應用至空氣品質監測，彌補現行傳

統與衛星觀測之不足，掌握空氣污染時空之變化。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克服傳統衛星影像時空融合僅為地表反射率之限制，將大氣與地表之訊息納入融合影像(大氣層頂反射率)；

2.應用於繞極軌道與地球同步軌道衛星影像產出動態高時空解析之融合影像(每10分鐘6~30米地面解析之影像)；

3.建構高時空解析融合影像在大氣氣膠光學厚度之反演模式(誤差為8%內)，克服目前空氣品質監測之困難與限制。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技術具兩項產業應用優勢，除提供大尺度精確且穩定的空氣污染與天氣變化近即時監測等多元化產業相關領域之應用，

達到高精度低成本的效益。其次則可應用於環境保護或衛星資料處理相關公司或研究機關之開發，國內外影像融合處理業

者包括：國家太空中心、SpaceX公司、中興測量有限公司、達雲科技有限公司、法國SPOT影像公司等。

應用氣膠光學厚度之大氣層頂
反射率時間空間影像融合方法

林唐煌 / 03-4227151 #57633; 0928282540 / thlin@csrsr.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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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 趙吉光副教授兼所長

技術簡介

小型電離層探測儀(CIP)首創以單一探測器，達成量測多種電漿特性的儀器。以分時方式，量測完整的電離層電漿特性(如離

子密度、離子速度、離子溫度、電子溫度)。以最高取樣率(1,024 Hz)量測電漿不規則體細微結構。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小型電離層探測儀為全球最輕巧的實地探測電離層電漿不規則體的科學酬載，質量僅 400 公克，體積為 0.7 U，可量測完

整電離層電漿特性，偵測造成太空通訊與導航失效的電漿密度不規則體，進而維護全球通訊品質與導航安全。可放置在 

INSPIRESat 立方衛星群（如 INSPIRESat-1, INSPIRESat-2/IDEASSat, INSPIRESat-4/ARCADE, INSPIRESat-6/

SCION-X 等），並已在福衛五號上完成驗證。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全球衛星網路(SpaceX, OneWeb, Telesat, Amazon)的電波傳播的路徑必定會通過電離層，自駕車(Tesla, Google)與自駕

客機(Boeing, Airbus)導致公分級的導航資訊與安全需求。CIP 星系的佈建將是監測電離層電漿不規則體不可或缺的利

器，以維護全球太空通訊與導航安全。

小型電離層探測儀

趙吉光 / 03-422-7151 #65754 / ckchao@jupiter.ss.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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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 張博宇助理教授

技術簡介

本離子推進器使用金屬做為推進劑，我們使用電子束物理氣相沉積的概念，透過磁控電子轟擊鋅的方式，將其加熱、蒸

發、游離，最後使用電場加速鋅離子來提供推力。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此計畫中最重要的創新在於使用金屬做為離子推進器中的推進劑，相較一般使用氙氣的電力推進器，此方式解決了全球短

缺氙氣的問題。在此金屬離子推進器中，我們利用磁控電子轟擊鋅，將其加熱、蒸發、游離，最後使用電場加速鋅離子來

提供推力。

太空時代即將來臨，不管是繞著地球的人造衛星或是探索深遠太空的太空船，都必須使用推進器來維持軌道高度、變換軌

道高度、控制衛星姿態或探索太空的推進器。因此，本磁控電子束加熱金屬離子推進器可在太空產業中有非常廣泛的應

用。

磁控電子束加熱金屬離子推進器之開發與建置

黃楓台 / 03-5784208 #7340 / fthwang@nspo.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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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科技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 吳宗信特聘教授

技術簡介

具可控推力與直驅推力向量控制技術之模組化雙氧水混合式火箭引擎系統。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混合式火箭引擎使用高濃度液態雙氧水為氧化劑與固態塑膠為燃料。燃燒後的產物為無毒氣體，對環境較無汙染。控制

90%雙氧水之注入流量即可控制引擎推力，系統簡單且成本低，引擎真空比衝值超過300秒。模組化引擎設計，使用4組

引擎與4組直驅馬達組合進行推力向量控制，以達到火箭偏航、俯仰、滾轉的火箭姿態控制目的。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衛星載具系統及星際太空推進系統。

具飛行軌跡控制功能之雙節混合式
火箭系統與微型量子通訊模組研發

黃楓台 / 03-5784208 #7340 / fthwang@nspo.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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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科技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 趙怡欽講座教授

技術簡介

本研究欲藉由奈米鋁粉閃光點燃的特性，混合硝化纖維與高氯酸銨(Ammonium perchlorate, AP)製作出一個高能的閃光

點燃點火藥，本研究涵蓋從製程調配到點燃機制探討再到實際工程應用，其中以不同設備進行點火藥的特性分析再搭配不

同的實驗的觀察，找出閃光點燃機制的反應過程。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奈米尺度下的鋁粉堆疊經過閃光燈照射後具有電偶極的加熱效果，可使鋁粉局部溫度提高至攝氏800度以上，利用此機制

搭配適合的氧化劑和燃料，實現遠端閃光點火器的應用，未來可做為固體藥柱發動機的點火方式選擇之一。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可取代傳統電路式點火器，作為未來火箭發動機之點火方式。

奈米顆粒光照點燃過程與機制及
其應用於航太推進點火之研究

黃楓台 / 03-5784208 #7340 / fthwang@nspo.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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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科技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 趙怡欽講座教授

技術簡介

衛星推進系統除了開發單基推進器外，最後整合完成一可在地面展示之原型推進控制系統。整個系統設計依據重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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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計畫設定目標。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為了能夠在地面上進行具有推進系統之立方衛星初步測試，開發地面模擬機並進行相關的系統驗證。從最初的相關資料參

考到最後系統整合，本計畫成功地進行測試實驗，實驗之結果也顯示出此系統的穩定性以及良好表現。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可應用於立方衛星上，成為衛星推進次系統或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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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楓台 / 03-5784208 #7340 / fthwang@nspo.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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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科技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家太空中心 / 徐銘煌研究員

技術簡介

本技術以輕型高速影像資料之X頻段相列收發機為系統建構基礎，加上衛星站與使用者端之手機組成同時支援多使用者之

高速雙向通訊系統。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混合式(類比/數位)相控陣列：每單元模組僅用一組DAC與高功耗功率放大器，由於DAC與高功率放大器數量降低，可大幅

降低系統功耗。

SMD Patch 天線陣列：用patch天線與其陣列取代大型拋物面天線，以求系統平面化與小型化；而將patch天線製成SMD
元件可與印刷電路板簡易焊合且大幅減輕重量。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衛星電話不會受自然災害的破壞，並在災害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偏遠地區或未開發地區由於普通通訊基地台

尚未鋪設，亦需要衛星通訊系統來提供連繫；此系統對於山區從業人員、遠洋捕魚或極地探勘都具有極大的幫助。

超高速輕量化 X 頻段通訊系統

黃楓台 / 03-5784208 #7340 / fthwang@nspo.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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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射月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 辛裕明教授、綦振瀛教授、邱顯欽教授、郭浩中教授、夏勤教授、劉宇晨教授、邱煌仁教授

技術簡介

採用寬能隙元件(GaN HEMT)建構的高功率轉換器應用。技術面由6-吋晶片開始研發到系統端應用，涵蓋6-吋矽基GaN磊

晶層之優化，如磊晶緩衝層厚度和通道層。到元件製程開發跟模型建立，也利用TSMC E-mode GaN HEMT和TSRI 

E/D-mode實現積體電路設計之低側GaN HEMT邏輯閘(> 2MHz)，最後達成高頻高功率密度LLC諧振式轉換器。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採用寬能隙元件(GaN HEMT)建構的高功率轉換器(converter)系統，目前完成測試到1.5 MHz/1000 W。技術由6-吋晶

片開始到系統端應用，涵蓋6-吋矽基GaN磊晶之優化和元件製作。以及積體電路設計之低側GaN HEMT邏輯閘(> 2MHz)

設計。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產業應用性可由最上游的磊晶技術、中游的製程技術和元件模型最後的轉換器/換流器電路(變壓器)應用。符合台灣半導體

業在矽基的另外GaN選擇方案。

小型化氮化鎵高效率轉換器及變壓器:
晶片、元件到應用系統

張伊婷 / 03-4227151 #35138 / Cain@ce.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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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射月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 崔秉鉞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 黃智方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 李坤彥教授

技術簡介

研發碳化矽單晶片功率系統平台，包含低壓CMOS元件與邏輯電路、高壓BCD元件與驅動電路、垂直型高功率超接面

MOSFET等元件、製程、電路之整合技術，各項規格均超越現有國際水準。可應用於能源網路、軌道運輸、電動車、數據

中心、航太國防等產業。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單晶片功率系統平台將提供優於現有國際水準的碳化矽低壓邏輯積體電路技術；提供多種橫向型高壓元件，以實現國際

尚未成功的碳化矽驅動電路；並完成尚無產品問世的600 V ~ 3.3 kV的超接面碳化矽電晶體技術，突破理論極限。以上均

為領先國際水準的技術。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計畫開發600V到3.3kV的超接面電晶體，廣泛應用於電動車、智慧電網、軌道運輸等場域，而超接面結構可以大幅降

低導通電阻，減少功率損耗，是難度最高的結構。此超接面電晶體將與全碳化矽的驅動電路與邏輯電路整合，以最大化發

揮碳化矽的材料優勢。對節能減碳，催生新的經濟產業，將發揮重要作用，是未來5~10年的國家關鍵技術。

碳化矽單晶片功率系統平台

崔秉鉞 / 03-5131570 / bytsui@mail.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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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射月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 李昆忠教授、劉晴安學生、呂正耀學生

技術簡介

本技術是一種高安全性之晶片測試架構防護技術，可以在測試時以動態方式產生密鑰，在不降低系統性能和可測試性的情

況下，本技術可有效抵禦針對掃描鏈和記憶體的攻擊。由於本技術之動態特性，其安全等級遠高於所有現有技術，且無論

攻擊者嘗試多少次密鑰猜測，本技術之安全等級亦不會隨之降低。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 使用動態密鑰並維持在相當高的安全等級。

2. 相同的非法測試向量，所產生的偽響應會相同，讓攻擊者無法觀測及分析正確的測試響應。

3. 將動態密鑰種子合併於測試向量中，因此不需額外密鑰輸入腳位，使攻擊者無法知道此架構是否含有安全性設計。

4. 從製造測試到現場測試皆不需分享密鑰給測試人員。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可廣泛應用於通訊、車用、家電、醫療、消費性電子等產品之晶片測試架構。

具動態密鑰之高安全性晶片測試技術

謝玲蘭 / 06-2761804 / hll67@mail.ncku.edu.tw

具動態密鑰之高安全性晶片測試技術 基於掃描鏈的旁路訊號攻擊與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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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射月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 林輝堂教授、鄭光偉教授

技術簡介

未來物聯網設備面對通訊安全與能源消耗的挑戰將極為嚴苛，本技術採用半導體製程產生之硬體指紋(物理不可仿製功能)和

支援一次性喚醒碼之無線喚醒接收機，提供物聯網一套嚴謹身分認證、保障通訊安全與大幅降低耗能的整合性方案，可有

效抵禦未來物聯網的安全威脅，同時顯著延長物聯網運作時間。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技術利用半導體製程產生之硬體指紋設計物聯網安全機制，可避免傳統安全機制容易因硬體破解導致身分或加密金鑰被

竊取衍生的安全疑慮，強化物聯網安全。本技術設計之喚醒接收機具備一次性喚醒碼，使用射頻檢測技術和頻率/相位鑑定

器架構，整合高品質因數之電感，可降低能源消耗達1000倍以上，實現超低功耗並確保通訊安全。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技術可廣泛運用於快速增加的各式物聯網系統與設備，包括目前極為熱門的穿戴式裝置，能強化其資訊安全保障，消除

消費者對於資訊安全的疑慮，並且支援多模的喚醒接收機與現有產品有極佳的整合性，可大幅降低能源消耗，有效延長運

作時間，因此可以提升民眾採購物聯網裝置的意願與信心，進而促進整體產業的蓬勃發展。

具備超低功耗喚醒機制之高安全性物聯網通訊技術

陳仕恩 / 06-2096575 #1662 / tp6g4p@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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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射月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 朱聖緣教授、張順志教授、邱瀝毅教授、李承穎研究生、翁睿佟研究生、林聖凱研究生

技術簡介

本團隊自行研發無鉛壓電材料，並結合MEMS製程技術，成功開發無鉛壓電MEMS加速規，該元件藉由震動使壓電薄膜產

生形變，進而產生電荷，再由電荷輸出量推算加速度。後端電路SAR ADC之輸入訊號為電壓，因此必須將電荷轉換成電壓

訊號，再送進逐漸趨近式的類比至數位轉換器轉換成數位碼。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本團隊在壓電材料合成、壓電加速規與後端感測電與SAR ADC製作技術於國內居領先地位。在國內能同時具備此三種能力

的研究團隊非常稀少，在國內研究中實屬不易。此外，本團隊透過材料摻雜技術，成功研發出高壓電特性之無鉛壓電材料，

該壓電特性領先世界同材料之研究。可針對無人載具與智慧機械之應用情境，調配出適合的加速規。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微機電感測器具有性能均一、成本便宜、可批次生產等特點，不僅適合普及應用在數量龐大的消費性電子產業，未來也必

然將成為物聯網感測應用市場上的營收亮點。MEMS感測器目前是市場規模最大者，仍是慣性感測器，其應用極為廣泛，

例如工業4.0、物聯網底層感測元件、車聯網與人體感測等應用。

可監控無人載具行為之無鉛壓電加速度感測系統

李承穎 / 06-2757575 #62400 #1391 / tcob866l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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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射月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林永隆教授、陳建文專案經理、高肇陽專案經理、郭皇志專案經理、林泂良專案經理

技術簡介

█  低功耗高性能AI硬體加速器：整合神經網路設計、模型壓縮、硬體加速器技術，使用少量運算及記憶體，於終端裝置實

現低功耗、高精準度的效能。

█  高解析度即時影像分割與辨識技術：提出新 CNN 架構，設計上考量運算與記憶體資料流的平衡，大幅減少所需的運算

時間。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低功耗高效能AI硬體加速器：具可調整性架構，支援常用神經網路(每一層可以是 DNN, RNN, GRU或LSTM) 與工業標準

SOC介面，並完成FPGA雛型驗證。

高解析度即時影像分割與辨識技術：針對高解析度(1024*2048)視訊，分割部分能達80 fps的推論速度於 NVIDIA Tesla 

V100 環境。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  低功耗高性能AI硬體加速器可廣泛應用於IC設計、電子資通訊、交通運輸、家電、消費性電子、健康照護等產業。
█  高解析度即時影像分割與辨識技術可應用於自動駕駛、醫療診斷、安全識別、人機互動等產業。

低功耗高性能AI硬體加速器 / 
高解析度即時影像分割與辨識技術

鄧芳怡 / 03-5720720 / kathynth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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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射月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鄭桂忠、謝志成、羅中泉、呂仁碩、張孟凡、陳新、孫民

技術簡介

基於生物模型，本團隊開發多項高效能關鍵技術：

1. 低功耗仿神經智慧視覺影像感測晶片 (Processing-in-sensor)

2. 可實現仿神經架構之記憶體內計算技術 (Computing-in-memory)

3. 基於仿神經架構之低延遲低功耗深度學習加速晶片 (Deep Neural Network) 

4. 模擬昆蟲視覺與空間感知系統之仿神經網路與晶片 (Spiking Neural Network)

5. 仿神經智慧晶片軟硬體協同設計 (Software/Hardware co-design)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1. 基於可程式化且可任意調整卷積權重的感測器內運算，於感測器鏡頭可提升運算平行度，以擷取廣泛的影像特徵。

2. 基於記憶體內運算實現仿神經架構以加速神經網路，降低系統延遲，並提高能源效率。

3. 利用模仿昆蟲神經網路的彈性，設計低功耗可學習並預測物件軌跡的高效能仿神經晶片。

4. 於系統架構上採取彈性模型設計，可依不同電量採用不同模型參數精度，達到執行任務時效能最優化。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團隊之技術，針對低功耗裝置(Edge devices)全面佈局，從神經模型、軟體最佳化、硬體效能，提供一完整的系統方

案。本團隊所開發的模組，可應用於各種低功耗應用，包括手機上人工智慧應用的加速、無人載具辨識與避障功能、工

業自動化、智慧家庭、智慧玩具、智慧監控、互動機器人等應用，潛力無限。

應用於低功耗終端裝置的仿神經智慧視覺系統

陳奕仁 / 03-5715131 #34031 / noty10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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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射月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方維倫講座教授、李昇憲教授、王玉麟教授、柯正浩副教授、洪啟琮博士、葉勝凱博士生、翁健豪博士生、王心

莉博士生、林本勝碩士生、林詠虔碩士生、張政峻碩士生、陳昱辰碩士生

技術簡介

本技術提出之環境感知中樞(Environment Sensing Hub )，包括:

1. 空氣感知中樞(air sensing hub): 溫度、濕度、壓力、紅外線、麥克風(噪音)、PM2.5懸浮微粒

2. 水質感知中樞(water sensing hub): 重金屬離子、光譜儀(水質、食品)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空氣感知中樞: 溫濕壓感測技術使用成熟之CMOS-MEMS後製程實現，建立關鍵性環境感測元件的自主性開發技術；具前瞻

性之PM2.5量測技術，兼具微縮化感測本體的技術創新性與高精度感測規格

水質感知中樞: 具創新性之重金屬離子量測技術，偵測極限達ppt等級；前瞻性且具備量產性之微型可攜式光譜感測系統。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感測中樞平台可依據應用情境，整合不同之感測模組，擷取所需之環境感測訊號，並整合各類感測器聯網與訊號分析之技

術，實現智慧個人、智慧居家、智慧產業、智慧城市，使不同環境的空氣、水質之資訊，皆能快速收集並即時整合回饋，

以及分析不同使用者或使用情境之關係，以提升維護人類之健康生活品質。

因應超越摩爾時代之智慧終端微機電環境感測器集成

葉勝凱 / 03-5715131#33739 / whenareyou317@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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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射月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 賴志煌教授、楊博元專任助理、林柏宏兼任助理

技術簡介

自旋軌道矩型(spin-orbit torque, SOT)MRAM被視為第三代磁記憶科技的主要核心，在寫入技術上有著低耗能、高頻、

及非界面破壞性等特性。而不須外加磁場的操作環境，可克服尺度微縮限制，使SOT-MRAM邁向高密度、尖端記憶科技

之一環。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利用鐵磁/反鐵磁界面偶合達到：

1. 交換偏壓提升熱穩定度、以利低微度元件的資訊儲存。

2. 可在無施加外在磁場的條件下，進行SOT翻轉磁矩寫入資訊，可簡化元件製程及操作條件。

3. 可達成多重磁態(multi-levels)的特性，可應用在AI、神經位元計算、及機器學習的相關研究。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MRAM與自旋電子元件被視為後摩爾定律時代，最重要的元件發展領域，對低功耗智慧晶片和感測器應用等都將扮演重要

角色。而SOT-MRAM更是極具產業應用的潛力，被認為能夠在第三代MRAM技術中脫穎而出，在寫入技術上能夠全面取

代現有之STT-MRAM，而邁向全低耗能、高頻、非揮發記憶的尖端記憶科技。

下世代尖端MRAM技術-
邁向低耗能、高頻、與零場操作之自旋軌道矩

楊朝堯 / 03-5715131 #33863 / cyyang8611@gmail.com



MEMO





掃描QRCODE
下載線上技術手冊

精準運動



134

精準運動

Contact

研發單位 元智大學 / 施皇嘉副教授、古鴻軒

技術簡介

本技術裝置為智慧指壓感測棒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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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無線傳輸模組與終

端進行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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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投手狀態評估及提升投球能力有極大的助益。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現今市售智慧運動產品中對於棒球指壓的感測是稀少的，原因為現今立體壓力感測器之技術尚未成熟，在棒球球體上裝設

壓力感測設備相對困難。本技術能夠即時擷取投球時的關鍵指壓力道，分析其控球影響程度，並即時修正投球表現。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本技術具有客製化商機，擷取投球關鍵資訊後，搭配後端大數據分析系統以及棒球專業教練之訓練配方，將能有效提升投

球能力。以水平整合的角度，本技術能夠連結各種運動訓練之產業應用鏈；在垂直整合方面，由硬體研發之立體壓力感測

及物聯網產業，到軟體資訊分析之運動資訊分析產業，皆能提升本技術在各種產業上之應用價值。

棒球指壓感測與無線傳輸裝置及時序大數據分析系統

施皇嘉 / 03-4638800 #7122 / hcshih@saturn.y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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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運動

Contact

研發單位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 黃致豪副教授、巫建宏、簡仁德、李彬州、王榮豪、李思儒

技術簡介

藉由足底壓力感測器訊號及影像資料，求得人體動態時之足底壓力資訊、重心移動軌跡及動作時間長短之運動學資訊，進

而藉由足部動作資料庫比對後推斷動作正確性之目的。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結合高速影像、足底壓力與優秀運動員資料庫，依人工智慧演算法提供受測者客制化的訓練建議。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棒球、高爾夫、網球、羽球等具揮擊動作和大量重心轉移的運動訓練。

運動訓練系統及其裝置

黃致豪 / 04-22213108 #3405 / jhhuang@ntupe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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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運動

Contact

研發單位 臺北市立大學 / 鍾寶弘副教授、蔚順華教授、何維華教授、徐敬亭副教授

技術簡介

新一代精準舉重訓練台為具高減震減噪舉重地墊、地面反作用力與影像動作回饋等創新功能之舉重訓練設備。有別於傳統

舉重訓練台，本舉重台可以非接觸的形式針對各種舉重訓練動作進行監控，並主動提供舉重教練及選手技術回饋，對於教

學、訓練及成績表現上均有助益。

技術之科學突破性

使用非接觸形式，記錄與分析舉重訓練動作、槓鈴軌跡、身體施力等參數，並上傳雲端進行大數據分析；再透過AI人工智

慧技術，找出傷害發生的潛在因子，避免疲勞或過度使用產生傷害，同時能預測運動員最佳表現，作為比賽時加重策略擬

定之參考指標。另外，並導入STF材料的減震舉重防護地墊，大大提升對於菁英運動員的保護。

技術之產業應用性

國際舉重主要品牌商都強調相關產品的品質、性能與耐用性，這是我國廠商未來要走向實際技轉與行銷的重要指標。雖然

國內廠商具有良好的製造能力，但由於內需市場限制缺乏與國際品牌競爭的基礎。未來若想從事具規模的銷售，可透過本

發明之創新成果打入國際品牌的產品線，或採取與我國單項協會合作推展的模式擴大內需市場。

新一代精準舉重訓練台

徐福暄 / 02-28718288 #6510 / hsufuhsuan@go.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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