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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時間 l 107 年 9月 27日 (四)～9月 29日 (六)，每日 9:30~17:30 
展出地點 l 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５號） 
展出技術主題 l 生技醫療、智慧生活、智慧製造、數位服務 

 

 

 論壇 (一) 
時間 l 107 年 9 月 27日 (四) 上午 9:50~12:00 
地點 l 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 第二會議室 
 
 論壇 (二) 
時間 l 107 年 9 月 28日 (五) 下午 13:30~17:00 
地點 l 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 第四會議室 
 
        

 

展出資訊  

未 來 科 技 館 

技 術 分 享 論 壇 

線上報名 
https://goo.gl/forms/VtKvra9L3SeTq73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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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資訊以官方公告為準  http://official.meetbao.net/ 

 

時間 l  107 年 9 月 27 日 (四) 上午 9:50~12:00 
地點 l  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 第二會議室 

時     間 主     題 議       題 主 講 人 

09:30-09:50 報   到 

09:50-10:10 

智慧輕量新複材 

智慧型材料產業應用介紹和發展趨勢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林  煒 研究員 

10:10-10:30 功能性纖維材料開發及製程優化技術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劉文傑 博士 

10:30-10:50 輕量化熱塑纖維複材開發及其潛力應用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張修誠 博士 

10:50-11:00 休   息 

11:00-11:15 

引領產業趨勢之 
次世代新藥開發技術 

Anti-Globo H抗體藥物複合體抗癌藥物開發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生物製藥研究所 
莊士賢 博士 

11:15-11:30 四爪高效接合鏈結之抗體藥物複合體癌症 
治療技術開發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生物製藥研究所 
蔡士昌 副所長 

11:30-11:45 次世代抗體藥物-新穎雙特異性抗體開發平台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生物製藥研究所 
游傑華 博士 

11:45-12:00 攻克超級細菌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生物製藥研究所 
艾麗霜 博士 

技 術 分 享 論 壇 (一) 

■未來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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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資訊以官方公告為準  http://official.meetbao.net/ 

 

時間 l  107 年 9 月 28 日 (五) 下午 13:30~17:00 
地點 l  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 第四會議室 

時     間 主     題 議       題 主 講 人 

13:00-13:30 報   到 

13:30-13:50 

數位創新 

以開源技術實踐智慧製造 
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所 

 組長 林宗禧

13:50-14:10 NIP EI-PaaS物聯網雲平台 
資訊工業策進會 系統所 

 工程師 薛邦旻

14:10-14:30 數位資產下的創新趨勢 
資訊工業策進會 服創所 
吳李祺 工程師 

14:30-14:40 休   息 

14:40-15:00 

創新數位噴墨暨 
影像色彩應用技術 

螢光數位噴墨發展趨勢分享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15:00-15:20 高端印品，雲端創新-再造印刷新革命 
進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余光弼 協理 

15:20-15:40 3D快速設計平台介紹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林穎延 專案副理 

15:40-15:50 休   息 

技術分享論壇 (二 )  -1  
 ■未來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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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資訊以官方公告為準  http://official.meetbao.net/ 

 
 

時     間 主     題 議       題 主 講 人 

15:50-16:10 

生醫領域技術介紹 

精準醫療發展趨勢之手持式即時分子 
檢測系統介紹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生醫所 
精準醫療指引診斷技術組 劉振凰 經理 

16:10-16:30 高階影像醫材之發展與應用介紹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生醫所 
生醫資電技術組 呂慧歆 經理 

16:30-16:50 生醫材料之植入式生醫薄膜技術介紹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生醫所 
再生醫學技術組 洪銓憶 博士 

 

 

技術分享論壇 (二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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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展示區：未來科技館  

 

 

 

大會展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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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序號 技術單位 技術名稱 

1 工業技術研究院生醫所 大尺寸數位 X光平板感測器 

2 工業技術研究院生醫所 手持式傳染病即時分子檢測系統 

3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光系統所 穿戴式嬰兒生理監控系統 

4 工業技術研究院生醫所 植入式生醫薄膜技術 

5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抗體藥物複合體技術 

6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治療牙周病植物藥開發 

7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雙特異性抗體藥物開發 

8 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水資源健康促進應用服務系統整合開發 

9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新藥篩選分子影像平台 

10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輻射影像技術應用與發展 

1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多椎節分割術前規劃軟體 

12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天然色彩菌粉製備及色素安定性技術 

13 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胃漂浮製劑技術 

生 技 醫 療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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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E未來科技館-科技專案展品資訊 

生 技 醫 療 

 

大尺寸數位 X光平板感測器 

X 光因能量高、穿透力強已在醫學與工業應用上
佔有不可或缺的角色，應用範圍截至現今已難
為其他影像技術所能全面取代與超越。工研院 X
光成像技術平台從影像接收端之硬體、影像呈
現、重建與處理分析等相關技術，包括 X 光平
板感測器製造技術、X 光成像技術、電腦斷層重
建成像技術與相位對比 X 光成像。工研院的 X
光成像技術平台成果包含：國人自行開發第一
片大尺寸高解析度平板感測器與第一個高對比
度相位對比斷層重建成像技術。 

技術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生醫所 呂慧歆 
03-5912178，comet@itri.org.tw 

 

 

 

手持式傳染病即時分子檢測系統 

小型化的手持式分子檢測系統，跳脫傳統龐大
加熱模組方式，改以創新機構設計搭配溫度控
制手段實現聚合酶鏈鎖反應 (PCR)，不需要移
動物件或其他複雜控制裝置，即可有效率地達
到核酸擴增條件，並研發專屬的光學即時偵測
模組，可達到定性或半定量快速檢測，最快可
於 30 分鐘內得到定性判別結果。適用於各醫護
或檢測點，結合試劑開發發展病毒或細菌之感
染性疾病、基因變異、農漁牧及基改食品等各
類分子診斷應用。 

技術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生醫所 江佩馨 
03-5912526，pspeggy@itri.org.tw 

 

 

 

穿戴式嬰兒生理監控系統 

穿戴式嬰兒生理監控系統，可即時量測嬰兒呼
吸及心跳，並將量測的結果回傳至系統，家長
及醫護人員可透過電子告示板或手機等行動裝
置即時得知嬰幼兒目前的生理狀況，當生理資
訊出現狀況時，系統也將發出警報，提醒家長
及醫護人員前往察看，未來將可運用於居家照
護、醫院嬰兒室、月子中心、托嬰中心等。 

技術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電光系統所 黃淑琦 
03-5917437，janicehuang@itri.org.tw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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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E未來科技館-科技專案展品資訊 

生 技 醫 療 

 

植入式生醫薄膜技術 

滿足當前生醫材料之臨床需要，尤其於眼科手
術中替代材料，如人工角膜材料，組織工程角
膜重建支架材料等，仍是目前熱門的研發重
點。工研院所開發出來之植入式透明薄膜材料
為俱高透明、高含水之生物可吸收材料，材料
特性適合做為敷傷材料之應用，除此之外，材
料本身以膠原蛋白基質為主，且為美國 FDA 許
可適用於植入式之醫材，並通過細胞毒性測試
俱優良生物相容性，因此應用於眼科及骨科之
組織再生細胞生長所需的支架極俱競爭力。 

技術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生醫所 蔡佩宜 
03-5918799，peiyi@itri.org.tw 

 

 

 

抗體藥物複合體技術 

目前生技新藥發展利基以次世代抗體藥物技術
開發為主，說明如下： 

抗體藥物複合體是由單株抗體與強效細胞毒殺
藥物以特殊的連接鏈鍵結在一起。抗體藥物複
合體能夠透過單株抗體來辨識特定的癌細胞，
經由內化作用進入癌細胞後，在癌細胞內分
解，並釋放出強效細胞毒殺藥物對癌細胞進行
毒殺而使其凋亡。 

技術單位：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聯絡窗口：劉棠必 
02-77003800 #5237，jessieliao@dcb.org.tw 

 

 

 

治療牙周病植物藥開發 

1. 牙周病藥物細胞篩選技術平台：七種口腔病
原菌抑菌測試、抗發炎活性測試、蝕骨細胞分
化測試。 

2. 已開發牙周病中草藥藥物局部使用劑型：經
動物實驗證實可顯著改善齒槽骨周邊軟組織與
硬組織之損壞。 

技術單位：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聯絡窗口：林玫君 
02-77003800 #5240，irenelin@dcb.org.tw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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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E未來科技館-科技專案展品資訊 

生 技 醫 療 

 

雙特異性抗體藥物開發 

雙特異性抗體係利用兩種抗體的特性產生
1+1>2 的療效或新的疾病治療機制。在癌症上
之應用，雙特異性抗體的一端標靶癌細胞，並
以另一端的抗體誘導 T 細胞至癌細胞周圍，以
活化 T 細胞並進行癌細胞毒殺。生技中心所開
發的非對稱性 IgG 構型雙特異性抗體已有效解
決常見的輕鏈配對錯誤問題，並在動物試驗中
呈現出很好的療效，此藥物開發平台將有利於
國內外廠商進入次世代抗體藥物開發的藍海。 

技術單位：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聯絡窗口：鍾牧樺 
02-77003800 #5235，tony.chung@dcb.org.tw 

 

 

 
水資源健康促進應用服務系統 

整合開發 

利用礦物質分離調控技術開發海療服務客製化
原料，利用比重調配系統模擬西方死海漂浮以
及噴頭水流壓力模擬東方穴道按摩技巧，此技
術整合了遠端機電控制、比重調校、恆溫調控、
水循環處理技術及時下流行的自然療法，完成
開發國內自有設備與模組化的系統，並結合時
下「預防保健和健康休閒」的概念訴求，導入
SPA 海療的休閒應用、設計具養生健康功效的
休閒 SPA 海療行程，催生出具有海洋深層水特
色的 SPA 海療館。 

技術單位：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許紘瑜 
03-8423899 #211，mollyhsu@srdc.org.tw 

 

 

 

新藥篩選分子影像平台 

精準醫療時代，藥物開發若有超強功能的分子
影像平台，可加速新藥開發時程，FDA 正推廣
導入核醫分子影像技術以壓縮新藥開發時間。
標靶性放射抗體或胜肽藥物，依據標幟診斷用
或治療用放射性同位素，可成為具診斷或治療
用途的藥物，達成先篩選後精準治療的個人化
醫學目的。核能研究所藉由生醫影像研究開發
平台，提供產、學、研及醫界，藥物開發、臨
床前驗證、臨床試驗申請等所需技術及相關諮
詢服務，以協助國內生技產業發展，快速達成
新藥開發之目標。 

技術單位：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聯絡窗口：郭宛宜 
03-4711400 #7156，wikuo@iner.gov.tw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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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E未來科技館-科技專案展品資訊 

生 技 醫 療 

 

輻射影像技術應用與發展 

核研所擁有多年輻射偵測及輻射成像經驗，建
立放射影像共通性關鍵技術平台，成功開發多
項大型輻射醫療設備，並完成相關法規驗證及
進入臨床試驗階段。核研所持續發展先進輻射
影像技術，含斷層合成造影、材質辨識、陣列
式 X 光源、能階式偵檢等，應用領域涵蓋醫療、
工業檢測等用途，能配合國內廠商需求打造各
式輻射偵檢設備，作為產業發展之有力後盾。 

技術單位：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聯絡窗口：崔承愷 
03-4711400 #3070，ckchui@iner.gov.tw 

 

 

 

多椎節分割術前規劃軟體 

1. 改善現有導航系統，突破技術瓶頸。 

2. 建立數位骨科手術輔助系統基礎技術。 

透過椎節分割與 C-arm 影像強化等核心技術，
改善現有手術導航系統虛實影像註冊技術問
題，優化軟體操作體驗 使醫師在操作術前規劃
到術中導航皆能得心應手。 

結合中心自主研發調頻式射頻定位技術，實現
術中每一椎節獨立定位追蹤，同時讓醫師在面
對四節以上脊椎手術不再為術中影像對位所困
擾，讓手術全程皆能行雲流水。 

技術單位：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黃偉咸 
07-3513121 #2365，vincent@mail.mirdc.org.tw 

 

 

 

天然色彩菌粉製備及色素安定性技術 

產品的色彩是引起消費者購買慾的重要因子之
一，本技術針對產品顏色單調及安定性差等問
題，一方面以具天然色素生物轉化能力的 GRAS
微生物為基礎，利用生物轉化技術，開發具多
元色彩的新穎彩色天然活性菌粉，以改善菌粉
的色彩單調不易引起消費者共鳴的問題；另一
方面，透過高解析質譜儀探索影響天然色素安
定性及溶解性之關鍵化合物，以分子結構特性
的面向，建立色素安定性分析及安定性優化技
術平台，有助於幫助業者建構色彩穩定的產品。 

技術單位：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聯絡窗口：陳彥霖，03-5223191 #546，alc@firdi.org.tw 
     蔡孟貞，03-5223191 #750，mjt@fird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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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E未來科技館-科技專案展品資訊 

生 技 醫 療 

 

胃漂浮製劑技術 

胃漂浮製劑技術是指製劑可以漂浮在胃液內的
劑型，以具漂浮能力的賦形劑與藥物主成分進
行濕式造粒後進行打錠，在仿胃環境中進行藥
物分析。本技術開發之產品可以於仿胃環境中
快速飄起，同時藥物可以持續釋放達 12 小時以
上。此技術可以控制藥物滯留在胃部同時持續
藥物釋放，可以應用於治療胃部相關疾病之藥
物開發，或是藥物吸收部位在小腸上半部的控
釋劑型開發。 

技術單位：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莊威國 
02-66251166 #5226，b636363@pit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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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 
智 慧 生 活 

序號 技術單位 技術名稱 

1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高穿透度低電阻的奈米銀電極開發技術 

2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可攜式外掛式多頻譜擷取系統 

3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複合式 3D線上設計與列印技術 

4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電動自行車之無刷馬達的轉子位置感測方法 

5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雙人協力自行車 

6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光達暨影像融合之類行人辨識系統 

7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氣壓煞車用電控繼動閥 

8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食材多孔結構控制技術 

9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複合烹調機之系統設計與智能資訊整合技術 

10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LED光顯紡織品技術 

11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穿戴式智能服飾技術 

12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鞋幫布用低熔點聚酯纖維 

13 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可穿戴控制之雙輪自平衡積木玩具 

14 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鞋面加飾材料 

Smart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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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E未來科技館-科技專案展品資訊 

智 慧 生 活 

 
高穿透度低電阻的 
奈米銀電極開發技術 

利用工研院自有合成奈米銀線技術結合導電漿
料可製作穿透度>85%，片電阻<30 歐姆/□的
高穿透低電阻之奈米銀線導電電極，可應用在
OLED，太陽能電池等需要 ITO的產業。 

技術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綠能所 劉俊岑 
0921-868982，jun_chin_liu@itri.otg.tw 

 

 

 

可攜式外掛式多頻譜擷取系統 

國際近十年來從一般數位高解析相機正逐步朝
向多頻譜影像擷取系統發展，此系統是擷取光
頻譜數據對顏色進行修正，可大幅提升影像品
質及克服照明條件之限制。現今智慧行動裝置
當道，幾乎 100%以上都裝設數位相機鏡頭，可
利用此來進行影像色彩的擷取，故本技術濾鏡
外掛系統，搭配智慧行動裝置擷取光譜影像，
不僅影像畫素高，擷取速度也快速，搭配對應
的 APP，將拍攝的影像傳至於雲端做影像的合
成、分析與優化。 

技術單位：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林倍瑜 
02-29990016 #205，amylin@ptri.org.tw 

 

 

 

複合式 3D線上設計與列印技術 

傳統的紙模型需手工逐一黏貼成型，且因不規
則型體導致製作耗時，3D列印不僅可簡化費時
的溝通和製作，僅需在網路上即可預覽成品並
下單，最後將模型 3D 列印輸出。 

複合式 3D線上設計平台，客戶於雲端平台選擇
建築物、建築小物件或傢俱模型，可進行自訂
貼圖、材質模擬、選擇顏色、設定尺寸、3D 旋
轉操作等，線上預覽各種模型的貼圖效果，另
本平台提供 3D列印輸出方式推薦，讓使用者可
選擇最適合的 3D列印材料進行輸出。 

 

技術單位：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林倍瑜 
02-29990016 #205，amylin@p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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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E未來科技館-科技專案展品資訊 

智 慧 生 活 

 
電動自行車之無刷馬達 
的轉子位置感測方法 

無刷電機的換向是以電子方式控制的，要使無刷電機轉
動，必須按一定的順序給定子繞組通電，為了確定按照
通電順序哪一個繞組將通電，轉子的位置由定子中嵌入
的霍爾元件後端蓋上的霍爾感測板感應，利用這三個霍
爾感測器，就能決定換向的精確順序，Sensorless 之無
刷電機在低速時無法正確判斷位置，故無刷電機都還是
有裝配霍爾元件的，本創作發明之轉子位置感測方法可
節省裝設感測板的校正工序及增進相位切換點精準性，
維修便利。本創作發明可改善傳統無刷電機之霍爾感測
器與磁石位置對齊、校正誤差及工序，透過零點校正程
序，相位切換點更為精準，感測板安置於電機端面，維
修更為便利，如此節省定子組繞線工序與霍爾板校正工
序，不須對位也不需特別調整，組立完成後接上外部的
調適板，既可補正換向角度，可降低報廢或不良率。 
可應用於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之無刷電機產品
開發設計。 

 技術單位：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葉筱微 
04-23501100 #105，sunny_yeh@tbnet.org.tw 

 

 

 

雙人協力自行車 

可雙人使用之雙人自行車，次座位可供亞健康
人士使用。5.36V-500W 輪轂無刷馬達動力輔
助系統，7 段變速功能，人因舒適性設計，次動
力端可選擇手搖模組或腳踩模組。 

技術單位：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葉筱微 
04-23501100 #108，sunny_yeh@tbnet.org.tw 

 

 

 

光達暨影像融合之類行人辨識系統 

自駕車行駛在路上需要像人一樣透過眼睛掌握
外界的一舉一動，而車輛中心所開發的光達暨
影像融合之類行人辨識系統，就猶如車輛的一
對雙眼，它結合攝影機與光達為感測器，透過
空間校正將光達點雲資料與影像資料融合，透
過影像識別類行人 (行人、機車、腳踏車)，針
對點雲分組偵測並計算障礙物距離及位置，兩
者相互融合互補，在車輛上實現即時運算 
(Real-time) 偵測後，進一步提供自駕車進行決
策與控制，讓自駕車能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技術單位：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聯絡窗口：張光仁 
04-7811222 #2315，kjchang@art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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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E未來科技館-科技專案展品資訊 

智 慧 生 活 

 

氣壓煞車用電控繼動閥 

本技術開發目的為以最單純的設計方式 (外加
電控驅動)，採用直接電驅動方式取代傳統透過
膜片作動的間接控制過程，並具備復歸方法，
即使在電控部分發生任何問題，亦不影響繼動
閥本體的常規功能，適用大型車輛 (如：M3、
N2、N3，大多在 10 噸以上車輛)，僅需直接更
換，並將相關電氣訊號搭接即可，實現換裝簡
易之訴求，為傳統氣壓煞車系統電控化之最佳
解決方案。 

技術單位：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聯絡窗口：張光仁 
04-7811222 #2315，kjchang@artc.org.tw 

 

 

 

食材多孔結構控制技術 

食品所開發國內首創氣流式微膨發設備 (食品
加熱器：M548447) 以及即食米飯製程技術 
(發明專利：作為速食產品的膨發乾燥米飯)，使
米粒表面及內部產生微孔結構，達到食材復水
快速及質地均一，並維持完整米粒形狀、質地
接近現煮米飯之口感，及乾燥米飯調理時間縮
短等消費需求，解決目前市售沖泡即食米飯產
品復水時間過長、口感軟爛等問題，已可媲美
日本產品之同等級製程技術，相關技術也能應
用於非油炸原態膨發食品的開發。 

技術單位：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聯絡窗口：張欽宏 
03-5223191，cch@firdi.org.tw 

 

 

 
複合烹調機之系統設計 
與智能資訊整合技術 

冷凍冷藏調理食品的應用，在國內外的便利超
商應用最為普及，但因復熱設備功能的限制、
設備加熱穩定性不足及銷售人員對設備操作不
當，導致品質及質地不如預期。藉由商品條碼
辨識等智能資訊技術導入複合烹調機，藉由烹
調機匯出產品履歷及復熱條件，進行自動烹調
程序，提升產品品質及均一性，帶動台灣在末
端通路上新貌樣的產業結構。 

技術單位：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聯絡窗口：劉峰齊 
06-3847306，fcl@fird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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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E未來科技館-科技專案展品資訊 

智 慧 生 活 

 

LED光顯紡織品技術 

LED 光顯紡織品技術整合紡織與電子技術，發
展耐彎撓導電織物迴路，可取代傳統電路硬
板，因應全球穿戴與物聯網趨勢，提供最佳化
穿戴應用解決方案。本 LED 發光織物，可耐彎
撓 1000 次 (ISO7854)，焊接良率 100%。 

技術單位：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聯絡窗口：徐妙菁 
02-22670321 #6101，mcHsu.0415@ttri.org.tw 

 

 

 

穿戴式智能服飾技術 

三鐵運動用智慧機能服飾，因應三鐵運動需求
導入輕量高彈性、吸濕快排、快速導流、彈性
反光以及薄型減壓立體軟墊等機能性布料外，
並整合織物陣列電極以及心電圖與肌電圖的感
測技術，提供使用者及時的卡洛里消耗量、運
動強度與肌肉收縮強度等生理資訊，達到自主
運動健康管理之功效。彈性織物電極乃以導電
銀纖維透過立體編織而成，符合 ANSI/AAMI 
EC12 功能性測試，可取代傳統的貼片電極，提
供舒適且穩定的體表電位感測技術。 

技術單位：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聯絡窗口：徐妙菁 
02-22670321 #6101，mcHsu.0415@ttri.org.tw 

 

 

 

鞋幫布用低熔點聚酯纖維 

低熔點纖維近年來用於編織運跑鞋蔚為風潮，
透過低熔點纖維編織之運動鞋，可提高鞋面強
度、固定鞋子尺碼，同時優化製鞋流程，減少
上膠製程，為一種增加環保永續之製鞋流程。 

技術單位：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聯絡窗口：徐妙菁 
02-22670321 #6101，mcHsu.0415@t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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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E未來科技館-科技專案展品資訊 

智 慧 生 活 

 

可穿戴控制之雙輪自平衡積木玩具 

可穿戴控制之雙輪自平衡積木玩具應用 3 軸陀
螺儀、加速規等感測裝置，發展姿態演算系統，
讓自平衡積木玩具可透過平衡控制演算法完成
自主平衡。導入模組化設計概念應用於積木玩
具，可讓玩家自組多樣化的結構型態激發玩家
在結構與幾何上的平衡觀念。此外，本玩具操
控方式採用穿戴裝置的體感操作，可強化實體
控制之肢體感受，應用於積木玩具發展多元規
劃，可望促進兒童肢體與大腦的協調發展，更
可創造銀髮肢體訓練衍生市場。 

技術單位：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聯絡窗口：趙立碁 
04-23590112 #768，0674@bestmotion.com 

 

 

 

鞋面加飾材料 

傳統鞋面成型製程工序繁瑣，面臨嚴重的缺工
問題，鞋技中心以簡化鞋面製程工序、提升鞋
面美觀性為目標，克服現有加飾材料接著、耐
磨、耐曲折等特性不足之問題，發展可結合熱
可塑鞋面應用之高耐磨加飾材料，相較於既有
之鞋面加飾材料，本產品與鞋面間的接著強度
提升達 2 倍，且耐磨特性符合業界需求，具有
極大的市場競爭優勢。 

技術單位：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聯絡窗口：吳効峰 
04-23590112 #760，0722@bestmotion.com 

 

 

 

 

 

 

Smart Living 

17

mailto:twjack@itri.org.tw
mailto:twjack@itri.org.tw


Smart Manufacturing  
 

 

 
  

智 慧 製 造 

序號 技術單位 技術名稱 

1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 主動抑振音圈馬達技術 

2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化所 表面特性辨識探針 

3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無鉛易切削抗脫鋅黃銅材料 

4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鞋底自動打粗系統 

5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高密度高強度人工石墨 

6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磁性編碼器 

7 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水下可調導樁樣架系統 

8 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船艏安全登塔系統技術 

9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單方向熱塑預浸料製備技術 

10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智慧型高分子材料加工技術 

11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超音波噴塗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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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E未來科技館-科技專案展品資訊 

智 慧 製 造 

 

主動抑振音圈馬達技術 

創新的多軸主動抑振音圈馬達技術以微致動器
數位平台為基礎，工研院所開發的一款雙音圈
馬達具備力量大、偏擺角小與全球最薄機種 (總
厚度 3.0mm)。搭配抑振演算法控制技術可達
40dB以上壓縮比。為智慧型手機相機模組關鍵
模組，未來應用趨勢為自拍無人機、行動保全
監視器、ADAS 車載市場與智能機器人市場。 

技術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機械所 林正軒 
03-5916691，ch.lin@itri.org.tw 

 

 

 

表面特性辨識探針 

新型掃描模式讓原子力顯微鏡的功能大幅提
升，可同時得到與形貌解析度相近的表面力學
特性，如變形量、軟硬度、黏性等等。除此之
外，在探針表面修飾不同的化學分子，讓 AFM
具有化學辨識特性，成為分子辨識力顯微鏡。
本研究室獨有的功能性探針修飾技術，可以辨
識奈米尺度的親疏水性、電荷分布、沾黏特性、
及官能基…等分子間的作用力分析。 

技術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材化所 高豐生 
03-5916714，Fskao@itri.org.tw 

 

 

 

無鉛易切削抗脫鋅黃銅材料 

透過最佳化合金設計與材料試作熔鑄製程技
術，並評估分析新材料的機械性能與抗脫鋅能
力，建立自主國產化無鉛黃銅材料產業化能
力，協助國內相關用料產業，材料自主提生產
業競爭力。 

技術單位：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施景祥 
07-3513121 #2530，
shih0932@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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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E未來科技館-科技專案展品資訊 

智 慧 製 造 

 

鞋底自動打粗系統 

• 新開發之製鞋設備將手動打粗製程改為全自
動化，大底打粗路徑精度 ≦ 0.5mm，打粗力控
制 ≦ 100N。 

 • 預期可強化國內製鞋設備設計研發生產能
量，降低不良率 ≧ 10%。 

 • 可應用於自動研磨產業與皮革切割產業。 

技術單位：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邱振璋 
07-3513121 #2620，chang@mail.mirdc.org.tw 

 

 

 

高密度高強度人工石墨 

以國內廠商自行生產的煤焦系介相碳微球 
(MCMB) 當作原料，利用冷均壓 (CIP) 製程製
作得到粗胚體，經由碳化與石墨化燒結處理，
得到高密度/高強度人工石墨，再以機械加工成
放電加工電極使用。高密度/高強度人工石墨，
具備高彎曲強度 (MOR) 性質，屬於高技術層
次的產品，目前國內並沒有任何廠商可以承
製。目前應用範圍設定在放電加工產業電極材
料使用，未來亦可應用在耐高溫夾冶具使用。
目前已初步完成大尺寸人工石墨粗胚體成型，
經性能測試與成本評估，亦可與日本 TOYO 公
司產品相互競爭。 

技術單位：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聯絡窗口：張信評 
02-26712711 #313803，
hsinping650204@yahoo.com.tw 

 

 

 

磁性編碼器 

提供一種非接觸式可調磁滯型磁性編碼器，包
含：一雙極性磁塊、二磁性感應元件、一儲存
器及一控制器，該控制器在每一次透過該旋轉
角度對應表取得目前旋轉角度後，即可依據該
編碼規則分別判定該第一相位訊號 (A 相訊號) 
及該第二相位訊號 (B相訊號) 的數位邏輯值並
輸出之。據此，透過切換點之前預定格點數及
該切換點之後預定格點數來調整遲滯範圍 (或
稱遲滯角度)，以及可調整第一相位訊號及第二
相位訊號間的相位差，使得本發明之非接觸式
可調磁滯型磁性編碼器更具有較佳的擴充能
力，具備明顯之實用性。 

 
技術單位：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聯絡窗口：簡士哲 
03-4712201 #329689，csist@csistdu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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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 製 造 

 

水下可調導樁樣架系統 

離岸套管式基礎的施工流程包含水下預打樁作業以
及安裝套管式基礎，其中水下導樁樣架被使用於水
下打樁作業當中，目的為確保打樁過程中各個基樁
的安裝位置與垂直度是正確的。離岸風力發電建置
套管式基礎所需要的水下導樁技術，國際上僅有少
數廠商擁有相關機具以及施作的實績，為因應我國
發展離岸風電產業需求，本計畫所提出之水下可調
式導樁樣架，其具備水下水平量測與樁頂高程量測
系統，可依據海床高低起伏自動調整水下導樁樣架
水平度，並在打樁過程中監測基樁高度，用以滿足
各基樁安裝後之垂直度與高度誤差小於 0.5 度與 1
公分之要求。 

技術單位：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聯絡窗口：黃俊家 
02-2808-5899 #458，
lucienhuang@mail.soic.org.tw 

 

 

 

船艏安全登塔系統技術 

離岸風場建置時，需派員登離塔進行大量維護
檢修及故障排除作業，如何提供維修人員安全
登離塔的設施，被視為離岸風電發展的安全指
標之一。 

本技術已與協聚德公司為主的油壓設備商合
作，結合主動式運動補償系統，進行安全登塔
系統原型降低運動量的測試，產出安全登塔梯
可安裝於國內開發商新建人員運輸船，亦可作
為海事工程人員訓練機構的重要設備，有利於
加速我國離岸風場的建設及儲備維修人才。 

技術單位：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聯絡窗口：鄭振興 
02-2808-5899 #440，cscheng@mail.soic.org.tw 

 

 

 

單方向熱塑預浸料製備技術 

熱塑性複材因材料韌性高、製造週期短、預浸
料無須冷凍儲存、可回收再利用及可重複加
工，與熱固性複材相較之下，更具環保與製程
快速的優勢。其中，單方向熱塑預浸料，可針
對特定受力方向或區域進行補強，不會增加產
品的重量或厚度，且其疊層角度設計自由度
高，可實現更佳輕量化表現。 

技術單位：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黃翊筑 
04-23595900 #240，yusra52@pi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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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 製 造 

 

智慧型高分子材料加工技術 

塑膠中心智慧型高分子材料加工技術，歷年來
為逐步建構智能材料技術平台，近三年來藉由
光/熱刺激響應特性基礎概念進行刺激源多元
化，並於 106 年更廣泛延伸至其他本質性應力
刺激響應材料的機理發展，建立以氫鍵作用力
為主力的自修復行為。 

為強化智慧型高分子材料加工可運用範圍，透
過材料特性提升及技術的建立期望不僅可以取
代現階段進口產品，並能提供未來國內其他產
業產品有更廣的產品設計及應用範疇。 

技術單位：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黃翊筑 
04-23595900 #240，yusra52@pidc.org.tw 

 

 

 

超音波噴塗技術 

超音波噴塗技術利用超音波變幅桿將漿料霧化
後，搭配氣體導流機構、精密供料系統來穩定
控制噴塗膜厚與幅寬，具備高材料利用率、膜
面均勻性佳、可大面積化製程等優勢，屬於非
真空鍍膜的製程可節省能源，應用於自潔玻
璃、防霧玻璃、抗 UV 薄膜、電極薄膜、抗反射、
抗靜電及觸控面板保護層等精密光學薄膜製造
產業上。 

技術單位：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成瀨慶亮 
05-2919925 #8825，e10407@ mail.pm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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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服 務 

序號 技術單位 技術名稱 

1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光系統所 LED高精準即時定位系統 

2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通所 mmWave 5G NR MatLab Platform 

3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 複合動力高負載高續航無人機 

4 資訊工業策進會 BIG-Token 區塊鏈數位資產管理服務 

5 資訊工業策進會 Edubot智能互動服務 

6 資訊工業策進會 OinVR 

7 資訊工業策進會 Shoait.AI 任務導向型自然對話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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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服 務 

 

LED高精準即時定位系統 

VLC 是一種結合 LED 固態照明與數位通訊調變
的技術，兼具照明、傳輸與定位功能。可見光
通訊使用可見光 (400 nm 至 700 nm) 做為
數據傳輸的介質，相較傳統射頻技術，如 Wi - 
Fi、藍芽等，VLC 具備資訊安全、高傳輸速率、
節能、健康的優點。此次展示鎖定在即時定位
應用，利用 LED 具備指向性的功能，達成公分
等級的即時定位，更符合醫院臨床需求。 

技術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電光系統所 黃楊菁 
03-5917480，jeanne.huang@itri.org.tw 

 

 

 

mmWave 5G NR MatLab Platform 

ITRI mmWave 5G NR matlab 開發平台是工研院
針對 5G 通道探測 (Channel Sounding) 自行
開發的驗證與量測平台，硬體採用 Xilinx 
FPGA+AD9361 (Optional  IF Board) 配合 
Matlab algorithm 軟 體 ， 以 實 現  5G NR 
sub-6GHz 的通道探測，並可外加 mmWave RF 
Transceiver board 或升/降頻儀器至毫米波 
RF 頻段，做毫米波相關通道探測研發與量測，其中
FPGA 主要實現時域部分的高速封包信號傳送
處理，搭配內建同步處理機制，使 Downlink
與  Uplink 傳輸，無須借助同步儀器即可完成
互傳的通道探測研發，節省許多儀器投資，此
平台也可做為學校在教授毫米波通訊或數位
信號處理課程時，使用  Matlab 模擬後，在
本系統實作驗證與量測通道探測技術。  

技術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資通所 陳維國 
03-5914706，wkchen@itri.org.tw 

 

 

 

複合動力高負載高續航無人機 

搭配 FY106 科專專案產出之複合動力系統，開
發一款八軸多旋翼無人機，在 30kg負載下，續
航可達 45 分鐘，完成山區茶園場域的智能噴灑
系統初步場域驗證，並可滿足背負粒狀肥等進
階植保需求。FY107 將導入機身結構拓撲優化
技術，發展更高負載的應用，如輕量化乾冰清
洗模組之高負載商用無人機。 

技術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機械所 張日陽 
03-5917613，itriA10437@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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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服 務 

 

BIG-Token區塊鏈數位資產管理服務 

本展示技術為提供企業以區塊鏈技術建立數位
商品行銷應用所需的基礎技術服務。 

1. 混和式個人錢包 APP：運用區塊鏈技術輔助
商圈導客、跨業行銷、點數支付清算等功能，
提供消費者一結合重置功能與去中心化身份管
理的混和式錢包，降低消費者對中心化平台之
依賴與風險。 

2. 資產合約輔助工具：提供企業一視覺化監管
工具，內含智能合約生成器、管理介面，讓使
用者可直覺式生成智能合約，快速將數位資產
上鏈發行。此工具也可即時監看點數資產合約
運作狀況。 

 
技術單位：資訊工業策進會 

聯絡窗口：何丞堯 
02-66072529，bayaoho@iii.org.tw 

 

 

 

Edubot智能互動服務 

Edubot 智能互動服務具有語音及情緒識別能
力，可透過 Task Composer 連動周邊裝置，與
使用者進行智慧互動，並藉由 MORE平台擴充
內容、累積使用數據，並進而提供更符合偏好
的內容。多裝置智慧協同-雲端整合服務編輯架
構，可快速產製聯網裝置服務任務，並建構跨
機器人服務。音色特徵模擬-市場上語音合成模
型皆為成人朗讀聲調，提供產製幼兒偏好之可
愛及大韻律起伏之特色聲音引擎。幼童情緒感
知-快速辨識基本臉部情緒，具有未來擴充性。 

技術單位：資訊工業策進會 

聯絡窗口：蘇怡文 
02-66072619，y3c06@iii.org.tw 

 

 

 

OinVR 

OinVR為運用於 HMD裝置的結合 360全景視
訊之行動 VR 社群互動平臺，提供使用者沉浸式
遠端 VR 社交共感互動與共賞視訊體驗，並支援
手勢、語音聊天等直覺式互動，讓使用者間能
以全新、更自然的方式相處在一起;同時可結合
不同的視訊內容 (如：賽事、展演、演唱會、教
育、商務及網路娛樂等) 發展各領域專屬之新創
社交服務平臺，視訊還能鏈結廣告內容互動遊
戲，深化業主品牌印象及提升使用平臺黏著度。 

 • 結合辨識連續手勢之直覺式 Avatar 操作 

 • 沉浸式行動 VR 社交互動體驗 

 • 廣告體感遊戲，深化品牌鏈結 

技術單位：資訊工業策進會 

聯絡窗口：陳盈臻 
02-66073147，chenycchen@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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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服 務 

 
Shoait.AI任務導向型 
自然對話服務系統 

Shoait.AI 任務導向型自然對話服務系統，主要
技術在深度學習之自然語意理解的推論，發展
成任務導向型對話之應用服務。運用「深度學
習 x 自然對話」，提供自然語意理解及自然對話
等功能之任務導向型 AI虛擬助理服務，可用與
服務機器人、KIOSK 機台、APP 等，讓消費者
以口語詢問來提供即時問答。並可與即時通訊
功能整合，透過聊天機器人應用於 24 小時客服
回應，解決線上消費者問題，是快速又方便的
方法！ 

技術單位：資訊工業策進會 

聯絡窗口：李奕青 
02-66073214，yichin@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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