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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生物醫學園區開創產業聚落新價值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主要引進「新藥研發」與「高階醫療器材」產業，並扮演「生醫研究產業化」與「跨領域產

業整合」的角色，補強生醫產業的產業鏈缺口，發揮產業群聚效應，成為國內生醫產業之領航園區。

園區各項費用

管理費用 依營業額之 0.19％ 收取管理費，最低收取額新台幣10,000 元

每月租金
土地租金約為每月新台幣 59 元 / m2

生技大樓租金約為每月新台幣 108.4 元 / m2

投資保證金 按總投資資本額之 0.3％ 收取，於投資計畫執行完成後無息退還

電費 每度約新台幣1.22~4.26 元(視用電量、電壓別與用電時間而定)

水費 每度約新台幣7~11元(視用水量而定)，月用水量達 50 度(噸)以上之用戶，每度水費11.5元

下水道使用費 視排放水質及水量收取

註：園區租金為暫估值，實際金額尚待公共設施建設完成分攤後再行公佈，並將隨公告地價、公共設施建設費

及法令規定逐年調整。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辦公室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生醫路2段16號
電話：(03)667-6489       傳真：(03)667-6455

Hsinchu Biomedical Science Park Office
Address：No.16, Sec. 2, shengyi Rd., Zhubei City, Hsinchu County 302, Taiwan, R.O.C.
Tel：886-3-667-6489  Fax：886-3-667-6455
E-Mail：hbmsp@sipa.gov.tw
http：//www.hbmsp.sipa.gov.tw/

生醫園區資訊系統服務機能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為推廣發展生醫產業成效、活化生醫相關資訊流通，除建置完成生醫園區資訊入口網會

員服務網頁，並完成資訊服務整合功能，凡申請成功之會員可不須費神紀錄多組帳號及密碼，會員僅須於入口

登錄一次即享多系統授權使用之便利，目前資訊服務系統開放各界無償使用及體驗，包括：

1.生醫入口網

2.知識管理資訊系統

3.電子報

4.數位學習系統

5.生醫產業專利諮詢系統

6.檢驗與實驗室及臨床試驗機構查詢資料庫

7.生醫研發流程系統

8.生物醫學查詢系統

9.國際標準技術電子文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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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項資訊系統，係為生醫領域產、官、學、研單位所使用的先進資訊工具，一般民眾及有志於生醫產業的

產、學、研人士經由可自行註冊的單一登入機制（SSO），於註冊後立即開通所有系統使用或試用權限，由單

一介面直接選擇體驗先進的生醫產業資訊化工具、獲取最新生醫發展資訊，或參與數位學習生醫相關知識。

生醫產業諮詢服務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為推廣生醫產業之發展成效，彙

整產、官、學、研界知識的交流及經驗的傳承，整

合生醫資源服務，提供相關技術資訊、法規知識、

市場與產業動向、政策及優惠措施等資訊。

「生醫知識管理系統」利用知識螺旋將隱性知識轉

化為顯性知識，使管理可以更具效率，使生產效能

與生產策略有不斷的創新與突破。

生醫產品攸關生命安全，各國政府皆訂有法令予以管制，加上國際標準及各國法令的要求繁雜且不一致，使得

生醫產業的進入門檻較其他產業為高。為提升國內產業之國際驗證與行銷競爭力，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委託工

業技術研究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辦理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諮詢服務，服務內容包括「標準法規、生醫產品安全功

效評估、生醫專利、產業法務、臨床合作、確效與認證、新竹生醫園區進駐資訊」等七大面向。服務流程如圖

所示。

諮詢電話：(03)573-2239　諮詢傳真：(03)573-2299　諮詢信箱：cmsp@sipa.gov.tw

新竹生醫園區入口網站最新資訊新竹生醫園區入口網站最新資訊

檢驗與實驗室及臨床試驗機構查詢系統檢驗與實驗室及臨床試驗機構查詢系統

生醫研發流程整合系統生醫研發流程整合系統

生醫專利資訊系統生醫專利資訊系統

產業國際標準文件管理系統產業國際標準文件管理系統產業國際標準文件管理系統產業國際標準文件管理系統

生醫知識管理系統生醫知識管理系統

數位學習系統數位學習系統

生物醫學查詢系統生物醫學查詢系統

生醫園區電子報生醫園區電子報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產業諮詢服務紀要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產業諮詢服務紀要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產業人才培訓課程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產業人才培訓課程

生醫園區資源服務生醫園區資源服務

電話諮詢電話諮詢

預約制現場諮詢預約制現場諮詢

網際網路諮詢網際網路諮詢

廠商 專線諮詢 問題記錄 電話回覆 諮詢記錄

廠商

電話申請 申請單

網路申請

排定時程 廠商連絡 現場諮詢
(新竹/台北)

諮詢記錄

廠商 網路諮詢 線上答覆 郵件自動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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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

為帶動台灣新一波的產業經濟價值、縮短與先進國家在生物醫學科技發展上的差距，我國當結合新竹科學園區

的優勢電子、資訊、製造、光電等高科技產業，與高素質的轉譯醫學中心社群，透過國家政策與法令調整下成

立專屬生醫產業園區。整合既有的資源力量，補強研發型知識產業的產業鏈缺口，尤其是早期技術產業化驗

證所需的資金供給鏈缺口。如方能在短時間內由創新科技研究機能，擴充到集結人才、技術、資金與商機，

在擁有良好的基礎支援建設、資訊分享以及創新技術育成等資源於一地，達到聚落形成所需的臨界量 (critical 

mass)。

本園區將規劃設置三大中心，作為生技產業價值鏈中，整合上、下游的關鍵平台，以促進國家產業發展外，更

應引領醫學發展，提升地區醫療專科醫師人力需求，同時執行臨床醫學研究，促進生醫園區「催化育成」功

能，能將原來只存在大學中的基礎科學研究與醫療臨床實驗應用研發，賦予跨領域創新生命，育成為新興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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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100-106 年）
（http://nrpb.sinica.edu.tw/）

「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for Biopharmaceuticals, NRPB）是由國科

會、衛生署、經濟部、原能會共同規劃推動，擬集中研發能量並訂出明確目標，強化中游研發之第二棒角色及

能量，整合全國藥物研發能量，建立完整的生技醫藥研究發展體系；將生技醫藥科技研究成果落實至生技產

業，藉由新藥探索為起點，以垂直、橫貫整合上中下游開發鏈之創新概念，強化產業價值鏈中的轉譯研究，確

實連結優質基礎研究與卓越臨床應用，並進而攻佔商業化的場域，以產品為導向進行新藥/新試劑/新興醫材的

研發。

本計畫總目標在於落實學研界成果，強化中游發展，經臨床前試驗或初期臨床試驗驗證與加值，進而促成研發

成果產業化、商品化。擬訂六大主軸：「研究群組」、「臨床前發展群組」、「臨床群組」、「核心設施及資

源中心」、「產業推動和國際合作辦公室辦公室」及「倫理、法律與社會影響辦公室」，將推動以新藥/新試

劑/新醫材探索為主之目標導向研究，慎選重點發展項目，進行重要疾病之預防、診斷、治療及產品導向的應

用研究，期望落實研發成果進入臨床前及初期臨床試驗，強化產業價值鏈的中游研發角色和轉譯研究，從研發

價值的探索與確認（value identification）擴展至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同時促成學研界、法人單

位、產業界以及政府機關等共同合作，協助建構和完善國內生技醫藥研發機制和環境，帶動國內生技醫藥相關

產業的快速發展，規劃之短程目標為建構與整合研發體系與能量；中程目標為健全成果管理與產業化推動；長

程目標則為培育優質具國際競爭力的生技醫藥人才及產業，並將我國的研發能量及成果推向國際，期能發展疾

病預防、診斷與治療之技術與藥品，解決人類重要健康問題。

藉由各部會署之分工合作，以促成

上、中、下游之階段性連接建構國

內生技醫藥之整體發展。其中，國

科會支持以新藥/新試劑/新醫材等

探索為主之目標導向研究和核心設

施及資源中心的建置；衛生署則支

持具潛力之成果進行轉譯醫學、臨

床試驗、標的確效並加上醫藥品查

驗中心提供之法規諮詢等；經濟部

則向下從產業推動、業界科專著

手，並配合生技中心之先導藥物評

估及毒理/藥理實驗規劃等，期由

各領域單位發揮最佳效率與研發價

值，並促成學研界、法人單位、產

業界以及政府機關等共同合作。

體產業。現今知識經濟社會中，產業發展需要以學術研究作為根基，建構扎根於學術研究的新世代科學園區，

方得開創知識產業化時代的美好願景。本園區鄰近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國家衛生

研究院等學研機構及新竹縣、市市區，北接中央大學與桃園航空城，並與新竹科學園區及以國家衛生研究院為

主的竹南科學園區連成一「生物科技發展帶」，將可創造一個國際化生物醫學科技發展之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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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100-104 年）
（http://www.twnpie.org/01_introduction_01.asp）

依據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台灣半導體產業躍升策

略規劃會議」結論，行政院國科會通過「智慧電

子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期間自民國100年至

民國104年，主要發展範疇為「MG+4C」，即

生醫、綠能、車用電子、資訊、通訊、消費性電

子技術。以前兩期「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

所獲得的豐碩成果為基礎，本計畫通盤考量電子

科技之應用面與技術面，培育與吸引跨領域專業

人才、建立自主技術的能力以及開拓新興應用市

場，企盼透過技術創新及學術產業交互激盪，使

IC業者、系統業者及支援體系共同整合，提高產

品附加價值與促進產業成長。 希冀藉由智慧電子

國家型科技計畫，使IC設計在綠能電子、醫療電

子、前瞻電子、產業推動、人才培育及「MG+4C」垂直整合等領域能大放異彩，提振下世代半導體產業的成

長動能，為IC設計業開創新的里程碑，並躍升為國內新興產業發展的領頭羊，再掀另一波台灣的經濟奇蹟。 

計畫以「創造產業躍升之電子整合技術與應用」為目標，經由規劃、協調、與上中下游整合分工，推動跨領域

技術整合，達成我國電子產業技術的提升。同時增加驗證、法規環境及國際標準參與之相關研究，使我國電子

產業在全球產業中，居於重要地位。

透過以上各分項計畫，期望能充分結合產官學研各界的研發能量，研製能源轉換IC、促成高階醫療電子平價

化、吸引廠商投入3D IC領域、並帶動跨領域技術人才的實務訓練和衍生的市場商機，使我國現有半導體產業

鏈更具超越國際大廠之商業化進程，創造高附加價值，且對於就業機會的增加、和國民所得的提高、環保意識

的帶動及全民生活素質的升級，帶來相當正面的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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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跨部會發展方案計畫（99-102 年） 
(http://www.apprdmd.com.tw/p1-introduction.asp)

行政院積極推動六大新興產業(生物科技、觀光旅遊、醫療照護、綠色能源、文化創意、精緻農業)，在「生物

科技」項目行政院特核定「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核心概念為強化產業價值鏈第二棒產業化研發角

色，以補足當前不足，向前銜接基礎研究、向後促成產業化及商品化。

與生技製藥產業相較之下，醫療器材產業研發週期短、風險低、所需研發經費少，且相關產品若能研發成功則

較易於短期內看見其產業效益，在「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中，由國科會主責推動「醫療器材跨部會發

展方案」計畫，計畫將篩選具全球市場（market-driven）、臨床需求（medical need）之醫療器材，並透

過串連部會署之研發能量及資源，加值及加速我國醫療器材之產業發展。

國科會就國內現有的研發成果進行盤點，對具有商業化潛力之研發成果提供資源，鼓勵研究人員進行產品技術

技轉與醫療器材雛型產出之工作，以促進上游基礎研發與產業之萌芽。經濟部技術處與工業局就上游之研發成

果提供適當之科專資源，包括學界科專、業界科專與主導性新產品計畫等，協助上游技術之轉譯與產品化。衛

生署則提供國衛院及卓越臨床試驗中心能量，協助研發創新與發展醫療器材之臨床測試，故本方案將藉由部會

署間之分工合作，以達加速我國醫療器材產業推動之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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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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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中心南、北設施同步通過AAALAC國際認證！

2010年7月，國家實驗研究院實驗動物中心正式接獲國際實驗動物管理評鑑及認證協會 (Association for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 Care International, AAALAC International) 通

知，台北設施二度申請AAALAC認證，以及南部設施首度申請認證，均經該協會實地訪查評鑑及委員議決，

同意授予「完全認證」(Full Accreditation) 之殊榮，亦即本中心完全具備良好實驗動物照護管理制度的要

件。這份不易的成果，代表本中心南北兩大設施在實驗動物照護管理制度上，均已具備國際認可之水準，甚至

已凌駕世界上多數的實驗機構。

「國際實驗動物管理評鑑及認證協會」是目前國際間唯一的實驗動物認證團體。自1965年成立至今，

AAALAC認證早已成為優良實驗動物管理制度的象徵。通過認證，代表機構無論在動物的管理或使用上，

均符合國際上高標準之要求；同時，因為高品質的動物實驗是奠基於高品質的動物飼養管理之上，故獲得

AAALAC認證的機構，表示其研究結果也有一定的準確性及可信度。更重要的是，在國際間，通過AAALAC

認證除了代表機構有優良的動物管理制度，更象徵機構實驗對動物的生命與福祉的重視，在動物的照顧及使用

上皆兼顧到動物福祉的人道考量。

本中心之台北設施在2007年便通過首次AAALAC認證，三年後再度接受續評，象徵動物中心一直以來在實

驗動物照護及管理上的用心，且持續維持實驗動物管理的高水準。而2008年四月份才正式開始營運的南部設

施，在營運滿兩年的短時間之內便取得首次認證，成為現在台灣南部地區唯一通過AAALAC的動物機構，更

是相當難得之成就。目前，台灣僅有六家動物設施取得AAALAC認證，其中本中心南北兩設施就占了三成，

誠屬可貴。

AAALAC對動物中心的肯定，也是對中心全體同仁的肯定。在各位工作同仁持續的努力與鞭策下，無論是在

技術服務上或是管理訓練上，中心都不斷的在進步。未來國家動物中心將進一步以提升國家生醫研究環境及提

供更多樣化的服務為目標。

AAALAC介紹如下

AAALAC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 Care 

International) 全名是「國際實驗動物管理評鑑及認證協會」。它強調實驗動物的品質對於醫學研究有決定性

的影響，而唯有良好的飼養管理制度，才能確保實驗動物良好的品質，也才能確保實驗成果的正確性及可信

度。因此，AAALAC藉由認證的系統，幫助實驗機構達到並維持高水準的動物管理與使用制度，進而使機構

能夠提供準確、值得信賴的研究成果。

AAALAC成立至今已有超過40年的歷史。它起源於1950年由一群獸醫師所組成的動物管理小組(ACP)，該小

組替研究機構訂定實驗動物飼養管理的標準，並在1965年成立AAALAC，幫助研究機構評鑑其動物設施及管

理制度。而AAALAC自成立以來，便獲美國政府授權，以第三者評鑑角度，用客觀之標準，協助政府檢視境

內實驗動物機構之運作是否能夠符合政府法規及公眾期望。1996年開始，AAALAC將認證評鑑制度推展至世

界各國，並正式更名為AAALAC International，除期望將良好的動物管理使用觀念普及世界外，更希望大家

能在同一國際標準的軟硬體系統下進行動物實驗，讓相互研究成果得以在同一水準下做比較與探討。

AAALAC認證早已成為優良實驗動物管理制度的象徵。通過AAALAC認證除了代表機構有符合國際水準

的動物管理制度，更代表機構非常重視實驗動物的生命與福祉。此次國研院動物中心的南北設施分別通過

AAALAC認證，對我國在推動「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及動物保護國際形象將有極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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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於民國95年設立「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指導小組」，以有效整合資源並協調跨部

會事宜，推動「新竹生物醫學園區」之開發。

同時，國科會轄下之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研院)配合政府發展生技產業政策，整合院內動物、儀科、晶

片、奈米、國網及政策等研究中心能量，建構了數項生醫研發服務平台，包括「生醫電子儀器研發平台」、

「生醫光電影像服務平台」、「醫療器材查驗登記服務平台」及「光電醫療輔助儀器研發平台」等，且完成多

項前瞻性生醫技術並獲認證。

民國98年，行政院啟動「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的建構亦為其中的一環；國研

院負責推動「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的籌設與營運，將推展高附加價值生技醫材產品研發，加速促成我國

二十一世紀的生醫產業聚落的成形。

「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籌備處」，未來將積極結合本院各中心之技術能量，提供產學研醫生技醫材研發服

務平台，擔任上游生醫研發能量及下游醫療器材產業之橋接角色，以推動研發成果產品化。

國研院生醫能量發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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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模式

研發團隊進駐作業要點
為協助產學研醫界加速研發成果轉譯與上市，「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籌備處」未來將依據國科會研發團隊

進駐作業要點遴選進駐研發團隊，共同推動產學研醫界前瞻研究成果之產品化。

申請機構 
公私立大專院校、公立研究機構、經國科會認可之財團法人或醫療社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或進駐科學工業園區之廠商

申請團隊 
需含公私立大專院校或公立研究機構或經國科會認可之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醫院及廠

商人員

計畫主持人 需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主持人資格或進駐科學工業園區之廠商研發經理

申請文件

•計畫主持人個人資料表
•進駐研發計畫書
•進駐研發計畫之生醫相關試驗核准文件

審查標準

•臨床及市場需求
•技術創新性
•國際競爭優勢比較
•快速產品化或產業化可行性
•經費編列合理性

時程與產出
•進駐團隊原則上應於二十四個月內完成計畫
•計畫產出包括原型品製作、臨床前試驗或產品上市前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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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程式化皮膚影像檢視分析系統

簡要敘述

近年來，醫學保健大量利用各種光源針對各種皮膚膚

色進行分析，儀科中心整合多年光機電系統技術與影

像處理技術，快速提供學界一皮膚病病程專家估算系

統開發技術平台，可促進醫病良好氣氛環境。本系統

為一皮膚影像檢視分析系統，包含一光源以及一影像

模組，記錄並分析皮膚之狀態，並可針對不同需求更

改或開發分析演算法。

經濟效益

本技術目前尋求醫院與學術界共同合作建立資料庫系

統，以產出智慧型白斑診斷專家系統輔具分析儀器，

屬創新性產品，極具市場競爭力；本系統若開發完

成，國內市場一年預計有30台的需求量約具有千萬 

產值。

手持式螢光生命週期顯微影像儀

簡要敘述

整合本中心光學成像設計技術，搭配商用數位相機，

可以應用於醫學檢測、鑑識科學等領域。光敏感藥劑

塗抹於皮膚後，皮膚病變處在紫外光照射下會發出微

弱紅色螢光。藉由紅色螢光區域來標識皮膚病變區

域，以進行治療或療效追蹤。本產品以商用數位相機

為載具，搭配具紫外激發光源與顯微物鏡之顯微鏡頭

模組，並輔以適當濾鏡來拍攝紅色螢光影像。其手持

方式得以各種角度接近患部拍攝，有利於身體各部位

皮膚病變之檢測，且於同部位長時間拍攝可監測螢光

強度變化。

經濟效益

本系統係國內廠商承接中心技術移轉後開發之新興用途，技術成果已完成產品開發問世。已投入皮膚科臨床測

試，獲取特殊之螢光影像，提供醫師攜帶型之診斷利器。國內市場一年預計有200台至500台的需求量，具有

2000萬至5000萬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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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質照妖鏡 - 智慧型手機皮膚品質檢測器

簡要敘述

膚質照妖鏡是以介電式液態透鏡為核心技術，突破手機的拍攝極限，讓手機除了拍攝全臉照片外，還可以調整

其鏡頭放大倍率拍攝到皮膚毛孔的微細特徵，最小辨識尺寸可達頭髮直徑的二分之一。拍攝到的照片經由開發

之手機皮膚品質檢測軟體處理分析皮膚品質及毛囊健康程度，讓每個人可以隨時瞭解自己當下的皮膚狀況，並

可紀錄膚質的長期變化， 作為醫療美容的參考。 

經濟效益

  根據市場資料顯示，醫美行業已成為僅次於航空業和汽車業成為全球的三大產業，全球整形美容市場總額

約在1,500億美元，其中關於皮膚美容醫療佔有相當的比例，如除皺、除斑、毛孔縮小等。根據調查全球約有

四十歲以上男性約有半數以上具有禿頭的危機，雖然現在醫學認為基因遺傳與雄性荷爾蒙是雄性禿的主要發病

原因，但在醫療上還是需要觀察毛囊的皮脂分泌狀況，以作為治療根據。上述兩項重要市場調查可以發現的膚

質照妖鏡是商機無限，膚質照妖鏡為低成本高便利性之檢測工具，讓消費者可以輕易地長期紀錄自己的膚質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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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電池式脈衝射頻電刺激(PRF stimulation)止痛植入系統

簡要敘述

本系統係經由低工作電壓之系統晶片模組設計與適

當神經刺激位置，背神經節(Dorsal root ganglion, 

DRG)選擇，達到無須內置式電池而完全由外部手

持式感應電源之植入式電刺激系統，其刺激程序參

數係由內建之邏輯控制達到防呆之實用流程控制。

藉由低輸出高頻脈衝療程參數(基頻波形、振幅、

頻率、脈衝工作週期與總施用時間等)的作用，達

成神經組織訊號調變，進而達成緩解疼痛之目的。

藉由導引針(guiding needle)的施用協助將電極置

入到經合格臨床人員藉物理或影像方式事先診斷確

認之患部背神經節適當位置後，經由測試流程確認

電極之正常工作。將電極導程線經由皮下牽引後與

植入控制單元連接完整固定於適當皮下位置，再經

由無線感應方式供電進行測試與經由臨床醫師指令

控制之重複性刺激程序控制。

經濟效益

開發PRF無電池式刺激器其適應症為 :  頑固性下

背痛、下肢痛(椎間盤軟骨退化、脊椎退化、脊

椎關節退化 )、神經病變性疼痛與感痛性疼痛

(nociceptive pain)、脊椎損傷後疼痛、背部手術

失敗症候群（Failed back surgery syndrome）

等相關神經痛。

在2010年神經裝置在許多科技展覽與新聞上活躍

著，也有很多相關技術也成立公司如: NeuroPace、

NeoStim、Trifectas Medical等植入裝置科技公司，

開發的神經刺激器 (neurostimulator)、神經調解器

(neuromodulator)等新型研究也有很多新的進

展，包括焦慮症、止痛、復建、神經再生、控制神經

病變性疾病(癲癇、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症)等，

在2008年的統計中，脊椎刺激器市場規模為977.2 

million USD，預估每年成長14%在2008到2015年，

在2015年時會到2.6 billion USD，本團隊的目標希

望開發出植入平台進打入全球醫療植入裝置供應

鏈，去開發這潛在高價值及門檻的技術市場。

概念圖

植入物開發原型

植入元件至神經疼痛模型老鼠一個月的疼痛行為觀察，Control組為接

受神經結紮手術植入元件但無治療，PRF組為接受神經結紮手術植入元

件且一個禮拜接受治療五分鐘，共接受四次治療。

無治療跟有接受治療的神經疼痛模型老鼠在電生理上的止痛觀察，

C-fiber有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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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健康照護之即時心臟狀態監測及警示系統

簡要敘述

在健康照護的發展趨勢上，為了滿足使用者個別化差異所造成的不同需求，已由供應者中心轉換為使用者為核

心的概念，在新技術的發展上，多為符合個人化、預防性及居家照護等需求而設計，期望透過生理訊號與運算

分析技術的結合，利用簡易的狀態參數來提供充分的資訊，以作為健康照護的參考依據；透過生理訊號的分析

可以幫助了解生理系統的運作以達到診斷或治療的目的。

在現有生理監測模式中，仍無法提供即時性的分析參數作為健康狀態的判別依據，本研究透過設計一具有即時

運算功能心臟狀態參數演算法及相對應量測裝置平台，結合SoC技術以達到微小化及模組化架構，實現於遠距

健康照護之即時心臟狀態監測及警示系統開發的產品應用目標。

經濟效益

健康照護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進步的重要指標。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疾病型態由急

性轉為慢性，對醫療照護之需求已由治療與照護並重邁向預防醫學發展，相關的醫療資源耗費、醫療支出在財

政上負擔沉重，傳統醫療照護模式已無法滿足逐漸成長的人口與慢性病的增加趨勢。依據Frost&Sullivan的研

究指出，2007年美國遠距照護市場為0.85億美元，預估將以22.3%之年復合成長率，成長至2014年3.37億美

元，使用人數/潛力需求人數比的市場飽合度僅為5%，顯示有相當大的成長潛力。

而近年來遠距健康照護應用的資訊與通訊技術，提升了醫療照護之普及性，促進照護資源應用之效益，2000

年Johnston, Wheeler, Deuser等人已測試長期追蹤的慢性病患使用遠距居家照護的成效，實驗組病患在家中

與護理人員進行即時的視訊會議交流，結果顯示在病人照護品質上，包含服藥的遵從性、對疾病的認知、自我

照護能力或病人的滿意度上，雖無明顯差異，但醫療成本花費上，實驗組是每人1,948美元，對照組則是每人

2,674美元。可看出在遠距照護模式下將使讓慢性病患在所熟悉的環境就能獲得妥善的健康照護、滿足其照顧

需求，減少社會及醫療成本的支出。

本研究基於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是高齡者的高風險因子與高死亡率(每年全球有1700

萬以上人因心血管疾病而死亡，更是國人十大死因之第二位)，且耗費極大醫療資源與社會成本。心血管疾病

的發生與評估，仰賴事前預防和定期檢查followup與即時治療，須長期且持續性的監控，事先預警與防患，且

病患往往無法提供有效的診斷資訊，目前已商品化的POCT(Point Of Care Testing)儀器中，最為普及常見的

便是血壓計，透過每天定時的量測及記錄，將有助於了解其變化的趨勢，以作為疾病之早期預警及追蹤治療的

重要參考依據，但是針對即時性的心電(Electrocardiogram, ECG)訊號分析警示，仍以醫院端所使用的儀器

(Bedside Monitor)為主，其在應用環境、攜帶方式及價格成本等因素尚未普及性，因此建置心電預警及長期

追蹤系統有其必要性。

在遠距心電健康照護平台建置上，可用來協助心臟病患或健康人進行健康照護之應用平台，將廣納不同功能或

價位之檢測器材，並與各器材廠商、醫療院所、醫療機構、保險體系及醫藥通路、社會福利等機構連結，提供

更完整醫療照護服務的功能。除此外，本平台將增加會員與付費機制，發展創新的服務模式。

於平台技術開發上，本研究已初步完成一具有即時心臟狀態參數運算功能的演算法，並透過SoC設計實現模組

化架構，因此本產品具有嵌入式計算與分析能力、在低功耗的狀況下提供較高的運算能力且系統集成與小型化

的優勢，並已完成台灣的專利申請。未來規劃將結合器材廠商、醫療院所、醫檢機構、保險體系及醫藥通路、

社會福利等，創造最大服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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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心臟狀態參數演算法應於於心室震顫(VF)的即時分析 圖二  正常、AF及VF鑑別統計結果之ROC曲線

圖三  硬體架構 圖四  SoC晶片規劃設計及原型製作

圖五  裝置應用流程

表一  本研究相關國內外申請專利

Patent Number Date Country 

96141581 2007/11/02 TW 

11/967,745 2007/12/31 US 

97136554 2008/09/23 TW 

12/350,421 2009/1/8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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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峰即時心電圖遠距傳輸---世界的第一次

簡要敘述

在台灣第一支歐都納攀登七頂峰(世界七大洲最高峰)挑戰隊，於2009年5月19日圓滿完成世界最高峰－聖母峰

(七座中最危險的一座)登頂壯舉。此攀登計畫締造了多項登山界傲人記錄，包括是台灣第一支完攀世界七大洲

最高峰的攀登隊伍、第一次讓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聖母峰主峰、隊員江秀真成為全世界第一位同時完

成世界七頂峰及聖母峰南北二側路線攀登成功的女性登山家。

在醫療上，我們有幸參與並整合台北榮民總醫院、國立陽明大學、工研院、台灣遠距醫療器材公司、新新憶公

司、嘉義吳鳳技術學院等專業團隊共同合作與努力，在高山醫學上，協助攀登隊員安全登頂平安下山，在心電

圖生理訊號方面，從儀器及傳輸系統之設計、開發及改良，包括心電圖儀，電池及傳輸系統等技術，皆由國內

產官學團隊合作自製研發完成，在選手團隊們共同合作下，完成了數項人類第一次的醫學創舉，如全球即時傳

輸心電圖生理資訊的海拔最高記錄、連續記錄攀登聖母峰心電圖、聖母峰心電圖記錄等，為人類醫療科技開創

新的里程碑。此系統對保障攀登者生命安全有重要性。

經濟效益

近年來參與極限登山或旅遊人數快速增多，其攀登之風險仍非常高，以攀登聖母峰為例，登頂成功者死亡率約

5%，其他還有許多比聖母峰更危險之高山，如K2峰攀登之死亡率約20%。本儀器系統除有助於提昇攀登者生

命安全外，在經濟效益上估計每年約10000台，每台20000元，約二億元之效益。

•聖母峰醫療資訊即時傳輸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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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歲攀登聖母峰選手2009/5/18在聖母峰第四營(7854公尺)傳回之即時生理訊息

•38歲攀登聖母峰女選手在聖母峰主峰(8848公尺)記錄的心電圖(心率150/min)

•2009年台北榮總醫療技術創新獎第二名

•人類第一次即時無線傳輸心電圖生理資訊的海拔最高記錄

•世界首次連續記錄攀登聖母峰過程心電圖及聖母峰主峰心電圖記錄

•設計估計心率提昇攀登選手之安全性

Estimated percentage of Resting age-related Heart Rate at Summit

= 
measured resting heart rate at camp A    

x
    baropressure at camp A    

x
    FiO2 at camp A

= 
measured resting heart rate at camp A    

x
    altitude at summit    

x
    FiO2 at camp A 

220 - age baropressure at summit FiO2 at summit

220 - age altitude at camp A FiO2 at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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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相隨生醫行動照護系統  I-tracker mobile care system

簡要敘述　  

本系統主要是即時紀錄使用者於戶外運動之運動心跳監控、軌跡位置回報、緊急通報與電話連絡，SOS回報以

及越區警示。使用者透過訊號線連結生理綁帶即可進行生理運動狀態回報。

讓您的關愛與家人如影隨形，透過生醫技術與通訊技術，您可以隨時了解家人當下的位置、路徑、生理參數、

運動速度與運動過程所消耗的卡路里，甚至可撥電話給他加油打氣，並確保長時間運動一路平安。還提供運動

心跳狀態顯示、運動歷程紀錄與圖表分析查詢，讓運動者作最佳的自我運動管理、運動心跳強度與自我訓練記

錄等。

經濟效益

適用戶外運動之使用者，尤其以慢

跑、登山、健走等族群，將成為情感

關愛、運動健康管理、預防運動猝死

與緊急通報之系統。為運動愛好者之

貼身照護機，與雲端平台進行資料傳

輸與即時監控。     

依據Juniper Research, TRI(2008)

遠距照護資訊顯示全球2010年市場

規模達20.6億美元。而以台灣工研院

IEK(2008)之估計，台灣2010年健康

照護服務產業產值為854億元。本系

統著重於行動照護與運動之族群，年

增產品與服務產值初估達2億元(每套

5000元，使用者人口4萬)。 使用情境圖

後端系統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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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雲端健康城市

簡要敘述

新竹雲端健康城市將雲端科技應用於醫療照護與健康促進服

務，整合醫療院所、社區鄰里共同打造全民健康為願景，以宣明

智理事長為計畫總顧問，顧問團包含：新竹縣邱鏡淳縣長、科學

工業園區管理局顏宗明局長、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謝其嘉理

事長、康乃爾雙語學校顏月娟執行長、竹義社區發展協會林清隆

理事長、台北醫學大學李友專副校長、國立交通大學林進燈教務

長、國立陽明大學郭博昭研發長，結合東元醫院、智上科技之醫

療與資訊專業，配合百略醫學科技、佳世達科技、五鼎生技、中

興保全等協力廠商，推動「新竹雲端健康城市」。

經濟效益

有鑒於健康照護與健康促進已成未來趨勢，新

竹雲端健康城市以新竹地區為實施場域，透過

申請經濟部技術處「創新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

智慧生活科技運用(i236)計畫」，進行雲端保健

整合服務之推行。預計於六個月內於新竹發出

2000張「新竹雲端健康卡」，並預期將於三年

建置案完成後，廣推「新竹雲端健康卡」達20

萬張之發卡量，期望透過健康卡落實於生活各

面向之廣泛運用，為新竹地區民眾之健康與產

業皆能有所正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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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得多睡眠品質腦波分析儀  
Mindo EEG-Based Sleep Quality Analyzer

簡要敘述    

人類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眠中度過，睡眠品質對身體與心理層面均有重大的影響，研究認為睡眠品質

是評估心理與生理狀態的重要指標，而良好睡眠的評估標準包含睡眠品質、睡眠量以及其他相關的因素。睡眠

障礙包括失眠、日間嗜睡、猝睡症等各式各樣困擾，其中以失眠人口最大宗。失眠的臨床表現有入睡困難：到

了夜晚就擔心會失眠，焦慮緊張、胡思亂想、坐立不安，以焦慮症的患者最常見。維持睡眠困難：睡眠很淺，

一點點聲響或光線就覺醒。睡眠品質不佳：主觀地認為睡眠不好，不能熟睡或頻頻作夢，或是雖然有睡覺，卻

仍然沒有精神。過早覺醒：半夜或凌晨醒來，輾轉反側，難以成眠，臨床上以「憂鬱症」患者最常出現。

    

本產品所發展的睡眠品質生理訊號量測EEG資料分析技術與演算法，為開創體積小、方便性與即時傳輸分析

之Headband裝置，並具有無線傳輸界面，可經由資料厙資料傳送輸出，同時未來規劃臨床試驗與試量產之 

目標。

經濟效益

根據統計資料，由台灣1600大企業提供的各項員工福利中，若針對醫療健康福利的實施來看，有84.9%的企業

提供員工健康檢查，22.9%提供舒壓設備，14.4%提供員工運動時間。若從產業分類，則以製造業的員工福利

實施程度最高，達40.07%，其中高科技產業有93.8%提供員工健康檢查，整體員工福利實施率也較其他產業

高，可見高科技產業對員工福利與健康非常重視；且高科技產業普遍工時較長，工作壓力大，員工較缺乏時間

運動，是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高風險族群。

以台灣為例，台灣之ECG遠距照護年度市場規模預估如下：

在居家照護市場方面，因考量主要以老年人為主要消費對象，透過預估65歲以上老年人口可能罹患心臟病，

且又可能同時使用ECG遠距照護之人數，乘上每年使用ECG遠距照護之費用，做為居家護市場之可能市場規

模。民國98年台灣地區老年人口總數為 2,457,648 (a)，97年老年人中心藏並死亡比例約為 12.50％ (b)，假設

此死亡比例不變，則98年時老年人口中可能罹患心臟病得人數為 307,206 (a)*(b)，預估這其中約20%的人數

會使用ECG，每人ECG使用的年費為$72,000，因此預估年度ECG遠距照護於居家照護中的可能市場總規模

為307,206 * 20% * $72,000 = $4,423,766,400 元(新台幣)。

B2B2C市場，因考量此市場主要是由公司以員工福利方式使用本服務，因此預估時是藉由推估園區中之高階

主管人數，乘上平均之ECG遠距照護使用費用，做為整體潛在市場份額之預估。園區（包括竹科、中科、南

科）員工總人數在2009年時為166,000，預估其中高階主管佔5％，因此使用ECG之人數為166,000 * 5% = 

8,300，再乘上ECG服務的年費＄57,600，潛在市場大小約為＄478,080,000 元(新台幣)

綜合以上居家及福利照護市場之預估，本產品所面對之潛在市場年度總份額為4,406,384,5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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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動態學習心肺復健健康顧問系統之A+Care 無線心電圖機
A+Care Wireless ECG Holter with Intelligent Cardio-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Consultant System

簡要敘述

所開發之系統具可穿戴之無線化生理訊號感應技術，搭配拋棄式醫療認證鈕釦式電極貼片，長時間配戴身上不

易產生不適感，與現行市場上其他產品相較之下，具有即時、輕便可攜、使用時間長等優點，配合專家系統與

後端資訊監控平台，可做為心血管疾病的長期監測與照護，提供保障。此系統並具備創新自主健康管理照護

習慣養成，在於自我檢測、自我比較、自我保健與自由選擇等特性，並具下列功能：(1)即時性：透過無線傳

輸即時將訊號傳至後端健康管理平台，可連續監測達十小時以上，(2)準確性：所量測之心電圖或是腦波訊號

經由專家系統做判讀，後方醫療團隊為支援，確保每一筆生理訊號的準確。(3)健康維持性：透過自主健康管

理，最終目標是為了維持健康生活的狀態，把健康管理與看病諮詢分開，落實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

此系統將量測2個前額之腦波訊號(2 channel EEG)，透過互補式金屬-氧化層-半導體(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CMOS)類比前端(AFE)生理訊號感測放大電路以及類比轉數位電路，將訊號傳送到高效能生醫訊號無線傳輸模組並進一步傳送至即時嵌入式

訊號處理系統，即時嵌入式系統以結合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DSP)與開放式多媒體應用平台(Open Multimedia Application Platform, 

OMAP)系統來做為處理核心，由DSP負責複雜的數學運算，OMAP負責生理訊號分析運算，並與藍牙傳輸模組以及網路介面做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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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

根據統計資料，由台灣1600大企業提供的各項員工福利中，若針對醫療健康福利的實施來看，有84.9%的企業

提供員工健康檢查，22.9%提供舒壓設備，14.4%提供員工運動時間。若從產業分類，則以製造業的員工福利

實施程度最高，達40.07%，其中高科技產業有93.8%提供員工健康檢查，整體員工福利實施率也較其他產業

高，可見高科技產業對員工福利與健康非常重視；且高科技產業普遍工時較長，工作壓力大，員工較缺乏時間

運動，是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高風險族群。

以台灣為例，台灣之ECG遠距照護年度市場規模預估如下：

在居家照護市場方面，因考量主要以老年人為主要消費對象，透過預估65歲以上老年人口可能罹患心臟病，

且又可能同時使用ECG遠距照護之人數，乘上每年使用ECG遠距照護之費用，做為居家護市場之可能市場規

模。民國98年台灣地區老年人口總數為 2,457,648 (a)，97年老年人中心藏並死亡比例約為 12.50％ (b)，假設

此死亡比例不變，則98年時老年人口中可能罹患心臟病得人數為 307,206 (a)*(b)，預估這其中約20%的人數

會使用ECG，每人ECG使用的年費為$72,000，因此預估年度ECG遠距照護於居家照護中的可能市場總規模

為307,206 * 20% * $72,000 = $4,423,766,400 元(新台幣)。

B2B2C市場，因考量此市場主要是由公司以員工福利方式使用本服務，因此預估時是藉由推估園區中之高階

主管人數，乘上平均之ECG遠距照護使用費用，做為整體潛在市場份額之預估。園區（包括竹科、中科、南

科）員工總人數在2009年時為166,000，預估其中高階主管佔5％，因此使用ECG之人數為166,000 * 5% = 

8,300，再乘上ECG服務的年費＄57,600，潛在市場大小約為＄478,080,000 元(新台幣)

綜合以上居家及福利照護市場之預估，本產品所面對之潛在市場年度總份額為4,406,384,563元。

本系統包含一項硬體（無線心電訊號量測系統）與兩項軟體（運動型生理訊號分析系統、體適能成效分析系統）。一套獨立設備：(1) 可

攜式無線心電訊號量測裝置；兩套系統：(1) 無線生理訊號接收系統、(2) 心電訊號解讀專家系統。建置的服務平台包括: (1) 關連式資料

庫系統 、(2) 多人多工連線介面、(3) 自主健康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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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超音波結合磁振造影 - 新世代癌腫瘤治療系統

簡要敘述

高能超音波束 - 穿透皮膚精準集中在癌腫瘤區域 

(a)執行熱手術 (55℃以上)

(b)執行熱治療 (43℃ - 46℃)

(c)強化多功能抗癌奈米顆粒累積及釋放控制 

磁振影像系統

(a)高能超音波束導引 

(b)線上治療規劃 

(c)即時監控溫升及奈米藥物分佈 

(d)即時線上療效分析及強化治療 

整體利基

(a)最大治療效益 

(b)最低可能傷害 

(c)病人安於治療 

經濟效益

1.市場接受度高 - 在現有的磁振造影診斷系統上，即可擴增此新世代癌腫瘤治療系統，預計市場相當龐大。

2.治療系統效益大 - 可針對不同治療區域及目的，搭配相對應的超音波探頭及平台，提供各式模組化解決方 

案，發揮系統最大治療效益。 

3.產值高 - 預計此熱治療系統每年全球產值可高達新台幣一百億元。

圖三　相容於磁振造影系統之超音波探頭的三維移動承

載系統

圖一　4-element球型超音波探頭 
(Cheng, TY et al., Medical Physics, 2008.)

圖二　利用聚焦型超音波所形成熱燒灼區域 (a) X-Y平面 (b) X-Z平面 

圖四　聚焦型超音波與顯影劑用來加強奈米藥物在腫瘤微血

管的釋放(Lin, CY et al., 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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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腫瘤體積隨治療時間變化的情形 (Doxil[6mg/kg]+MB+US) (Tseng HC et al., ISTU 2011)

圖五　以聚焦型超音波與顯影劑 (Doxil[6mg/kg]+MB+US)治療老鼠腫瘤一個月的情形，可見腫瘤

明顯變小。(Tseng HC et al., ISTU 2011)



26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磁振影像導引聚焦超音波(MR-HIFU)治療系統原型機

簡要敘述

聚焦超音波(HIFU)，能將超音波能量由體外聚焦於腫瘤中，將極小範圍之腫瘤組織於極短時間內升溫因而壞死

(如圖一)；而磁振造影(MRI)除了提供腫瘤診斷影像外，近年證明亦可提供即時溫度影像，成為腫瘤熱治療最

佳的監控系統，美國GE公司推出”磁振影像導引聚焦超音波子宮肌瘤治療系統”，已取得美國FDA認證。磁

振影像導引聚焦超音波腫瘤治療技術之優勢在於毋須開刀沒有創口、無放射性副作用低、門診治療無需住院、

治療效果佳。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工程研究組與台灣大學醫學工程所共同組成一支具備醫學與工程背景之研發

團隊，並在近五年內已經提出多項專利申請，建立技術平台，完成首架系統原型機，進行疾病導向之產品開

發，如下簡述：

子宮肌瘤: 拱門式超音波定位機構，如圖二(a)所示，能讓病患舒適地平躺於治療平台上，克服市面現有系統讓

病患以趴臥式接受治療之不適感，並可以輕易地架設於現有MRI系統床台上，已經申請美國專利，且動物實驗

已經驗證其安全性與有效性，現正與林口長庚醫院及西門子公司合作，準備進行先期臨床試驗。磁振影像監控

超音波熱點技術之建立，如圖二(b)與(c)。

肝癌: 為求克服超音波肋骨遮蔽與呼吸造成癌組織律動之兩大問題，已經成功開發磁振相容雙曲率陣列式聚焦

超音波探頭，具備自行設計與國內生產之技術能力。仿體實驗證實此探頭在深度方向(z軸)具備6公分(14公分

至20公分)之電子式動態聚焦，如圖三(a)所示；以及在頭腳方向(x軸)上6公分之焦點導航，如圖三(b)所示。已

經申請美國專利。

乳癌: 針對DCIS微小腫瘤與大體積腫瘤之治療，已經設計與製作出超音波探頭與控制平台之雛型(如圖四所

示)，目前處於有效性驗證階段，將與國際乳房專用MRI系統廠合作。

經濟效益

1. 為數種腫瘤治療提出安全、準確、有效而且經濟之方法選擇。

2. 成立新創公司，建立高階醫療器材事業。

3.  具體成果為高單價高附加價值設備，包括MRI控制和HIFU治療之硬體、韌體、軟體及臨床應用等，為一跨領

域高門檻技術產品，台灣將可掌握所有設計及生產技術。

4. 產品上市5年內保守估計創造約新台幣60億產值。

圖一　單一振元聚焦超音波探頭及其發射聲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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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a)磁振相容拱門式超音波定位機構；(b)超音波燒灼活體豬腿之磁振造影熱劑量分布圖；(c)活體豬腿燒灼點之磁振影像圖。

(a) (b) (c)

探頭 燒灼點 仿體 黑色吸音棉

圖三、(a)肝癌治療用陣列式探頭於深度方向(z軸)動態聚焦之仿體實驗；(b)頭腳方向(x軸)電子式焦點導航之仿體實驗。

(a) (b)

圖四、(a)治療微小乳房腫瘤之輪狀陣列式聚焦超音波探頭；(b)治療大體積乳房腫瘤之環狀陣列式聚焦超音波探頭與定位機構。

結構示意圖 探頭原型背面照 探頭原型照 磁振相容三軸定位機構



28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數位控制式奈米磁粒熱療高週波加熱器

簡要敘述

奈米磁粒熱療法是利用奈米磁粒對癌細胞加熱，因癌細胞對熱的

敏感度比一般正常細胞高之原理來殺死癌細胞。當溫度加熱到

42℃左右時，癌細胞會被殺死，但正常細胞則不受影響。其加熱

效果的驗證通常使用工業用高週波加熱器，藉由導通大電流的感

應線圈產生之交變磁場加熱奈米粒。但此種方式有些重大缺點：

(1)傳統高週波使用之圓形線圈磁力線集中在線圈中心軸，只適合

做小區域試管實驗，無法做到均勻加熱；(2)線圈中心軸以外區

域，磁場快速發散衰減，幾無加熱效果；(3)傳統高週波加熱器

的頻率是由大電容、電感、加熱線圈及金屬加工物組成之LC等效

電路共振產生，其共振頻率隨加熱試件而異，無法設定在一個頻

率。本研究藉由導入微控制器及複合可程式邏輯裝置全數位化控

制並搭配可變電感及電容，將高週波加熱器頻率調變到定值。使

用自行設計之導磁加熱裝置將磁力線導引到欲進行交變磁場加熱

的位置，方便生物體加熱實驗，並讓磁力線均勻分佈在腫瘤區，

避免局部熱點燒灼傷害，提高了高週波加熱器在應用上的技術 

層次。

經濟效益

目前國際上尚無類似儀器設計，本團隊的設計提供了未來癌症治

療上的優勢及領先技術。本系統可以讓高週波的磁場導引出來並

均勻分佈在生物體上，以利生物體癌細胞磁場加熱面積部位的

均勻溫昇。計劃與產業界合作研發具有前瞻性的、高度跨領域整

合、高附加價值的醫用「數位控制式奈米磁粒熱療高週波加熱

器」，其可造福廣大病患並大幅提升臺灣在醫療器材領域的國際

知名度。

數位控制式奈米磁粒熱療高週波加熱器原型機

國立成功大學楊明興特聘教授領導的「三維可控的電磁熱生物醫學技術平台計

畫」成果記者會 (2011.01.25)



29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世代磁振造影—寬頻磁共振造影技術  
Next Generation MRI (I) Wideband MRI

簡要敘述

磁共振造影在醫學應用方面近年來的研究趨勢是朝著更快速的大範圍造影前進，提高時間及空間解析度使得磁

振造影的診斷可以更快速且提前到更早期的診斷如全身健檢﹑癌症篩檢，不論在醫學健診中心以及研究機構都

是如此。寬頻磁共振技術導入現代數位通信領域的概念，使用寬頻概念提高磁共振造影過程當中的資料頻寬。

此頻寬的加速概念可以施於市面上現有磁振造影軟體與硬體，以及加成於現有的加速效果如平行影像等，全球

數千台現役的磁振造影儀器也可就地升級提高其效能。在假體模型／動物實驗／人類受試者身上已經初步證實

可以有2~8倍的加速效果，亦可提升造影空間解析度清楚檢驗各樣病症之細微變化。

經濟效益

目前市場上對於快速高解析度磁振造影之市場需求大（可參閱下述成果效益）

本技術已證實可在現有儀器上實施,在短時間內即能夠進行臨床評估。據估計，美國在2008年之核磁共振設備

市場已達到19億美元，日本和中國大陸等國家對於核磁共振造影亦有龐大需求。有鑑於此，核磁共振造影技術

之改良及創新更顯重要，無論是新設備、技術的開發或是既有設備的更新和維護，預估全球在2010年可有55

億美元以上的市場潛力。其中每年購買台數4000台以及現存的總機器數量，假設全球共有5000台磁共振系統

進行本技術升級，收取費用為十萬美金，本技術相關市值總金額即達到五億美金。據台大委託冠亞智財進行技

術鑑價，本技術產值達二十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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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手術用CT影像輔助導航系統

簡要敘述

椎莖骨釘﹙Pedicle Screw﹚植入手術需要相當高的精確度及豐富的臨床經驗，因為骨釘植入的路徑稍有誤

差，就可能傷害到脊椎神經。傳統的脊椎手術，醫師是藉由病患的電腦斷層掃描(CT)或核磁共振(MRI)影像來

作診斷與手術規劃，術中醫師則憑藉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來執行鑽孔及骨釘植入，手術的不確定性與困難性無

可避免。本CT影像輔助導航系統將二維的電腦斷層掃描影像重建成三維模型，並顯示各種剖面影像資訊，以

輔助醫生進行手術規劃；手術時，在光學定位器的協助下，透過脊椎外型特徵，將脊椎、手術器械與三維CT

模型完成對位(Registration)，醫師即可依據電腦螢幕即時動態顯示的器械、病患脊椎及規劃路徑的相對方位

關係，精確地進行椎莖鑽孔與骨釘植入。

經濟效益

1.本系統所提供的手術定位導引功能可以讓脊椎手術更安全可靠，縮短醫師臨床學習的時間，並降低醫師需要

豐富臨床經驗才能完成手術的要求。

2.此一核心技術可推廣用來發展以各種影像(CT/MRI/US)輔助各外科(如耳鼻喉科、一般外科、⋯)的手術導航

系統。

3.預期未來有機會成為手術室必備的設備。

獲獎情形

國家新創獎

光學式定位裝置

筆記型電腦

光學式導引手術機械

術前規劃及手術導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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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手術用C臂影像輔助導航系統

簡要敘述

C-arm X-光機是骨科手術常用的診斷造影設備，由於X-光影像是二維透視投影，欠缺組織的空間資訊，手術

過程中必須頻繁地拍攝以確認器械或植入物的方位正確度，致所累積的輻射劑量嚴重威脅病患及醫療人員的健

康；因此減低C-arm影像的拍攝次數，又讓影像可以協助醫師精確定位手術器械或植入物，降低手術失敗風

險，是骨科手術所急需要的。本C-arm影像輔助導航系統整合光學定位器、電腦、及C-arm X-光機，只需兩

張C-arm影像即可計算出目標物的空間位置或方向，並將手術器械方位即時動態顯示在電腦所呈現的C-arm影

像上，協助醫師將手術器械精準的定位在目標方位上，進行後續的治療。

經濟效益

1.既有的技術可發展適合多種骨科手術的導航系統如脊椎椎莖螺釘固定、骨折重建、十字韌帶重建、髖關節與

膝關節置換等手術。

2.可結合C-arm機器, 繞圈多重拍攝影像，重建出類似CT影像的三維模型，供術中規劃與導引用。

3.可將CT/MRI與C-arm影像進行對位(Registration)，醫師可在CT/MRI影像上進行手術規劃，再由C-arm影

像協助導引。

4.預期未來有機會成為骨科手術必備的設備。

獲獎情形

龍騰微笑競賽 - 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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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患者復健用之智慧型功能性電刺激系統

簡要敘述

功能性電刺激主要是使用電刺激脊髓損傷患者的癱瘓肢體或中風患者的偏癱肢體，使其產生功能性的動作，以

達到復健的功效。經由電刺激可以平滑的踩腳踏車30分鐘以上，對脊髓損傷者肌耐力，骨質密度、痙攣情形、

心肺功能等功能都有功效。為求再精進及重新開創新商機，本研究的主軸由脊髓損傷患者轉為中風患者，因人

口老化及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激增，將此一系統應用於中風患者的復健應用，其商機更大。此一相關研究並獲得

台灣與以色列雙邊的國際合作計畫，為國內醫學工程研究首次獲得補助者，探討中風患者的不對稱性踩車動作

及剩餘力量

經濟效益

由成功大學醫工所發展的混合式功能性電刺激踩車系統(FES cycling)研究，於2005年由國科會小產學計畫將

此踩車技術轉移至國內醫療器材廠商，其成果曾獲推薦為「國科會大小產學醫學工程學門的成功案例」，並發

表於當年度行政院委託的科技白皮書。但在廠商的商品化過程中，因與其國際廠商的合作不順利，其國際廠商

另尋英國廠商合作後，積極推廣上市，並獲得比預期中龐大的復健市場商機，此一結果使國內醫療器材廠商喪

失先機。

目前台灣中風人口總數推估達12萬人。中風後易產生半身行動不便、雙腳無力支撐、維持步態平衡困難等症

狀。全球行動輔具市場自然成長率為10%以上，以中風族群初估，現有全球市場規模約台幣3兆；國內現有市

場規模台幣120億，(全球市場規模初估：功能性電刺激系統每套50,000 *人口3千萬*產品與服務200% =台幣3

兆；國內以12萬中風族群初估)。國內中風人口年增35,000人，以10%市佔初估，年增產品與服務產值達台幣

3.5億，(每年新增市場初步預估：FES電刺激系統每套50,000 * 新增人口35,000 * 市佔10% * 產品與服務200% 

= 台幣3.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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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輕量化載具

簡要敘述

本團隊擬發展出一個多功能載具產品，結合輪椅的移動功能及站立架的站立功能，用以協助行動失能者行動、

站立及移位功能。期待不能自主站立行動的脊隨損傷患者，能藉由使用此一智慧型移位和站立載具，以達到與

一般人相同的生活情境，包括獨立自我移位、從事各項站立活動與智慧型控制⋯等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種種事

項。本智慧載具除了可以增加使用者的獨立生活能力外，還能減輕照顧者的生理及心理負擔，增進失能者及照

顧者之生活品質。並提供以下功能：

(1) 能獨立自我移位--包括床邊、馬桶、輪椅、座椅之間的相互移位。

(2) 能使病人站立起來進而從事各項活動---如打電腦、拿高處物品、閱讀、與人平視交談等

(3)透過有線及無線控制而能讓使用者在室內及室外自由行動。

經濟效益

由於患有脊髓神經系統損傷或下肢肌力不足等下肢障礙者，於起立及行走時均會產生障礙，因此均需要他人扶

持幫助，而會造成相當大之困擾，所以如何對於上述下肢障礙者提供一個無障礙的生活環境，係為最迫切需

要。發展以未來都會區的高齡或行動不便者友善環境之個人載具為主要方向。此外，操作界面除了操作使用上

的友善互動之外也兼具高齡或行動不便者的自尊感受。絕大多數的脊髓損傷患者皆可使用本產品，此有一定的

市場規模。

獲獎情形

本設計獲得第七屆國家新創獎

主結構由主支架(1,2,3)，載具車座(4)，膝架(5)，座椅(6)等六個部分所構成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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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具適應性訊號處理之無線心電圖機

簡要敘述

絕大部分致死的心血管病發都發生於居家。簡便的心電圖機是最有效的預警裝置。然而居家不若醫院有良好的

抗干擾環境，導致目前攜帶式心電圖無法獲得低失真的心電圖提供準確的預警。

本產品具微型抗干擾生理訊號擷取裝置設計、高速嵌入式生理電訊號HHT運算技術、生理回饋風險管控平台。

此慢性疾病預警醫材可應用於疾病復發評估、藥物療效追蹤與心血管併發症風險的評估。ITRI發展目前最新的

HHT晶片，在穩定的運動，可長距離傳送心電圖。由於HHT的技術，心電圖不但保有高度傳真，而且可以有效

去除外在干擾。未來會透過更高度的運算技術整合，與低耗能設計，完成近似貼片的心電圖機，以提供心臟病

患的居家之緊急預警。

經濟效益

ITRI成為個人化醫學與醫療院所照護

等關鍵元件系統研發設計中心，延

伸高值化的醫療電子產業，作為我

國下個新興科技產業發展的基石及

開創新興產業，具體的效益如下：

•發展低成本、輕、薄的人性化與便

利性產品。

•節省業者個別從事研發之高額投

資，進而增加產品附加價值，提高

國民生產毛額。

•協助業者進行技術評估、開啟產品

臨床試驗、技術引進，更甚而增進

自有品牌創造能力。

無障礙之生理訊號擷取裝置系統架構圖

高自適性之 HHT based filter 技術之技術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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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睡眠檢測儀 睡眠與心血管疾病風險監控技術

簡要敘述

為了有效利用醫院睡眠檢查資源，且避免睡眠檢查操作繁複，本研究將量測受測者整夜的血氧飽和濃度單一訊

號，分析訊號時域/頻域特徵值，估測呼吸紊亂指數(Apnea Hypopnea Index, AHI)。由於脈動血氧計量測血

氧飽和濃度，無法得知受測者確實睡眠時間，因此將透過三軸加速度計，紀錄受測者睡眠期間動作變化，預期

能分析受測者睡眠時間與睡眠行為，期望提高血氧飽和濃度評估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風險準確度，期望利用

此研究達到睡眠呼吸中止症初步篩檢。 

產品特性：

1.由血氧飽和濃度顛一訊號分析AHI

2.取代PSG儀器，簡化睡眠檢測流程

3.適合於居家量測，減少醫療資源浪費

4.避免受測者對環境及量測過程不適感

5.多通道訊號同步擷取。

經濟效益

可應用於

1.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自我檢測

2.連續氣道正壓呼吸器治療效果分析

3.自我睡眠品質紀錄與管控

4.生理狀態監控、睡眠管理

5.療程生理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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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式負壓輔助睡眠呼吸照護系統 

簡要敘述

睡眠呼吸疾病會直接影響病人的睡眠品質，可能造成高血壓、中風及心肌梗塞等，嚴重影響病人的健康，甚至

導致死亡。傳統睡眠呼吸治療方式均存在療效有限或不方便等缺點。此睡眠呼吸監測與照護系統結合現有牙套

與陽壓呼吸器的優點，利用口部介面，在口腔內造成負壓，藉以維持舌頭不會在仰躺時往呼吸道方向掉落，造

成呼吸道阻塞，除可治療睡眠呼吸中止症外，亦可減少打鼾發生的機率。

技術優勢：

•可攜性提高：此裝置可以電池供電方式運作，提高使用者的機動性

•噪音干擾減少：此裝置可間歇性運作，減少馬達運作時產生的噪音

•使用簡單：使用上像嬰兒的奶嘴，不需額外的面罩或加濕加熱裝置

經濟效益

•可應用於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打鼾族群、年老或因疾病造成喉部肌力控制力不足，易造成舌頭阻塞呼吸 

道者

•目前歐美市場預估仍有超過90%以上的睡眠呼吸障礙的患者仍未接受治療，而國內目前約有45萬名潛在患

者，透過負壓呼吸治療技術的推展，降低治療成本，增加便利性，提高使用者意願，藉此切入龐大的呼吸治

療市場，為我國醫材產業注入新的產值

治療原理

原型機開發 臨床試驗原型機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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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肌力計 

簡要敘述

目前臨床上等速肌力的量測必須使用大型等速肌力儀，儀器成本高且操作

不易，而工研院基於嵌入式系統所開發之手持式肌力計，在診間內即可同

步完成肌力、關節可動範圍以及移動速度量測，並利用USB傳輸技術將儲

存的資料傳至電腦，進行資料庫分析，而手持式肌力計亦可即時圖形顯

示，方便醫師與物理治療師掌握測試的結果。

經濟效益

•可應用於運動員訓練成效評估、復健後肌力重建評估、運動傷害或中風

之機能損傷評估 

•方便攜帶，可隨時進行運動訓練評量或運動傷害事前預防及復健療效的評估

•此產品是由台灣工研院與紐西蘭IRL跨國執行復健輔具合作開發計畫所完成之成果，透過此國際合作槓桿國際

研發力量，鏈結科專成果帶動台灣新興產業。此國際合作模式亦可推展與其他國家之合作

•已完成兩項專利申請

原型機

資料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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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斷層掃描大腸鏡系統

簡要敘述

為提升初期大腸腫瘤診斷之精準度，並協助決定個人化最佳的治療方案以及檢察周期，開發此套光學斷層掃描

大腸鏡系統，結合內視鏡與光學斷層掃描系統作初期大腸腫瘤的量測。

產品特性：

•定量分析黏膜層厚度以及腺窩紋路，以影像特徵作快速定量分析提供醫師診斷依據 

•不需要對腸壁進行費時的染色檢驗，提升檢測效率 

•斷層掃描提供病變分布深度資訊，提升診斷準確度

•可避免大腸表面黏膜以及排泄物的影響，使用更方便

經濟效益

•此系統可助於診斷初期大腸腫瘤，改善醫療品質以及醫療資源使用效率

•開發光學同調斷層掃描技術之新應用於高階大腸鏡功能開發，帶動光學診斷儀器新市場開發與廠商投資

•本系統於今年將進行臨床學術研究，相關專利四案申請中

不需染色、快速診斷

產品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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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式咽喉直達鏡

簡要敘述

本產品等級為Class-II Medical Device，由工研院醫療器材快速試製服務中心(RPC, Rapid Prototyping 

service Center)與台大醫院耳鼻喉部合作開發之曲式咽喉直達鏡。針對目前深部咽喉手術需將患者咽喉道打

直的手術缺點，進行咽喉手術器械彎曲式之開發設計，並符合人體工學、避免患者二次傷害、縮短手術時程、

輔助醫師手術操作順利，本開發產品共含三項：曲式咽喉直達鏡、曲式咽喉手術器械、曲式影像咽喉鏡。

產品特性：

1.具彎曲形狀的咽喉頭中空管，採用具生物相容性材質

並可高溫滅菌消毒與重複性使用

2.具可撓曲之高解析度視訊及高亮度光源，清晰觀察咽

喉道深部

3.具可撓曲之手術切片器械，進行切割、剪切、夾取、

縫合的動作

經濟效益

1.咽喉部手術、內視鏡手術、微創顯微手術應用

2.協助傳統產業升級跨入醫療器材領域

3.創造具有高附加價值應用的醫療器材市場

4.美國、中國、台灣專利申請中

傳統喉部手術狀況

改良後之操作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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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拋棄及抽換的內視鏡

簡要敘述

運用台大醫院麻醉科的喉頭內視鏡之微型化的影像感測器，開發一個可拋棄及可替換的攜帶型內視鏡，進行氣

管鏡手術時用以深入病人喉頭，內視鏡儀器內含高解析度視訊，能將觀察部位影像輸出，快速提供醫師患部之

影像辨識。

產品特性

•有使用者介面功能

•醫療管管徑3.9mm

•含有錄影、拍照、記憶等功能

經濟效益

此為協助台大醫院開發之產品，符合可消毒及可拋棄特性，其人性化設計及影像技術的增進，使醫師為病患進

行手術時更加便於使用，亦能避免二次感染風險，其便利攜帶的特性，不管是在災難或是緊急救護上，皆可發

揮先期診斷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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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負壓創傷照護系統

簡要敘述

糖尿病足潰瘍是糖尿病患者最常見的慢性併發症之一，是造成患者高

位截肢（膝下或膝上截肢）的主要原因，台灣地區每年約有一萬例的

糖尿病患者接受高位截肢，15%的糖尿病患會發生足潰瘍，約三分之

一的患者將難逃截肢的命運。

負壓創傷癒合治療法，為物理療法的一種，係利用簡易的真空幫浦結

合封口貼布與生物相容性孔隙材料，在傷口內形成負壓環境，用以移

除傷口膿液及感染物質、提供潮濕的治療環境、保護傷口、加速傷口

癒合時間，目前該治療法已成為包含糖尿病足潰瘍內之慢性傷口癒合

治療的標準化療程，且越來越多國家的保險開始給付相關治療費用。

產品特性

1.大幅縮短了負壓源到傷口的距離，可使用較小功率的馬達實現相同的

創傷負壓效果

2.無需使用笨重的廢液處理管線與收集瓶，改用輕巧貼身的集液包收集

抽出廢液

3.大量運用人因工程設計，病患接受負壓治療期間仍可正常工作生活

經濟效益

可應用於糖尿病足潰瘍治療、褥瘡治療、靜脈曲張潰瘍治療，病患治療

期間仍可正常工作生活，改善其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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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點照護微血檢測儀

簡要敘述

「定點照護微血檢測儀」係不需樣本前處理、樣本量微小化、友善且具指示之操作者介面、縮短檢測時間、

具自我校正功能的all in one產品。為國內外市場上生化標記檢測定點照護產品中，血量需求最少的產品，一

項生化標記僅需5 μl全血，同時檢測多項標記亦僅需2滴指尖血，即可於15分鐘內同時完成多項生理指標之檢

測。體積輕巧，單按鍵完全自動化操作，適合應用於小型醫療院所或定點照護之一般血液生化檢查。已完成包

含血脂、血糖、肝功能、腎功能等生化標記檢測。相關技術已累積獲證5篇專利，並有25篇專利申請審查中。

經濟效益

2008年全球定點照護市場值約有47.8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6%，其中膽固醇與血脂之檢測就有3.4億美元。本

技術之開發可帶動台灣體外診斷試劑與醫療器材產業之升級，提供新型檢測試劑與系統之先進技術開發服務，

也針對實驗室建構提供廠商專業的諮詢與協助，包括實驗室設備所需項目、規格、驗證方式、操作流程等，希

望除技術開發外，也能協助廠商快速建立產品驗證及量產製程能力，俾能落實技術商品化目標並加速產品上市

之進程。目前已完成酵素試劑配方之技轉案300萬元，工業服務案1050萬，及分析系統之技轉案500 萬元。今

年度將專屬授權技術移轉ICT廠商，促成廠商成立新事業群投入體外診斷系統開發。

獲獎情形

榮獲2010年台北國際醫療展創新產品獎

榮獲2010 工業技術研院院成果貢獻獎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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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電子鼻

簡要敘述

本計畫主要發展手握式生物電子鼻系統，採用高靈敏度的生物材料胜肽(peptide)作為感測物質，開發以非侵

入式的呼氣檢測疾病之技術，完成尿毒症及肝硬化診斷模組開發，根據臨床測試結果，尿毒症診斷模組檢測

198個樣品，含健康人、門診腎功能衰竭、尿毒症病人等樣品，預測肝硬化準確度達93％。後續亦陸續開發出

多功能生物電子鼻系統，進行複雜氣體之篩檢；目前有多項臨床合作案持續進行中，包括肺炎感染、泌尿道感

染等病原菌之篩檢、以及肺結核檢測等相關醫學應用。生物電子鼻之疾病診斷應用的開發過程中，一共提出多

項專利申請，包括具原創性之專利，相關研究已於國內外期刊及國際研討會中發表。

技術優勢

•生物電子鼻系統檢測疾病為非侵入式

•五分鐘內可立即獲知檢測結果

•具有針對檢測不同疾病之感測模組，為可抽換式

•系統重量輕，容易攜帶

•生物電子鼻可以進行原地監測(on site monitoring)

•生物電子鼻系統為技術平台，可發展應用於多種疾病檢測。

經濟效益

98年與福永生物科技公司簽訂非專屬技術暨專利授權契約，共

移轉9件相關專利，授權金額為新台幣500萬元。另外在產品開

發前期，其中四項專利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技轉給廠商，應用於環境監測技術的發展上。

此產品是一項具有完整專利佈局的創新性醫材，可由產業界承接後，快速進行商品化，改變台灣目前醫療器材

產業大多為OEM或ODM的模式，期以本技術衍生之產品促使台灣產業建立自有品牌與開拓市場。生物電子鼻

應用領域相當廣泛，除了醫學診斷外，還包括可用於食品風味檢測、環境檢測、工業程序監控等相關有氣體分

析需求之產業上。

獲獎情形

得獎紀錄

•工業技術研究院研究成就獎銀牌獎。

•經濟部科技專案創新技術獎。

獲得專利

共5案16件。

國際期刊發表

•SCI Journal：Sensors and Actuators B 76：177-180 (2001)

•SCI Journal：Sensors and Actuators B in press (2010)

感測模組

生物電子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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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相骨關節修復技術

簡要敘述

利用病人患部所取出少量不受力處的健康軟骨，切碎後經過特殊酵素溶液浸泡，載入由工研院所研發的兩相多

孔載體中，再利用自行開發的自體組織可拋棄式裝置、生物可吸收性骨材與微創手術器械，將兩相骨植入病人

患部，軟硬骨在短時間之內便可自行增生修復。適用於年輕人的運動傷害或外傷引起的關節軟骨缺損，更可應

用於中老年人小範圍的關節炎、關節退化和關節骨頭缺血性壞死，降低置換人工關節之機率。手術程序簡單，

不需體外培養軟骨細胞，病人除了可保有自己的關節，無需置換人工關節，而且僅需進行一次約30~40分鐘的

手術時間，傷口小，復原也快速。

經濟效益

此創新型高附加價值醫用植入式產品開發，將帶動國內

骨科器材產業傳統金屬或高分子醫材，轉型向更高層次

之複合型醫用人工植入醫材；目前已完成10例臨床研

究，並通過衛生署臨床試驗許可，本年度將進行產品上

市之全球首例多中心人體臨床試驗。

兩相多孔載體

兩相骨手術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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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創脊椎融合固定產品

簡要敘述

開發結合高機械性質生醫高分子PEEK與具骨引導特性多孔性PLGA人工骨材，以一體成型方式開發複合材質之

頸脊椎內固定器，直接植入椎間盤移除之空洞處，來達成原本需移植病患自體骨骨融合治療之功效。治療椎間

盤退化問題，使用椎間融合器並輔以內固定器固定椎體，以提供適當的穩定性及空間讓骨組織融合，僅需利用

微創手術，在多個小於一公分的手術傷口內植入，減少因大傷口所造成大量失血，並縮短病患傷口癒合及復健

時間。

經濟效益

工研院Spin-off與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新創事業公司「台灣微創醫材公司」，使鐿鈦公司由金屬量

產製造業轉型投入高階植入式醫療器材領域，首項產品即為微創脊椎融合固定產品，對害怕傳統脊椎手術病患

提供福音，除了減低病患因傳統手術後取骨處不適感，利用微創手術更縮短病患傷口癒合及復健時間，增加術

後椎體間的穩定度。此技術與產業界攜手合作創造高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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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醫療器材開發與法規評估方案

簡要敘述

工研院量測中心參考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新藥物法規關鍵路徑(The 

Critical Path to Medical Products, Section 603 of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mendments 

of 2007) 與CDRH醫療器材創新提案(CDRH Medical Devices Innovation Initiative, February 2011)、歐

盟創新藥物提案(Innovative Medicines Initiative) 以及SRI International 與University of Arizona 共同推動

C-Path Institute 的做法，協助國內製造業者投入高附加價值之醫療器材產品開發。本中心結合國內外臨床醫

師、衛生主管機關、法規驗證機構、醫療電子產品技術專家力量，協助醫療器材製造業者掌握產品臨床使用需

求，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品質管理系統，確保產品的安全性與功效性，縮短法規驗證時程，強化新進醫療器材

製造業者的國際競爭力。

經濟效益

1.建立臨床醫師、研發人員與製造業者交流機制，進行產品安全與功效評估之研討，協助參與廠商掌握臨床使

用需求，以提升產品品質。

2.根據最新調和化醫療器材法規要求，協助計畫參與廠商與國際接軌，擬定標的市場之法規符合策略，並建立

醫療電子品質管理系統及產品安全與功效評估能量，縮短法規驗證時程。

圖示資料

醫療器材設計開發生命週期可大致區分為「設計概念」、「雛型品」、「臨床前」、「臨床」、「法規審

核」、「產品上市」、「上市後品質監控」等階段[參考資料：美國FDA CDRH醫療器材創新提案白皮書

(CDRH Medical Devices Innovation Initiative White Paper, February 2011)]。工研院量測中心針對「設

計概念」至「法規審核」各階段，結合國內外臨床醫師、衛生主管機關、法規驗證機構、醫療電子產品技術專

家力量，規劃『創新醫療器材開發與法規評估方案』，方案內容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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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廠商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項目

A.酵素免疫分析檢測試劑

(1)肝炎病毒–A型肝炎病毒 (HAV), B型肝炎病

毒 (HBV), C型肝炎病毒 (HCV) 

(2)反轉錄病毒–愛滋病毒 (HIV) 

(3)腫瘤標記–甲胎蛋白  (AFP) ,  癌胚抗原 

(CEA), 腫瘤抗原標記(CA125, CA153, 

CA199), 攝護腺特異抗原 (PSA)

B.病毒即時定量PCR檢測試劑

(1)B型肝炎病毒即時定量試劑 

(2)C型肝炎病毒即時定量試劑 

產品簡要敘述

普生的產品主要分為體外診斷系統、原料和

定點照護這三方面。

1.體外診斷系統：

甲、自動酵素免疫分析系統

乙、病毒量即時定量系統

丙、輻射免疫分析試劑

因著客戶所需處理檢體的量不同，普生也會

提供多樣化的自動化檢測系統，搭配不同酵

素免疫分析檢測試劑以及病毒即時定量檢測

試劑，進行各式各樣的檢測。

2.原料：

(1)抗原

(2)抗體

(3)PCR主反應物

在體外診斷試劑中，抗體可用來製作免疫分析盤(ELISA plate)，或是病毒血清學鑑定，而抗原分子也可用來製

作免疫分析盤與偶合液，與檢體中的抗病毒抗體結合，以確認是否感染疾病。

酵素免疫分析檢驗試劑

病毒即時定量PCR檢驗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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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點照護：

(1)血糖監測儀

(2)傳染疾病

(3)懷孕荷爾蒙

(4)腫瘤標記

(5)心臟標記

除了上述之外，普生公司在OEM(原廠委託製造)與ODM(原廠委託設計)領域已有長久且專業的服務經驗，可

為客戶設計、代工生產符合要求之高品質產品。 許多產品也拿到台灣和歐盟的證照，以及專利。

經濟效益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有87種產品，行銷全世界共50個國家，其中台灣內銷市場占43%、亞洲市場占29%，由

於本公司所生產的體外檢測試劑均由國人研發與製造，於研發階段有特別針對亞洲人的血清型與病毒型做深入

研究，因此產出的檢驗試劑於亞洲人種之檢出率高達100%，特別適用於亞洲國家。

目前國內生技相關廠商中僅8家是做「檢驗/診斷試劑」，但台灣醫院超過18,000家，平均每日提供醫療服務超

過90萬人次，其中醫療檢驗支出評估每年超過兩百億新台幣，但是目前市場幾乎都是國外廠商占領，未來希

望我們的產品除了技術創新之外，也希望能夠透過辦理產品說明會、參加國內外展覽、提升服務品質及定點照

護，讓整個世界診斷市場可以打開。

重要發現及獲獎情形

時間 事蹟

民國81年02月 開發新產品『C型肝炎檢驗試劑』並獲得行政院衛生署證照

民國81年12月 開發新產品『愛滋病毒檢驗試劑』並獲得行政院衛生署證照

民國87年06月 獲得行政院衛生署優良藥品製造標準cGMP認證

民國87年12月 開發新產品『人類T細胞白血病病毒檢驗試劑』並獲得行政院衛生署證照

民國89年12月 獲得「2000年國家醫療保健暨生技發展委員會生技應用類國家生技醫療品質金獎」

民國90年10月 獲得經濟部「2001年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

民國93年11月 獲得ISO 13485認證

民國94年04月 陸續獲得歐盟IVD共三十五項產品認證

民國95年10月 獲得台北市政府「2006年台北生技獎產學合作金獎」

民國98年06月 『HBV即時定量PCR檢驗試劑』通過台灣衛生署查廠認證

民國98年11月 『C型肝炎檢驗試劑V4.0』通過台灣衛生署查廠認證

民國99年09月 『HBV即時定量PCR檢驗試劑』通過歐盟查廠認證

民國99年11月 獲得「2010渣打中小企業金質獎」

民國100年03月 獲得「第九屆台灣金根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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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與授權

專利名稱 專利與授權狀況

C型肝炎酵素免疫分析法
取得國立台灣大學獨家授權，且取得兩項專利，台灣專利證書號為
058179、050226

B型肝炎病毒即時定量與分型 
技術

已申請美國、台灣與中國大陸專利，美國專利代碼為 U S 
2004/0191776 A1，台灣專利公開號為200418991, 200819542, 
200819543 ，中國大陸專利代碼 CN 1995982A

單點核苷酸多型性(SNP)鑑別 
方法

已申請美國與台灣專利，台灣專利公開號為200418990，美國專利公
開號為US 2004/0185452 A1

肝臟疾病之生物標記分子及其
檢測方法

取得工研院獨家專利授權

用於肝纖維化診斷之生物標記 取得工研院獨家專利授權

普生提供每個階段的肝病診斷

普生肝臟照護中心

Therapy
治療藥物選擇&
新藥開發篩選

捐血時B型/C
型肝炎病毒感染

篩檢

臨床分子監測(病毒性/
酒精性/代謝性肝病)

GBC Liver Care Center

HBV, HCV病毒檢驗

肝炎免疫檢驗

BioFibroScoreTM 肝纖維化診斷

AFP肝癌檢驗

Therapy

MonitoringMonitoring

ScreeningScreening

正常人體檢（預防）

PreventingPrev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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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高頻超音波影像系統 (High frequency ultrasound imaging system) 

簡要敘述

本公司所開發之產品 (Panoview β1500) 為一高頻, 高解析度, 全數位化

之即時(Real-time) 超音波影像系統, 空間解析度可達到30 微米以上, 由於

採用消費型電腦的硬體架構 (PC-based) 以及純軟體 (Software-based)

的運算處理技術, 因此不論在技術上以及價格上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 本產

品主要針對臨床前 (Pre-clinical) 醫學的研究，如以老鼠為主之小動物影像 

(Small animal imaging)。由於動物體積小, 傳統低頻超音波系統無法提

供足夠的解析能力, 相較之下, 本產品之操作中心頻率提高八倍以上, 因此

可提供高解析度、高對比度、具有血流資訊的小動物影像，以減少動物不

必要的犧牲。本產品共有七種影像模式, 包含彩色都卜勒(color Doppler), 

超音波對比劑影像(Contrast mode), 以及三維影像擷取與重建等模式, 主

要的小動物影像應用包含腫瘤、心臟、血管系統、腹部、胚胎生長等醫學 

研究。

經濟效益

在生技醫學領域中，腫瘤研究學、生物胚胎發展學、生物基因研究大多以老鼠為主的實驗性小動物，作為臨床

前(Pre-clinical)的評估模型。相較於其他醫學影像如核磁共振造影、電腦斷層掃描以及正子斷層掃瞄，超音波

影像有低成本、無輻射性以及即時性等優勢，因此極為適合用來發展小動物影像(Small animal imaging)。根

據Frost & Sullivan針對臨床前醫學影像市場所公布的調查結果，全球臨床用高頻超音波系統的銷售佔所有臨床

前醫學影像系統的總銷售額的9 %，而銷售總量為全球市場的20%，僅次於光學影像系統。以上兩項數據顯示

臨床用超音波系統有其市場需求，而且比起其他核醫影像系統，單價較為便宜，且具市場潛在擴張性。

本公司所開發之高頻小動物超音波影像系統為全球第二家擁有此技術的廠商  (目前全球市場由加拿大

Visualsonics公司獨佔，現已被美國Sonosite公司合併)。 相較於競爭對手, 本產品主要在價格上擁有明顯的

優勢, 在技術上也考慮到系統的整合性(Compactness)與可移動性 (Mobility), 容易上手的使用者介面, 以及

導入新穎的超音波影像技術如SAFT以及Coded excitation等. 也因為本公司能提供完整的系統設計以及製造

能力, 並掌握高頻超音波核心關鍵技術，本公司也已於2010年取得與全球知名之醫療器材大廠之合作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目前也與該公司進行前期銷售階段 (Pilot sales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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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ode (Brightness-Mode)

Displays the object under examination, with the 

graylevel representing the intensitiesof echo 

signals.

M-mode (Motion-Mode)

Displays the motion of tissue detected by one 

line in the B-Mode image over time and is 

commonly used in the cardiovascular related 

research.

PW Doppler Mode (Pulased-wave Doppler 
Mode)

Displays the velocity estimation at a specific 

scan line as a function of time.

Doppler Mode

Provides two modes: color Doppler and power 

Doppler mode. In both modes, blood flow 

information is measured and color-coded.

Contrast Mode

Offers the ability to image tumor angiogenesis, 

inflamm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mocro-

vascular structure using targeted contrast 

agents.

3D Imaging Mode

Provides an automatic scanning stage for 3D 

image acquisitions. The developed 3D image 

reconstruction alorithm is specifically optimized 

for tumo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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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vasular

Using PW Doppler Mode to measure the flow 

velocity of aorta.
Using Color Doppler Mode to observe the 

bifurcation of carotid arteries.

Cancer Research

Using 3D scanning to acquire and measure 

tumor sizes.

Using Contrast Mode to mark vascular 

angiogenesis inside tumors.

Abdomen Research

Mouse liver image under B mode.

Using Color Doppler mode to observe flow 

directions of hepatic vessd and abdomen 

aorta for mice.

Embryo Research

Real-time embryo imaging

Opthalmology

Mouse eyeballs is detected with velocity 

profiles in retinal vein and art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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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鼎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要敘述

五鼎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於1997成立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主要從事生物感測技術研發、製造及行銷之高

科技，產品以應用於醫療檢測與居家護理等產業為主。自成立以來，以自行研發之專利電流式血糖測試儀套件

產品為基礎，開發國際市場，營運規模日益擴大，獲利狀況優良。五鼎生技為國內第一家上市之生技公司，也

是國內第一家取得美國FDA510(K)檢驗認可之生技公司。

五鼎生技從產品研究、開發到製造銷售能力在業界擁有極高信譽，除跨足醫療電子與居家健康生活檢測並提供

全方位健康檢測外，近年並以異業聯盟方式擴展至遠距健康照護服務，更與電信業者合作推出能連結接收器的

血糖測試系統，透過先進的數據管理系統，上傳至醫療院所，達雲端管控。

五鼎生技以創新研發為開發哲學，研發符合市場與客戶需求之競爭性產品，未來期望能持續穩健成長，為國內

生物技術公司樹立優良典範。

核心價值 APEX

1.Acuity：市場先鋒

2.Partnership：為顧客永遠的好夥伴

3.Evolution：永續經營、創新

4.Expension：不停求新求變、拓展

願景

走在醫療生技尖端，提供零距離全方位健康檢測

研究與發展

不斷創新，不斷受肯定

1999年 竹科88年度創新產品獎－GlucoSure Plus 第二代血糖機

2000年 竹科89年度創新產品獎－尿酸測試儀

2001年 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血糖/尿酸雙功能測試儀

2002年 第10屆經濟部科技發展獎優等獎－血糖/尿酸雙功能測試儀

2003年 竹科92年度研發成效獎

2006年 竹科95年度創新產品獎－AgriPro農藥殘留快速檢測套組 

2007年 第15屆經濟部科技發展獎，傑出創新企業獎

2008年 台北國際醫療展創新產品獎－A1C 糖化血色素測試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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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認證

台灣GMP

美國FDA 2001、2006實地查廠2次，達到零缺失榮譽

歐盟CE0197

ISO 9001：2000

ISO 13485：2003

主要產品項目與銷售

全方位健康檢測產品

＊血糖快速檢測儀GlucoSure系列

簡易型速利測血糖測試儀 專業型欣瑞血糖測試儀 語音型欣聲血糖測試儀

＊快速專業檢測系列

競速乳酸測試儀 固脂康膽固醇測試儀 心康七合一多功能血脂測試儀 

＊多功能檢測儀

糖化血色素 

必立康血糖/尿酸雙功能測試儀 必立康GC血糖/膽固醇雙功能測試儀

＊醫療級安全採血針

醫療級安全採血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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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1985年 全台灣第一台光學反射式血糖儀Model5000

1995年
成功開發台灣第一、世界第四電化學式血糖儀

sensorex

1997年  公司成立

2000年 第一家上櫃生技公司代號4101

2001年 上櫃轉至上市代號1733

2001年 全世界第一款10秒反應最快血糖試片Touch In Plus

2002年
全世界第一台電化學式血糖與尿酸二合一檢測系統

Mult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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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血糖與尿酸二合一測試系統獲得第十屆經濟部產業科

技發展獎優等獎

2002年 2002獲經濟部中小企業產業創新獎

2003年 2003全世界第一台電化學式血紅色測試儀

2005年 台灣第一台攜帶式農藥殘留快速檢驗套組

2006~ 

2008年

 獲Forbes Asia富比士頒發，Best Under A Billion年

度亞洲中小企業獎

2007年 獲經濟部第15屆工業技術開發頒發傑出創新企業獎

2007年
獲國際市調機構Frost and Sullivan頒發年度風雲醫療

器材製造商

2008年
推出全世界第一台糖化血色素及血紅色測試儀Alc 

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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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宇生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要敘述

晶宇生技自民國87年10月創立以來，始終秉持著「DR.  CHIP」的經營理念 -奉獻 (Devote)、革命

(Revolution)、客戶(Customer)、人性化(Humanity)、創新(Innovation)及承諾(Promise)，作為公司經營管

理之目標，並落實「貫徹品質政策、確效檢驗精準、合乎客戶導向、持續品質改善」之品質承諾。

生物晶片為未來分子生物檢驗技術的主流，本公司致力於開發生物晶片技術，並將技術實際應用於臨床與診所

疾病之檢驗，以改善疾病即時檢測與避免傳染病的傳播，使人類能過著更好的生活，本公司最大的優勢就是在

既有已開發的檢測平台上，運用現階段具有低成本、製程簡單及檢體安全⋯等特性及專有的核心價值- 智慧財

產及專利技術，已於蘭花、食品、啤酒、畜產及人體疾病檢測上開發完成多樣產品。

晶宇已具完整生物晶片開發及設備製作的能力，也朝向成為提供生物晶片TOTAL SLOUTION 方向而努力，致力

於提供客戶所需的產品與服務，並以滿足全人類的幸福為己任。

主要產品項目與銷售

1.技術、勞務資源提供 - 32%；

2.晶片套組 - 32%；

3.檢驗儀器 - 15%；

4.生物試劑 - 6%；

5.其他 - 15%

圖示資料

民國88年05月
獲經濟部八十八年度科技研究發展專案鼓勵新興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計畫，開發全世

界第一片可量產的腸病毒檢驗晶片            

民國89年10月
獲經濟部八十九年度科技研究發展專案鼓勵新興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計畫，研究經濟

動物育種晶片暨基因型鑑定技術開發

民國90年10月 腸病毒型別鑑定晶片套組獲頒經濟部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第八屆創新研究獎。

民國91年05月
獲經濟部九十一年度科技研究發展專案鼓勵新興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計畫，研究呼吸

道非典型病毒鑑定晶片與檢驗技術開發

民國93年12月
晶宇呼吸道病毒體外診斷試劑套組獲頒科學工業園區創新產品獎

獲頒科學工業園區九十三年度研發成效獎

民國94年08月 獲科學園區管理局微流體核酸檢測生醫晶片計畫補助，開發微流體核酸檢測生醫晶片

民國96年02月 獲科學園區管理局線上啤酒品質快速監測系統計畫補助，開發線上啤酒品質檢測晶片

民國97年09月
獲工業局二代蘭花病毒檢測試劑系列產品商品化推動方案計劃補助，開發二代蘭花病

毒檢測晶片

民國99年01月 晶宇食品病源菌之生物晶片檢驗，通過國家標準審查制定(CNS 15330)

民國99年02月
晶宇結核分支桿菌群檢驗試劑套組，取得行政院衛生署產品查驗登記許可(衛署醫器製
字第003020號)，達成第一項可供人體做為診斷參考的生物晶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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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昕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要敘述

專注於開發具市場潛力之生物藥，永昕生醫以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生物製藥公司為企業願景。位於新竹科學園區

竹南基地之生物製藥廠，為我國衛生署認證與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登記之cGMP藥廠。我們的經營與研發團隊

平均有15年以上的專業資歷，研發人員超過90%具有國內外生技製藥相關碩士以上學位。

永昕生醫使用全球最先進的技術，融合國際規格的嚴謹品質控制與管理，快速又有效地，將實驗室的研究成

果，予以藥品化推入市場。並以臺灣為基地，積極行銷產品於全球。

主要產品項目與銷售

永昕生醫專司生物藥的開發與製造。自有生物藥品之開發，如TuNEX生物藥，主適應症為類風濕性關節炎等自

體免疫病症，目前已進入臨床試驗第三階段，目標每年百億美金之全球市場。此外並依客戶的需求量身訂做，

提供優質且專業的生物藥研發與製造服務，服務對象包含國內外知名生技醫藥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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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璽幹細胞應用技術(股)公司

《治療肝硬化/纖維化之幹細胞新藥》

簡要敘述

依照衛生署98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國人十大死亡原因中，慢性肝病、肝硬化排名為第八位，而肝癌更是國內十

大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嚴重威脅到國人的健康。在肝損傷過程中，會促進肝纖維化的形成，當纖維組織增

生久了，便形成了肝硬化，應有的功能逐漸消失。在許多研究實驗中證實幹細胞確實對阻止或延緩肝纖維化具

有相當程度的效果，也將有機會治癒大多數慢性肝病。

本公司積極開發新的幹細胞來源，如臍帶間葉幹細胞與脂肪幹細胞，將這些幹細胞在體外培養、增殖，應用於

肝損傷的修復。此外，透過本公司獨特的體外損傷肝共同培養技術，能有效激活幹細胞的膠原酶表現，在動物

實驗中已證實幹細胞移植後能清除大鼠肝臟中的膠原及纖維化。為了能得到品質穩定、符合臨床需求的高品質

幹細胞基材，依據其治療機轉及臨床需求來開發新的幹細胞治療型針劑，並以臨床試驗來證實此一新藥可以有

效減低肝纖維化形成，提供未來在治療肝病時的最佳選擇。

經濟效益

•本新藥能修復肝功能、降低肝硬化及肝癌的發生，可避免造成病人長期的經濟重擔，亦可節省健保體系對於

國人罹患肝硬化相關長期醫療照護之龐大成本

•世界各國於細胞治療仍屬於早期研發階段，本新藥的推動應可促進國內幹細胞研究的產業化，將幹細胞技術

商品化

•本新藥開發的人員將可得到紮實之幹細胞實驗、技術訓練、臨床資料蒐集、治療個案研討及幹細胞新藥產品

開發實務經驗，透過成果的推廣可促進幹細胞應用技術人才的培育

•若能成功上市，則對幹細胞產業有實質助益，可提昇消費者對於幹細胞應用的認知，進而擴大相關產業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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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動物實驗證實，肝纖維化程度逐漸改善

幹細胞新藥示意圖與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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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丹特生醫(股)公司

項目

1. Dental Implant System

2. Prosthetics

3. DentaSwiss Concept

4. Services 

簡要敘述

百丹特生醫股份有限公司(Biodenta Corporation)自成立以來，憑著專業團隊建立研發製造銷售牙科醫療器

材及相關元件事業，及進口和販售總公司(Biodenta)所生產的牙科醫療器材。雖為新設立的生技企業，對於資

訊需求的規劃，較無傳統舊系統的包袱，但須謹慎有效規劃資訊藍圖與方針，以利未來企業的經營需求。正確

的資訊規劃，將奠定未來企業發展的延續性與成長。由於百丹特生醫股份有限公司(Biodenta Corporation)

專業領域的特殊，及跨國經營的屬性，對於資訊化的需求，須能提供跨國、多角貿易經營，多點運作及多國語

言支援，多公司及多幣別的滿足，更勝於其他傳統企業。隨著經營的核心價值不斷面對專業與市場的挑戰，正

確的資訊規劃，有效運用最佳的資源使用，才能永續經營成為專業、前瞻的生技企業。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www.biodenta.com

Biodent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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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

•We project the dental market to grow 9 fold from USD 3 bn today to USD 26.9 dn in 2040, a CAGR 

of 7.3% over three decades.

•We project the dental CAD/CAM prosthetics market to grow 13 fold from USD 900 mn today to 

USD 11.8 bn in 2040, a CAGR of 8% over three dacades.

Biodanta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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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enta Implant System Prosthtics

CAD / CAM DDL

Certificates

Solution Provider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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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第二代人工膝關節之研發》

簡要敘述

本公司第一代膝關節於1997上市，只有初次使用型的人工膝關節，我們於2004年開始進行第二代(康膝)人工

膝關節的產品設計，包含首次置換三種功能的系列，及再次置換的人工膝關節，此外我們也與國內知名醫師合

作，開發微小化的手術器械:

(A)康膝人工膝關節:新增旋轉式的設計，可提供膝關節在彎曲時有更多的自由度，除此之外，更因為曲率變

小，進而增加整個膝關活動範圍，讓病患可從事更多需要膝關節能彎曲較大角度的活動，提昇生活品質。

(B)康膝人工膝關節穩定加強型（PSA）:是第一套由國人自行設計開發與製造銷售之再置換（Revision）人工

膝關節系統，也是第一家通過FDA、CE審核並於國際市場銷售之亞洲品牌再置換人工膝關節系統，由8種

類型共128項元件之植入物所搭配組成。

(C)微創膝關節手術器械開發:本套新式器械與傳統比較改良點包含：1. 尺寸量規機構：研發將尺寸量取與股骨

植入物外轉動作分開，如此可大幅縮減器械尺寸，使手術在有限視野中順利進行。2.遠端股骨切除規之結

合與定位機構：設計一專利之滑槽結合機制，由股骨前側遠端，將切除規由滑槽滑入定位，相對傳統需將

傷口大幅暴露以將切除規置放於定位，不僅可相容於小傷口，更因其近端之圓弧造型可兼收軟組織撐開器

之效果。3. 縮減尺寸之股骨前後徑切除規：為能相容於小傷口中，傳統之股骨前後徑切除規必須大幅縮減

尺寸，惟不能影響其精準引導切割之效果。

經濟效益

本公司第二代人工膝關節自2005年底開始上市，第一年實際植入人體即有約2,000例，累計到2009年底實際植

入人體已達約17,000例，此產品上市4年以來，銷售產值已經超越本公司第一代人工膝關節產品上市累計15年

產值的2倍。本產品的設計、品質與功能相較於歐美大廠毫不遜色。上市後成功的打入亞、歐、美三洲的十三

個國家。尤其進入執人工關節牛耳的美國市場、這是美國唯一的FDA核准為亞洲製造的人工膝關節植入物。實

為公司的驕傲也是國內生技產業能以自有品牌將植入性產品進軍美國市場的典範。目前此產品的銷售約佔公司

整體營收的40%，並持續成長中。

獲獎情形

此項產品的研發成果除了為本公司贏得經濟部2007年台灣精品獎之外，在2009年更獲得經濟部產業優等創新

企業獎，2010年獲得國家新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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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a)康膝人工膝關節:後方穩定型；(b)後十字韌帶保留型；(c)旋轉式　 

(a) (b) (c)

Femoral screw

Femur

#1~#5

Femoral Augment

#1~#5

Tibial Augment #1~#6

Tibial Baseplate #1~#6

Insert 

9~25mm

Offset Adapter 

2,4,6 mm

Straight Stem 

75,100 mm

Curve Stem 

150 mm

圖二 康膝人工膝關節穩定加強型（PSA）各元件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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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先進手術醫療器材(股)公司

《先進內視鏡連發式自動血管夾》

簡要敘述

台灣先進手術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所研發的先進內視鏡自動連發式血管夾器具(Endoscopic Multifire Clip 

Applier)，其用途主要是在內視鏡與腹腔鏡的止血手術中，使用此血管夾器具將鈦合金手術夾釘(Surgical 

Clip)植入至欲結紮的血管或身體組織部位，再閉合夾釘以進行血管或身體組織封合使用。此先進外科手術器

具為第二類別(Class II)植入性(Implantable)高階醫療器材目前有拋棄型與可重複使用兩種，目前尚無國內廠

商與研究機構研發此型高階醫療器材。本產品技術上將創新設計傳統的內視鏡自動連發式血管夾器具，使其具

有高精密的連桿傳動機構，零失誤的夾釘計數器，無眩光與最大手術視野與電子安全防呆設計等功能。本產品

的研發除克服專利迴避，機構組件複雜，精密連桿傳動，器械功能創新設計，工藝設計，高品質、高安全的使

用等困難技術。也將提升產業的模具技術與整合台灣ICT產業優勢至醫材產業。

經濟效益

•台灣市場：國內自行研發無須仰賴進口

•全球市場：優質平價台灣醫材精品開拓全球數十億美金市場

•建構醫材產業鏈的完整，形成醫材產業聚落

•整合台灣ICT產業優勢至醫材產業

先進內視鏡連發式自動血管夾

全球唯一技術

•零失誤的帶狀傳動機構的血管夾計數器

•快速組裝的模組化血管夾器械

•電子式安全防呆設計，防人為故障

•優質平價的醫材產品設計，同級產品的進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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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生技(股)公司

《質子立體定向放射手術(Proton Stereotactic surgery, PSRS)》

《質子治療計畫 (proton synchrotron)》

《質子治療用射束掃瞄系統(proton beam scanning system)》

《質子治療專用機器椅(robot chair for proton therapy)》

簡要敘述

錫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於國際間對於質子放射癌症治療之需求與日俱增，生技開發亦將是未來的主導性產

業。台灣多年的努力，不論在基礎工業或是半導體工業上都有不錯的成果與技術，再加上學術機構所累積的研

發能量，足夠開發質子治療之加速器，故希望配合國內已有的相關環境，開發腫瘤質子治療相關之技術與設

備。希望帶動國內台灣癌症醫療/設備/醫藥等相關產業，讓台灣的癌症患者得到最先進的質子治療服務，作為

未來國內發展質子治療、觀光醫療、及重症醫療的質子治療癌症中心。

錫安生技提供下一世代的質子治療的發展，以同步輻射加速器，隨時變換能量及提供3D的掃描式治療技術及

計畫，加上動態機器椅，即時治療技術的整合，提供先進的質子臨床技術，同時的降低質子治療機的合理成

本，提高質子治療機先進的整合技術。

經濟效益

全世界癌症患者逐日增加，台灣目前每年約新增六萬個癌症病患，對於先進的質子放射治療需求勢必也會不斷

的增加。一個先進的質子癌症中心必須具備高性能的加速器、合適的治療計畫以及有效率的管理制度。

方可吸引國外頂尖醫療機構至台設點，引領良性競爭，創造更多醫療服務商品。在醫療服務業營運環境部分，

依照未來醫療需求，引進並培植優秀的國際人才，例如專業顧問、醫療、醫療與創意、醫療行銷人才，厚植台

灣醫療服務業能量，作為未來國內發展質子治療、觀光醫療、及重症醫療的一流治療癌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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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子與傳統放射治療比較

左圖：質子治療不損傷正常組織細胞

右圖：傳統放射治療會損傷正常組織，如：心臟、肺功

能、小腸

能量集中於腫瘤部位

質子治療系統

掃描控制技術原理

質子能量釋放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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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博科技(股)公司

《醫學診斷用超音波影像探頭》

簡要敘述

產品特色

•探頭是超音波影像系統最重要的關鍵組件，技術跨機械、電

子、材料、化工、聲學及醫學等專業領域，核心技術仍掌握在

少數公司手中

•聲博是國內唯一一家全方位專業超音波影像探頭公司，自行研發、設計、製造高品質醫學診斷用超音波影像

探頭，行銷全球

•聲博之自有品牌超音波探頭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家取得歐盟CE0197、美國FDA510(K)、台灣GMP、俄羅斯

(GOST-R)及巴西 (ANVISA)安規認証，已成功行銷世界60餘國，約有170幾個經銷據點

技術之優勢

•聲博已完全掌握超音波影像診斷系統之三大核心技術:

•超音波探頭技術

•低雜訊前級放大器設計技術

•數位聲束合成技術

•超音波影像探頭具有寬頻、高靈敏度、卓越抗干擾能力與影像解析度可達0.25mm之優勢 

(在乳癌診斷上非常重要)

產品應用面

•配合超音波系統使用於醫療院所及健檢中心，屬非侵入式診斷，是懷孕婦女不可或缺之安全影像診斷工具

•自有品牌探頭可搭配各領導品牌之超音波系統主機

•提供系統廠商客製化特殊規格之超音波探頭

經濟效益

•降低醫院及醫療成本

•客製化超音波探頭可

衍生更多臨床創新

應用之效益

•未來五年內在全世

界之診斷用超音波

影像探頭之年出貨

量將達1萬支以上，

年產出市值達18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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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傑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階齒科數位斷層掃瞄系統》

簡要敘述

隨著技術演進與中階等級設備價格調降，以往僅能在大型醫院看到的數位影像儀器設備，現正逐漸普及於一般

牙科診所。目前牙科診所皆擁有中階影像診斷設備「全口X光機」(Panoramic X-Ray System)，能方便患者

就地拍攝全口牙的分佈情況，即拍即看，降低前往特定影像中心拍攝的不便；但全口攝影是產生二維影像，

會發生影像重疊及變形等現象，通常僅能用來當作最基本的診斷資料參考。其它諸如「根尖X光機」(Intraoral 

X-Ray System)，用來觀察局部牙根區的狀態，也是一般牙科診所較能負擔的中階設備之一。為改善診斷上的

精確度，齒科專用數位化電腦斷層掃描系統(Dental CT，Dental Computed Tomography)勢必是現階段最

符合需求的設備，因為它能清楚呈現三維空間的立體結構，避免影像重疊及變形等問題，並有效提高醫療品

質，達到最好的醫病互動。

觀察全球醫療器材市場，開發中國家與新興市場之醫療需求人口規模相當龐大，伴隨經濟起飛帶動高經濟成

長，意識到醫療照護深度應積極擴大的迫切需求，成就醫療支出比例逐年成長，特別是在高階設備方面的需

求。在歐美地區之先進國家，因具有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使得高階牙科設備的普及度發展成熟，已帶動整體

醫材市場熱絡蓬勃發展。

經濟效益

高階齒科數位斷層掃瞄系統開發所需的零組件、製程十分廣泛，包含：高階解析度數位感應器、步進馬達/伺

服器馬達、精密模具射出⋯等等；本產品預定本以台灣研發、製造的理念進行發展，希望能將產品所需之重要

零組件，皆能在台灣本地尋得合作廠商，一同協力發展相關技術，並藉由台灣多年積釀的數位科技產品研發實

力，創造更高附加價值的科技醫療產品，以達成整體醫療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及國家技術能量的發展，讓台灣

由科技島轉型為醫療科技的世界據點。

並希望藉由本產品的發展，促使台灣整體數位影像醫療技術應用，能有機會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相比擬；

一方面促使整體醫療科技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希望能藉由醫療水準提升的效益，為國人帶來更好的醫療品質及

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