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未來科技館展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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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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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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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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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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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宗禧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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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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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御牧股份有限公司 
鄭松福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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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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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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技術研究院生醫所 植入式生醫薄膜技術 

4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光系統所 穿戴式嬰兒生理監控系統 

5 太暘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止鼾牙套治療評估系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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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抗體藥物複合體技術 

8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治療牙周病植物藥開發 

9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雙特異性抗體藥物開發 

10 台灣先進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emon-200 HD 數位式耳鏡 

11 台灣先進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具擺頭功能之高解析度 CMOS 腹腔內視鏡 

12 台灣安麗莎醫療器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麗莎守護天使 醫療級無線穿戴生理監控系統 

13 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創新單一傷口微創脊椎導航釘系統 

14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新藥篩選分子影像平台 

生技醫療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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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序號 技術單位 技術名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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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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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多椎節分割術前規劃軟體 

18 益福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InSeed益生菌產品 

19 滙嘉健康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侵入性光纖生理監測技術及智慧照顧系統 

20 慕康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好匙 

21 蓋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蓋德大健康整合平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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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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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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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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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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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鼾牙套治療評估系統 

止鼾牙套治療評估系統是全球首見能快速判斷
是否適合配戴止鼾牙套和提供止鼾牙套客製化
調整的產品。結合影像學，計算流體力學，雲端
系統與採用大數據分析實現精準醫療，快速且
有效的睡眠呼吸治療產品。 

能夠解決醫師無法有效率判斷止鼾牙套對病患
適用性，以及無法判斷出止鼾牙套調整幅度的
問題，利用止鼾牙套治療評估系統能快速判斷
是否適合配戴止鼾牙套，快速提供睡眠呼吸中
止症病患治療產品。 

技術單位：太暘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蕭宏達 
0916-131276，honda@soteriab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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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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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療  

 

抗體藥物複合體技術 

抗體藥物複合體是由單株抗體與強效細胞毒殺
藥物以特殊的鏈結連接在一起。抗體藥物複合
體能夠透過單株抗體來辨識特定的癌細胞，再
經由內互作用進入癌細胞後並在癌細胞內分
解，並釋放出強效毒性藥物對癌細胞進行毒殺
而使其凋亡。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已建
立可產生均質性抗體藥物複合體平台，其”藥
物/抗體”含量比(DAR)可為 2 或 4，同一抗體
上其亦可設計兩種不同毒殺藥物，以達到更好
的治療效果。 

技術單位：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聯絡窗口：陳冠任 
02-77003800 #5233，alex@dcb.org.tw 

 

 

 

治療牙周病植物藥開發 

牙周病是指牙周支持組織因牙菌斑沉積所造成
的發炎性疾病，其亦是引發掉牙危機首要疾病。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應用其藥物篩檢平
台，篩選出可治療牙周病的潛力植物候選新藥。
此候選新藥已經完成多項細胞外藥理驗證，如:
七種口腔病原菌抑菌測試、抗發炎活性測試、蝕
骨細胞分化測試等。另外、動物實驗證亦證實此
候選新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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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任 
02-77003800 #5233，alex@dcb.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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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加成性療效或新的疾病治療機制。例
如在免疫癌症應用上，雙特異性抗體的一端可
標靶癌細胞，另一端的抗體則可誘導 T 細胞至
癌細胞周圍，以活化 T 細胞並進行癌細胞毒殺。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已建立非對稱性
IgG構型雙特異性抗體技術平台，此平台可有效
解決雙特異性抗體常見的輕鏈配對錯誤問題，
目前經由此平台所產生抗體在動物試驗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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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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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療  

 

Lemon-200 HD 數位式耳鏡 

PMI Lemon - 200 是具備高解析度  (HD 
720P) 的可攜式數碼五官鏡，藉由可更換不同
的鏡頭模組讓操作者能更容易的進行五官檢
查。本產品包含一台可攜式主機、影像模組、電
源轉接器 (充電器)、Micro USB 連接線以及視
訊連接線。主機提供一組 3 吋的 TFT 液晶顯示
器，可作為影像預覽、拍照、照片檢視和影片檢
視之用，也能透過電視螢幕播放照片及影片。 

技術單位：台灣先進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張靖憶 
02-22993395 #118， 
serinachang@pmi-med.com 

 

 

 
具擺頭功能之 

高解析度 CMOS腹腔內視鏡 

本展品為「具擺頭功能之高解析度 CMOS 腹腔
內視鏡」，影像解析度達 Full-HD、視角為 90
度、具備雙向 140 度可彎式影像探管。現行市
售電子式 CMOS 內視鏡僅在 10 萬到 40 萬畫
素之間，其畫素與尺寸無法與光纖或 CCD式內
視鏡相同，因此 CMOS 內視鏡低價方便之優點
無法發揮。而本展品與國際大廠之內視鏡影像
品質不相上下，可發揮低價與方便的特性，將微
創手術成本降低，以便宜的價格獲得高品質的
醫療服務。 

技術單位：台灣先進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張靖憶 
02-22993395 #118， 
serinachang@pmi-med.com 

 

 

 
安麗莎守護天使  

醫療級無線穿戴生理監控系統 

擁有超過 10 項跨國專利及美國 FDA 510(K)核
可的安麗莎守護天使，為一創新無線可穿戴式
連續生理監控及警報系統，致力於改善傳統生
訊監控裝置之不便與缺失，適用於醫院及居家
照護，減緩照護人力負荷，提升照護品質。 

安麗莎守護天使之創新特點為醫療級整合監控
系統:經由無線穿戴達到每秒連續監控，並透過
雲端裝置即時發出警報通告照護者，照護人員
在患者危急狀况之前即可接到警報適時處置，
可有效減少發生急救之危險狀況。適合用於成
人、幼童及嬰兒，特別失能長者、患有呼吸/心
臟/心血管及慢性疾病患者。 

技術單位：台灣安麗莎醫療器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蔡小姐 
02-26557297 #28， 
jessie.tsai@auli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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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療  

 

創新單一傷口微創脊椎導航釘系統 

脊椎微創手術因出血量少、恢復快及住院時間
短等優點，已逐漸取代傳統開放手術，成為未來
脊椎手術之主流。本產品以領先全球創新思維 
- 「單一傷口微創」手術，推翻目前「多傷口微
創」的術式，該創新技術主要配合手術方式的改
變，並賦予微創釘具有導引手術器械的功能，達
到單一 2.5 公分的微創小傷口，節省住院等醫
療成本，提升患者術後生活品質。相信在此技術
的基礎下，未來的脊椎手術將能達到「今天手
術，明天出院」的理想目標。 

技術單位：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蔡婷婷 
03-6107162 #237，rita@wiltrom.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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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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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聖彬 
03-4711400 #7887，sptseng@iner.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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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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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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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eed 益生菌產品 

InSeed益喜氏益生菌是亞洲權威蔡英傑教授領
導研發團隊，秉持榮神益人的精神，加上一點日
式堅持與頑固；耗費 30 年以上研發歷程，針對
不同菌株功能，設計專屬的益生菌產品。InSeed
機能益生菌系列客製化不同身心保養，發展出
適合每個人的益生菌。InSeed是一顆由內而發
的良善種子，透過益生菌在體內讓好菌茁壯，孕
育出每個人健健康康的喜樂人生。 

益福生醫以深厚的乳酸菌專業知識、專業的菌
種研究開發、高規格的標準作業流程，兼顧保健
功效與品質安定性，首創國內益生菌從生理領
域走向醫療領域的深度開發，建立醫藥級益生
菌的國際企業先鋒。 

技術單位：益福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陳姿琪，02-25111663 #112，
kikichen@benedbiomed.com 

 

Healthcare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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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技醫療  

 
非侵入性光纖生理監測技術 

及智慧照顧系統 

非侵入性光纖生理監測核心技術無電磁波輻
射，為高敏度高精度生理感測器，可監測人體生
理活動包括呼吸、心率、脈搏波、血壓、睡眠分
析等，結合物聯網可實現嬰兒與成人睡眠自動
智慧照護服務。獨特的簡易動作表達系統可以
幫助老人尊嚴被照護。應用包括智慧墊 (衣、
枕)、智慧床 (坐) 墊、智慧輔具、智慧照護系統。
此技術獲得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R&D 100 
Awards) 及亞太資訊通奧斯卡  (APICTA 
Awards)。 

技術單位：滙嘉健康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潘瑀婕 
03-6576679 #335，coco.pan@ubabycare.com 

 

 

 

好匙 

好匙為一套飲食用的輔具，主要改善顫抖症 
( Essential Tremor，Parkinson's Disease，etc. ) 
患者常因為手部與腕部的不自主抖動造成生活
自理上的不便與難度。 

此外，希望藉由好匙具有傳遞數位資料的特性，
對顫抖症患者的震顫程度，有更精準，更具醫療
參考價值的數據量測。 

目前本產品已完成 proof of concept，預計
2018/Q3 進入醫學臨床試驗的階段。 

技術單位：慕康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洪柏智 
02-26415398 #704，
p.c.hung@inalways.com.tw 

 

 

 

蓋德大健康整合平台 

智慧穿戴裝置 +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 創
新醫療設備的整合應用，提供多元大健康產業
在智慧穿戴、量測設備、定位應用、用戶管理全
套的系統整合輸出，串連專業的照護平台及醫
療單位，透過數據主動了解消費者的需求，依據
個案提供客製化的解決方案，構建具國際競爭
力的遠距醫療、行動健康、居家養老的整合創新
應用服務平台。 

技術單位：蓋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許嘉俊 
0911-082843，dennis@guider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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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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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序號 技術單位 技術名稱 

1 815 兒童潛能開發中心 AR 智能學習盒-學習取向觀測及專注力學習盒 

2 工業技術研究院 無人包裹智取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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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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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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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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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艾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based人臉辨識方案/影像管理平台 

9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光達暨影像融合之類行人辨識系統 

10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氣壓煞車用電控繼動閥 

11 邑錡股份有限公司 Brinno DUO- 智能電子貓眼 

12 邑錡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工程縮時攝影相機 (BCC2000) 

13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食材多孔結構控制技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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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柯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瓦斯雲系統暨無線通訊模組 

智慧生活 Smart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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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序號 技術單位 技術名稱 

16 宣揚電腦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商戶行動多元支付服務平台 

17 展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智慧電網平台 

18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LED光顯紡織品技術 

19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穿戴式智能服飾技術 

20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鞋幫布用低熔點聚酯纖維 

21 國興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農業數位內容服務系統 

22 棋苓股份有限公司 B2B 企業型智慧手環方案 

23 棋苓股份有限公司 穿戴式 AI感知系統 

24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樂客車聯網尊榮版 

25 酷設工坊股份有限公司 JARVISH 智慧安全帽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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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鞋面加飾材料 

28 環天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長距離低功耗智慧生活解決方案- 
攜帶型閘道器、資產追蹤器、GPS 定位及心跳手錶 

29 薩摩亞商傑尼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ezOxygen 智能肺活量穿戴裝置 

30 豐榮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車聯網自駕車系統 

智慧生活 Smart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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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AR智能學習盒- 

學習取向觀測及專注力學習盒 

將繪本故事結合 AR 和腦波等互動科技應用，輔
助老師觀察孩子的腦波變化，了解孩子的學習
取向提供未來適性發展的基礎，及培養有效學
習所需的專注力。 

「AR 智能學習盒 - 學習取向觀測」在課堂中
透過腦波耳機觀察孩子進行不同活動時的腦波
狀態與變化，從中找出孩子偏好及適合的學習
方式。 

「專注力學習盒」除了藉由動態閱讀、動手實
作，同時搭配腦波耳機與遊戲互動訓練，讓孩子
從玩樂中提升專注力。 

技術單位：815兒童潛能開發中心 
聯絡窗口：張怡娟，07-9557700 #313， 

ebby@mail.o-pa.com.tw 

吳宜臻，07-9557700 #239， 
eve.wu@mail.o-pa.com.tw 

 

 

 

無人包裹智取站 

結合自動化、物聯網、行動科技技術，全天候提
供自助取貨。同時解決了快遞人員違規停車和
重複交貨造成的問題，並可指定送達時間，不需
要留在家裡等待包裹。無人包裹智取站為電子
商務建立新的服務模式。合作示範的企業有新
竹物流，嘉里物流，中華郵政公司，全家超商與
學校等。 

技術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廖燕鈴 
03-5913016，yanling@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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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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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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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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sunny_yeh@tbnet.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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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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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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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based人臉辨識方案 / 

影像管理平台 

艾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 EZ Match Face 臉部
辨識系統 & EZ Pro 影像管理平台，除了提供
提供動態、快速、精確之臉部辨識性能，也可藉
由 EZ Pro 影像管理平台，提供分群管理及事件
紀錄/推播/警報，應用於不同臉部辨識之需求場
域，例如： 白名單人員門禁考勤介接管理，VIP
人員迎賓推播，黑名單人員警報彈跳通知。 

技術單位：艾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鄭榮翔 
02-22180545 #13，
kevin.cheng@ionetwork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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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Living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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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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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nno DUO - 智能電子貓眼 

Brinno DUO (双螢)擁有最創新的“双螢幕”
與“双儲存”功能，為您的居家安全提供最極
致的解決方案。年輕的科技世代能輕鬆上手，家
中小孩、獨居長者也操作自如，一家三代人都能
享受完整的安全體驗。無須專業施工，居家安全
無痛升級。 
家人的安全是我們最堅定的承諾。 
1.双螢幕：相機與手機皆能顯示訪客影像，家中
長者與小孩皆能使用。 
2.双儲存：相機與 email 影像備份功能，確保隱
私不外洩。 
3.無痛升級：專利結構免施工、隱藏式設計。 
4.無須施工：100% DIY，免工具安裝。 

技術單位：邑錡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周裕欽 
02-87510306 #317，gary@brinno.com 

 

 

 

建築工程縮時攝影相機 (BCC2000) 

Brinno BCC2000專業版建築工程縮時相機，搭載 Full 
HD且具備寬動態 HDR 影像元件，提供優異的感光能
力，無論是在逆光環境、微光環境都能拍攝明亮的影
像。新一代專案工程的專用支架，提供延伸性、多角度、
超靈活的固定方式。防水電能盒，IPX5 防水，並可提
升 3 倍電池續航力。長達數個月的電池續航力，適用
於戶外長期建築工程拍攝，完整記錄施工過程，可當作
內部管理文件或是對外行銷素材。 
1.自動縮時：自動拍照並自動產生縮時影片，降低用戶
的不便。 
2.電池供電：可隨處安裝，省卻電源線的困擾。 
3.超長時效：可連續拍攝達 6個月。 
4.夜拍神器：無論白天還是夜晚都能拍攝清晰影像。 
5.戶外防水：專用防水電能盒，IPX5 防水還能提升 3
倍電力。 
6.專用支架： 隨處安裝，輕輕鬆鬆，免煩惱。 

技術單位：邑錡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周裕欽 
02-87510306 #317，gary@brinn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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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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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630876、I626895、JP63626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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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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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瓦斯雲系統暨無線通訊模組 

為促進消費者居家安全，響應中央主管機關推
動「通信功能之微電腦瓦斯表推廣計畫」，柯思
科技根據多年 IoT物聯網技術經驗成功研發「智
慧瓦斯雲系統暨無線通訊模組」。 

八大智慧功能，全面提升居家安全性、便利性，
成功外銷國際市場： 

1.即時通報，提升社會安全。  2.抄表自動化，
計費無爭議。  3.居家老人微失智用量設定與偵
測。  4.強震遮斷功效。  5.瓦斯雲端管理系統
IoTTALK。  6.全方位整合無線通訊技術。  7.
數據分析圖表化，即時查詢提升決策力。  8.智
慧瓦斯表 APP，方便帳單查詢服務，民眾申請
掛錶、換錶、拆錶等服務。 

技術單位：柯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李盈臨 
02-2788-6772 / 0958-227732，
elaine.li@dev.cctech-support.com 

 

Smart Living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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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生活  

 

智慧商戶行動多元支付服務平台 

智慧商戶行動多元支付服務平台，不僅止於提
供行動化智慧多元支付系統，並可以智慧雲端
POS 系統提供服務。提供多門市雲端 POS 系
統、店家會員系統、行動點餐系統、電子發票系
統、及多元行動支付服務，以加值商戶之智慧化
經營活動，達到實體商戶延伸線上服務。本服務
平台，亦可介接到其他地區的金流匝道，快速的
移植到其他地區提供相同的服務。 

技術單位：宣揚電腦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鄭培伃 
07-5578360 #7601，peggy@bethel.com.tw 

 

 

 

微智慧電網平台 

針對用電量大、場域複雜、尖離峰用電管理需求
之客戶，展綠提供輕巧、極簡安裝的用電管理系
統。 

與其他既有成本高、安裝期長達數週甚至數月，
維護複雜之方案不同的是，展綠提供客戶高價
值、安裝時間 1 天，維護簡單的解決方案。 

技術單位：展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李乾溢 
0921-893005，adam.lee@3egre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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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Living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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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生活  

 

穿戴式智能服飾技術 

三鐵智慧服飾係為因應三鐵運動群族所發展的
智慧機能服飾系統技術，彈性織物電極智慧布
料整合特殊導流散熱氣孔、3M 反光標、薄型減
壓立體軟墊、局部止滑以及吸濕快排等三鐵運
動機能，透過彈性縫紉技術發展出高質化三鐵
運動服飾系統，透過織物電極的感測、無限感測
模組以及手機 APP可以及時量化運動者的心臟
活動資訊與肌肉運動程度，透過運動強度與肌
肉收縮強度的量化，有助於提升三鐵運動訓練
與疲勞防範之參考指標，達到訓練與自主健康
管理之功效。 

技術單位：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聯絡窗口：沈乾龍 
02-22670321 #3400，clshen.08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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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農業數位內容服務系統 

智慧農業數位內容服務系統係為農業量身打造
的物聯網感測數據匯集平台，具有完善規劃之
安全管理機制，提供管理者以行動裝置即時監
測場域中環境因子，並可即時遠端操控場域中
各項機電設施，以有效管理場域作物生長環境，
優化作物品質及產量。同時運用雲端軟體服務
型態，以符合 TGAP(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規範之生產管理標準化作業流程、風
險管理及查核作業，提供管理者自我檢核與紀
錄，整合物聯網數據，落實 TGAP 生產管理模
式，滿足食品安全生產履歷驗證要求。 

 

技術單位：國興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陳庭朗 
04-22633968 #120，tlchen@ksi.com.tw 

 

Smart Living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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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生活  

 

B2B企業型智慧手環方案 

「高 CP 值、彩色螢幕的智慧運動手環」擁有計
步、血壓、睡眠分析、訊息提示…等超過 13 項
手環功能。 

特別的是，代理商可以在智慧手環 APP 內顯示
自己企業的 Logo 與專屬歡迎頁面，大大提升
企業識別度。APP 並具有「企業資訊公告」功
能，可建立和使用者的長期連結，讓 B2B 智慧
手環更符合企業需求。 

技術單位：棋苓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唐定堯 
0933-950040，stephen@chylyng.com 

 

 

 

穿戴式 AI感知系統 

運用棋苓最新研發的 AI chatbot 專利技術（人
工智慧結合聊天機器人）並結合另一專利：藍牙
數據收集系統（雙向式的傳遞數據、可得知訊息
是否已讀或未讀的狀態），此系統可以隨時監控
穿戴使用者在所處的活動區域之即時資訊，可
掌控穿戴者的身體狀況，包括：計步、血氧濃度、
心率等多項生理數據。除此之外，系統還可以傳
輸即時訊息，且管理者可知訊息是否已讀還是
未讀的狀態。 

此方案能應用在高風險工作環境，例如：石化工
廠、鍋爐工廠、鑽油平台等; 以及工時較長、區
域較大的單位，例如：醫院、大型倉儲等的管理
單位等。 

技術單位：棋苓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唐定堯 
0933-950040，stephen@chylyng.com 

 

 

 

樂客車聯網尊榮版 

AUTOKING樂客車聯網讓您隨時隨地享受即時
路況，串流音樂，連網娛樂，愛車位置，交通大
數據等各種雲端服務，豐富資訊 All-in-One，
愛車也要連網趣！ 

1.雲端全時高速聯網。 
2.影音音樂隨時聽。 
3.行車資訊一機搞定。 
4.系統連網自動更新 
5.手機 App 查詢愛車位置。 
6.手機預約導航。 
7.雲端智慧聲控。 

技術單位：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劉家慶 
02-23635445，ccliu@kingway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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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VISH 智慧安全帽 

當騎車穿梭城市鄉野，安全帽是我們必備的人
身保障，JARVISH 智慧安全帽在保持傳統安全
帽的高防護性基礎上，增加了許多智慧功能，如
智慧尾燈、自動記錄檔案、緊急事故自動記錄保
存、連結自動摔倒偵測以精準定位意外地點並
進行即時道路救援等⋯⋯用科技的力量讓行車的
安全防護更上一層樓。除了安全上的防護升級，
JARVISH 智慧安全帽也讓一群朋友在出遊時
能在臉書直播美麗風景，種種智慧功能不僅為
行車安全加分，也為生活品質加分。 

技術單位：酷設工坊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郭子綺， 
02-26279828 #301 / 0935-650621，
carol@jarvi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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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雙輪自平衡控制
系統，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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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讓玩家自行組合多樣
化型態玩具，激發玩家在結構與幾何上的平衡
觀念。 

本玩具操控方式結合穿戴裝置的體感操作，可
強化實體控制之肢體感受，促進積木玩具多元
發展，對兒童肢體與大腦的協調發展有相當助
益，更可創造銀髮肢體訓練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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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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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長距離低功耗智慧生活解決方案- 

攜帶型閘道器、資產追蹤器、GPS定位及心跳手錶 

環天整合了 LoRa低功耗無線傳輸技術MOST-Link 2.0，開發出一系列
戶內/室內/手持攜帶式 LoRa 產品，以支持私有區域內長距離無線網路
通信環境，可為企業及使用者提供更方便且經濟的架設方式，打造了廣
泛的追蹤及監控應用並整合於雲端管理： 
 • 應用場域： 
1.戶外：利用太陽能電力來源供給工業級電腦及 LD-50H 組合作為閘道
器，輕鬆管理所配置的 LT-601/LT-601R 追蹤器及 LW-360HR 手錶。 
2.室內：可輕鬆在家中/辦公室/管理室/工寮/農舍內透過桌機或筆電搭
配 LD-50H 作為閘道器，輕鬆管理所配置的 LT-601/LT-601R 追蹤器
及 LW-360HR 手錶。 
3.手持式：利用手機搭配 LG-M202 具有 BLE信號攜帶型的閘道器，可
針對導遊領隊，展館導覽，人員管理，切確知道每個人的行蹤及安全性。 
 • 優勢如下： 
1.成本降低：避免固定的月租費用及多項昂貴的設備，區域內可增加使
用量及管制廣域網路的頻寬使用，可使總架設及使用成本降低。 
2.網路架構彈性大：架構更具彈性，當有必要將網路擴充或是變更網路
架構時，私有領域可更輕易的達成；相對的，月租費的傳統架構則需大
費周章向電信商申請門號。 
3.管理方便：無須相關的多餘網路設備及實體線路，透過方便簡單的
LoRa®無線私有網路，使該網路的管理較為輕鬆。 

技術單位：環天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劉金忠 
02-82263799 #1807，
Ivan.liu@globalsat.com.tw 

 

 

 

ezOxygen智能肺活量穿戴裝置 

ezOxygen，全球首創超音波頻率偵測技術之智
能肺活量穿戴裝置、提供高靈敏性及準確性之
呼氣指標：尖峰吐氣流量、第一秒用力呼氣量、
用力肺活量，並藉由智慧手機將您的健康與雲
端大數據串聯。 

APP 記錄每次的呼氣數值，協助達到運動訓練
的最佳表現；隨時同步所在地的天氣及空氣品
質，做為室內或戶外活動的參考；社交網路功能
提供遠距關懷您的家人、朋友。 

簡約時尚及輕巧設計、易清潔及更換的可拆式
吹嘴，方便您隨身攜帶使用。 

技術單位：薩摩亞商傑尼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聯絡窗口：宋玉雯 
02-23656049 #25， 
celinesung@genius-gh.com 

 

 

 

車聯網自駕車系統 

未來智慧交通將朝著全自動、連網、高效率、安
全等指標邁進。臺灣豐榮客運經營公共運輸五
十年，此次與臺灣科技大廠組成「自駕車旗艦團
隊」，結合車聯網系統與雲端中控平台，打造自
駕巴士，將於 2018 年 11 月臺中世界花卉博覽
會期間在水湳智慧城供民眾搭乘。自駕車的成
功將提供公共運輸的第一與最後一哩接駁，帶
動城鄉發展，也展現豐榮客運在提升交通服務
的創新與努力，透過軟硬體設備持續優化，打造
安全便利的智慧運輸系統。 

技術單位：豐榮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蔡蕙茹 
04-23588800， 
Bunny.C@gb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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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 
 

 

序號 技術單位 技術名稱 

1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化所 表面特性辨識探針 

2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虛實整合系統資料收集及分析解決方案 

3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 主動抑振音圈馬達技術 

4 天奕科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公分級」室內定位系統 

5 中美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KB 極早期視覺型煙/火偵測系統 

6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無鉛易切削抗脫鋅黃銅材料 

7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鞋底自動打粗系統 

8 科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ervcore 自動化採集軟體 

9 恆智重機股份有限公司 無人駕駛磁軌導引車 

10 凌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機械預防性維護解決方案 

11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高密度高強度人工石墨 

12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磁性編碼器 

13 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水下可調導樁樣架系統 

14 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船艏安全登塔系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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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服務 
 

 

序號 技術單位 技術名稱 

15 創博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六軸機械手臂通訊智慧機上盒 

16 詮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BC Gateway 智慧機上盒 

17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單方向熱塑預浸料製備技術 

18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智慧型高分子材料加工技術 

19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超音波噴塗技術 

20 聯科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鏡頭式光學編碼器 

21 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機上盒及震動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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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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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實整合系統資料收集 
及分析解決方案 

工研院資通所智能製造服務系統組展出提供製
造段的虛實整合系統資料收集及分析之解決方
案，包含機台通訊整合、現場無線通訊傳輸、無
線振動感測模組、工具機主軸效能監診系統與
製程缺陷成因分析引擎，解決工廠之感測及通
訊、產線與廠之整合、設備監診與製程分析問
題。 

技術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李倩亞，06-3847060，oriya@itri.org.tw 
潘佩琪，06-3847097，peggypan@itri.org.tw 
周茂良，06-3847128，norman@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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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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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  

 

「公分級」室內定位系統 

天奕科技推出的「公分級」室內定位系統為目前世
界上最領先的室內定位系統，採用藍牙技術並結合
AI 定位演算法及 AI 分析引擎，定位精準度可達
10~30公分，只要將定位標籤置於欲定位的目標物
上，並於場域內裝設接收器即可進行定位，可使用
在醫療長照機構來定位醫護人員/病患、醫療設備，
在工廠倉儲場域使用來追蹤貨物、機具，更可做到
危險警示、行為分析、場域分析、路徑預測等應用，
也可結合行動裝置進行室內導航、自動導覽、互動
娛樂等體驗服務，除了 2D 平面定位外，更可進行
3D立體定位，協助場域業者升級服務品質、強化管
理效率，根據客戶回饋，導入天奕科技之定位管理
系統可提升場域產值達 10%~20%，如以一個中型
電子工廠為例，一年就能提升數千萬元營收。 

技術單位：天奕科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袁維廷 
02-23279998#60， 
matt@starwing.com.tw 

 

 

 

GKB極早期視覺型煙/火偵測系統 

中美強 - 視覺煙火辨識系統可在數秒內偵測
火焰及煙！當攝影機偵測到煙或火時，會立即
通報即時畫面給管理人員，好讓管理人員能夠
立即掌握為何發生、發生地點、以及處置方法。
以便將危害降至最低。 

視覺型煙/火辨識攝影技術是採用 NFPA72/FM 
APPROVAL/EN54 規範，其中包含多種演算法
之專利。 

透過影像辨識，讓煙火偵測不在局限於室內環
境。高、廣空間皆可安全防護。 

Seeing is believing： 透過影像辨識+影像傳
輸，讓通報時間縮短、即時掌握救災黃金時間！ 

 
技術單位：中美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廖楷岳 
04-25600147#138 / 0961-317928，
larry@gkbsecur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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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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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core自動化採集軟體 

ServCore 是一套紀錄工廠機台生產資訊和運
作狀況的自動化採集軟體，導入後即可在遠端
透過電腦或是手機即時查看目前工廠每台機具
設備的生產狀況，免除工廠管理者必須長時間
待在現場的困擾。此外，透過科智自主開發的通
訊標準 (TMTC) 整合整廠設備訊號並自動產生
報表，解決人工抄寫上費時、資料錯誤與不即時
等傳統加工廠常見的問題，讓工廠管理者可以
即時獲得生產報表，並立即排除現場問題，即使
是經年累月發生的議題也能透過生產數據的分
析，修正舊有的管理模式並進一步達到改善的
效果。 

技術單位：科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王崧智 
02-25622733 #20，kevwang@servtech.com.tw 

 

 

 

無人駕駛磁軌導引車 

•  磁軌貼到哪，拖板車就可以自動駕駛到
哪   • 只要有貼磁軌的地方就可啟動自動駕
駛模式行駛   • 只需傳統雷射導引系統的 1/5
價格，使用一年就可回本   • 不受環境變異影
響   • 全系列機種皆可安裝使用   • 荷重系
列/舉昇能力與一般堆高機規格完全相同   • 
手動/自動駕駛一鍵可以切換   • 離危險狀態
80 cm 距離，拖板車將會自動減速，離危險狀
態 20 cm 距離，拖板車會自動停止前進，待障
礙物排除後，拖板車才會自動行駛保障人車安
全。 

技術單位：恆智重機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范郁楓 
037-220741 #109，noveltek@liftruc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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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  

 

智慧機械預防性維護解決方案 

MCM - 100 為凌華專門針對機械設備預防性維護應用所
量身打造的嵌入式 IoT 智能邊緣裝置。內建 4 通道，24
位元，128KS/s 取樣率的高速高精度類比輸入。可直接連
接壓電式加速規傳感器進行精確的振動數據蒐集，並搭
載 Intel® Atom™ x7-E3950處理器滿足邊緣運算需求，
能直接將原始振動數據進行時域頻域的算法分析計算，
將龐大的原始資料轉成特徵值或設備狀態，健康壽命值，
故障代碼。有效縮減資料量和所需的網路帶寬。此外
MCM-100 支持將資料上傳至 Azure Cloud，並提供可
遠程監控的 dashboard，方便設備製造商或工廠設備管
理者進行設備管理，報警通知，歷史資料等功能。進而提
供智能預防性維護排程計劃和服務。 

總結來 MCM-100 整合 IoT 閘道器和 DAQ 模組，以超
小型緊湊架構方便客戶進行安裝佈建。節省空間和佈線
成本。直接在單一台邊緣裝置同時實現傳感器資料擷取，
資料分析以及資料上傳。提供智慧機械設備最佳的 IoT 解
決方案。 

技術單位：凌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林耿賢 
0921-947902，Zake.Lin@adlink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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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Manufacturing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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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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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六軸機械手臂通訊智慧機上盒 

機器人通訊智慧機上盒提供了將工業機器人連
接到控制系統的重要角色，使獨立機器人能夠
上傳操作信息。機器人通訊智慧機上盒將機器
人數據傳輸到數據庫，以便雲端應用程序 (如工
廠報表) 可以輕鬆訪問數據並將信息與生產線
中其他系統集成在一起。產品包含以下特色： 

 • 支援主流機器人控制系統。 

 • 機器人系統參數監測 。 

 • 透過 Database 傳送資料至上端系統。 

 • 緊湊型機構設計，易於安裝。 

將搭配 NexCOBOT miniBOT 六軸機械手臂進
行機上盒功能展示。 

技術單位：創博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陳維庭，02-82267786 #2281 

kurtchen@nexcom.com.tw 
王偉翰，02-82267786 #6520，
weihanwang@nexcom.com.tw 

 

Smart Manufacturing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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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製造  

 

BC Gateway智慧機上盒 

BC Gateway 智慧機上盒產品本具有彈性擴充、
資料儲存、雙向控制、即時傳輸、網絡互聯等特
點。BC Gateway 本身具有針對設備維修與保養
的計畫提示功能、異常分析、稼動率分析、換模
提示等，配合內建的生產資訊的輸入，可呈現多
樣的分析，如工單計畫達成率、成本分析。並結
合大數據的擷取，可供服務商提供準確的零配
件備料計畫與主動式叫修保養的服務。 

技術單位：詮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呂賜節，0922-417467，mark@mail.arch.net.tw 

王禮新，0932-925607，benson@mail.arch.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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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修誠 
04-23595900 #712，shawn1210@pi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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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捷 
04-23595900 #507，Tony0711@pidc.org.tw 

 

Smart Manufacturing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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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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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2， 
e10407@ mail.pmc.org.tw 

 

 

 

鏡頭式光學編碼器 

本專利技術採用塑膠成型技術、使用一連串光
學拋物鏡頭，取代傳統編碼器在玻璃上漸度光
柵的方式，製造光學編碼盤，得以數倍數率提升
生產速率、與良率、同時降低材料、生產與檢驗
成本。精密的光學編碼器技術突破不易，目前擁
有完整技術的領導廠商主要集中在德日美三
國。聯科德的編碼器技術，不但是在編碼器技術
成功地開創出一條新的專利技術體系，同時更
可以在精度上、生產速度與良率、成本等等各方
面大幅領先現有技術至少二十年以上。 

技術單位：聯科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黃浩然 
02-2630-7828 / 0938-060080，
eddy_huang@lencoders.com 

 

 

 

智慧機上盒及震動感測器 

精密機械市場的高規格性價比 SMART BOX+
震動感測器 

1.內建各種實用 APP。 

2.透過 EtherCAT 輕鬆連結多種周邊裝置：伺服
驅動器、傳感器…等。 

3.可連結雲端 WebAccess 進行遠端監控、設備
健診、大數據分析…等多項功能。 

技術單位：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游雅晴 
04-23106859 #6419， 
gloria.yu@LNC.com.tw 

 

Smart Manufacturing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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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服務 
 

 

序號 技術單位 技術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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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光系統所 LED高精準即時定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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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un+ More 樂趣多 ─ O2O智慧商務平台 

5 光禾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BIP室內定位及導航系統 

6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少量客製數位印刷電子商務平台 

7 如牧創新有限公司 數位互動噴漆裝置 

8 米菲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MAKAR 實境編輯平台 

9 艾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D Water-水質監測儀 

10 法可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FB 聊天機器人 

11 接力棒有限公司 多人互動式展場遊戲導覽系統 

12 捷鼎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NeoSapphire H710/FlexiRemap® 技術 

13 通潤股份有限公司 IOT 多參數水質監測儀 

14 雲守護安控股份有限公司 人體骨幹分析技術 

數位服務 Digit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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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技術單位 技術名稱 

15 雲守護安控股份有限公司 雲端智慧攝影機 /高畫質雲端智慧攝影機 

16 創星物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ARDI® 4G 多功能行車紀錄器 

17 資訊工業策進會 BIG-Token 區塊鏈數位資產管理服務 

18 資訊工業策進會 Edubot智能互動服務 

19 資訊工業策進會 OinVR 

20 資訊工業策進會 Shoait.AI任務導向型自然對話服務系統 

21 嘉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虛擬實境系統 

22 翼次元股份有限公司 浮空投影遊戲暨學習系統 

23 聯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停車場 

24 雙子星雲端運算股份有限公司 Gemini AI視訊監控雲 

數位服務 Digit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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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服務

mmWave 5G NR MatLab Platform 

此開發平台是工研院針對 5G 驗證與量測所自
行開發的平台，硬體採用  Xilinx FPGA + 
AD9361 配合 Matlab 以實現 5G NR sub-
6GHz 的算法實現，並可外加毫米波模組，進行
毫米波相關算法與量測實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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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上下行傳輸無須借助同
步儀器，即可完成互傳的通道探測研發，節省儀
器投資，此平台也可做為學校在教授毫米波通
訊或 DSP 時，在本系統實作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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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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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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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More樂趣多 ─ 
O2O智慧商務平台 

「Fun+ More 樂趣多」以集客、體驗、樂趣、
消費和智能商務分析等五大核心流程，協助業
者輕鬆策展，並整合遊戲化遊程、多螢互動及
AR 體驗，加值消費者的服務體驗，引導消費者
二次消費、促進停留經濟，藉此協助業者達成精
準行銷、提升營業效益之目標。產品主要特色如
下： 

• 遊戲化遊程及導購，提高消費者二次消費。 

• 多螢互動 AI導覽員，創造消費者停留經濟。 

• AR 吉祥物拍照分享，加值消費者旅遊體驗。 

技術單位：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張景嵐 
04-22985258 #120，fredchang@geo.com.tw

 

VBIP室內定位及導航系統 

OSENSE 光禾感知全球獨有的 VBIP 系統，透過手機鏡頭
即可簡便高效地建置室內地圖，藉由 AI 整合電腦視覺與
地磁濾波技術，不需其他硬體設備，在無 GPS 訊號的環
境亦能實現室內定位及導航功能。同時導入 AR 互動導
航，讓使用者能體驗更直覺有趣的服務，並結合商業應用
延伸無限商機! 

• VBIP 三大特色：建置輕量、維護便捷、AR 互動應用
領域遍及智慧製造、工業工程、智慧醫療、安保安控、O2O
新零售、互動廣告等。國際合作案：泰國曼谷 BTS─36 個
車站全境導航、2020 東京步行計畫─智慧觀光導航。 

• Tag in 商展導覽 APP

本次 OSENSE 與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合作，為大會導入
導覽 APP。Tag in 是一款以 VBIP 系統為核心的商展導覽
APP，提供 AR 互動導覽、指定攤位快速導航等功能。 

技術單位：光禾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馮力文 
02-87717175 #27 / 0970-302963，
liwen@osensetech.com

少量客製數位印刷電子商務平台 

少量客製印刷是數位印刷技術最大的優勢，結合電
子商務技術，它可以讓印刷服務變得更加便利而有
趣。 

好好印是由經濟部工業局指導，財團法人印刷創新
科技研究發展中心打造，能滿足創意圖文編輯與多
元輸出需求的線上編輯電商平台。該平台融合設計、
數位科技與印刷專業智慧，搭配印研中心專業團隊
的快捷依需服務，你可以輕鬆的利用手機或電腦，
透過平台將噴發的創意付諸實體，將滿滿的回憶永
恆收藏。 

透過本計畫的技術輔導分項推動，印研中心將少量
客製數位印刷電子商務的關鍵技術移轉給業界，加
速數位印刷加值與電商相關技術的導入。 

技術單位：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陳靖雯 
02-29990016，chingwen@ptri.org.tw

Digital Service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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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服務  

 

數位互動噴漆裝置 

「數位塗鴉」為互動體驗遊戲中最受大眾喜好
的互動形式之一。【Ultra Graffiti  超塗鴉】針
對廣泛互動線下體驗需求設計，以 VR 空間定位
技術，實踐如同真實噴漆一般且更多元功能之
新型態互動體驗。 

技術單位：如牧創新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吳沛文 
02-27775881，bruce@rumuinno.com 

 

 

 

MAKAR 實境編輯平台 

米菲多媒體為台灣領先的 AR(擴增實境)行動應用軟體開
發商，也是國內唯一的擴增實境底層技術開發商，獲得多
項國內外獎項的殊榮，以圖像識別、追蹤技術為核心，結
合雲端技術、機器學習、大數據分析、多媒體互動，發展
出十數種創新 AR 行動應用服務模組，並擁有國內最大 
ARVR 開放式平台「MAKAR」，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開發
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對於國內產業發展具有相當的影
響力。  

MAKAR 讓一般使用者透過拖拉介面設定就可以自行操
作建立，無需再委託專業廠商，透過平台可以進行創作、
分享，加速 AR/VR 普及化。以下為本產品的 4 大獨特性： 

1.快速開發《開發迅速，十分鐘快速體驗》。 
2.低成本《免費開發，隨需購買》。 
3.好上手《學習曲線短，適用任何年齡層》。 
4.通用於各個產業《任何產業都可以快速跟 ARVR 連接》。 

技術單位：米菲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蔡雅雯 
02-25682098，mifly@miflydesign.com 

 

 

 

ID Water-水質監測儀 

艾滴科技是一群由海洋大學不同科系集結而成
的熱血團隊，我們一直想將學習到的技能回饋
於社會，經過長期研發，成功打造出高效能的水
質監測物聯網系統，讓漁塭水質狀況實時掌握
在手中，讓養殖戶做出最明智的對應措施。ID 
Water 集中了溶氧、亞硝酸鹽、氨氮、鹽度、酸
鹼值、溫度等信息於 app 中，該產品能夠同時
監測四口魚塭，讓使用者簡易的監測水質狀況，
降低水質風險造成的產量損失。 

技術單位：艾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江吉祥 
02-24631480，identifywat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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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服務  

 

FB 聊天機器人 

CHATISFY 為新時代聊天機器人設計平台，幫助
商家與顧客進行更直接、快速的溝通，用戶可以
完全依據品牌風格自由打造專屬的聊天機器
人，完全無須撰寫程式碼。使用 CHATISFY，打
造您專屬的銷售&客戶溝通體驗。 

技術單位：法可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林秉宏 
(02)2748-1586，terry@chatisfy.com 

 

 

 

多人互動式展場遊戲導覽系統 

以遊戲化的方式進行系統設計，利用混合實境、
虛擬實境、擴增實境、室內定位、NFC、IoT等
技術應用，讓展場導覽系統以更高的趣味性及
互動性呈現，並提升參觀者使用導覽系統的意
願，同時達成引導參觀動線的目的。 

技術單位：接力棒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李與誠 
02-22029524，gb@gellybomb.com 

 

 

 
NeoSapphire H710/ 
FlexiRemap® 技術 

高可用性且可縱向擴充的 NeoSapphire H710 
全快閃記憶體儲存陣列，可依照企業用戶需求
彈性擴充儲存容量，具有超高的性能、可擴展
性、高密度機箱設計。藉由 FlexiRemap® 軟
體支援且無共享架構  (Shared-Nothing) 技
術，採用對稱式 Active - Active 的雙節點設
計，可實現 100％ 的無單點故障 (NSPOF)，
4KB 隨機寫入下可達 60 萬 IOPS。 

技術單位：捷鼎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陶思含 
02-77467616 #2561，
serena.tao@accels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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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服務

IOT多參數水質監測儀 

通潤 (Akubic)  為以水質監測為核心的物聯網
解決方案商。 

創新的監測儀能同時量測多種水質參數，隨時
上傳雲端數據庫，進行監測、紀錄、分析、回饋、
示警等功能，適合用在觀賞水族、養殖漁業、民
生用水(水塔)、水資源處理以及河川湖泊監控等
各式應用。 

技術單位：通潤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葛士豪 
0928-927753，scott@akubic.com 

 

人體骨幹分析技術 

Beseye 獨家研發人體骨幹分析技術，讓 AI 深
度學習後，可準確辨識「人」相關的影像，
「Beseye AI 影像分析平台」提供的人工智慧
更是一大亮點與突破性的發展，利用人體骨幹
分析技術可延伸「人工智慧人員偵測」、「人工智
慧人臉辨識」、「人工智慧人體姿勢辨別」、「人工
智慧影像摘要服務」等功能，因此只要有「人」，
Beseye 就會主動守護這個場域，讓「守護，一
直都在」。 

技術單位：雲守護安控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陳品妤 
02-25983771 #116 / 0988-208085，
champion.chen@beseye.com

雲端智慧攝影機 / 
高畫質雲端智慧攝影機 

Beseye智慧雲端攝影機運用了 3M黏貼式快拆
底座，搭配專利無軸承磁吸技術，可安裝在任何
地方拍攝影像，同時不破壞牆面及裝潢。除了硬
體，Beseye 攝影機也可透過專利的 Let it bee
聲音設定快速與智慧型手機配對，並且擁有人
工智慧影像分析系統使攝影機能夠分辨各種人
體特徵與對象，針對需要注意的事件給予即時
的回報，而 Beseye Pro 擁有 720P 的解析度及
125度的可視範圍/Beseye Next擁有1080P的
解析度及 160 度的可視範圍，守護您的店家與
家庭。 

技術單位：雲守護安控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陳品妤 
02-25983771 #116 / 0988-208085，
champion.chen@bese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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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服務  

 

KARDI® 4G 多功能行車紀錄器 

本產品為特別針對現行市售車款所開發，不受
車型限制，藉由車內後照鏡 (Rearview Mirror) 
型式，達成行車紀錄/行車導航/UBI 車險/行車
安全輔助等 4 項功能。產品特色如下： 
A.行車紀錄：1080P鏡頭/本機循環錄影/影片鎖
檔保護及上傳雲端機制 (手動/自動) 。  B.行
車導航：道路限速/測速照相提醒/即時路況服務 
(配合HERE RTTI服務) /導航顯示模式可選擇一
般模式或 HUD精簡模式。  C. UBI車險：以駕
駛里程/駕駛時段/駕駛行為三項風險因子，以自
有專利演算法，提供給予駕駛人保單折扣之試
算。  D.行車安全輔助 (ADAS)：以影像辨識方
式完成前車過近 (FCWS) /車道偏離 (LDWS) /
前車起步/行人偵測。 

技術單位：創星物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陳弘皓 
02-26561100 #132， 
Alpha.chen@trans-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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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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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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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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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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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實境系統 

zSpace 提供身歷其境的互動式學習體驗，為教
師開啟 STEM 教學探究之門，為學生啟發主動
探索之旅，讓 STEM 概念生動起來。 

 • 直觀易用的介面將虛擬實境的體驗完美呈
現眼前。 

 • 提供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學生投入於
STEM 的學科中與教學資源互動如同在真實的
環境中，有助理解背後的科學知識。 

 • 促進學生和教師的參與，透過使用各種適性
化和協作學習的工具，為教育學習注入新活力。 

 

技術單位：嘉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陳姿妤 
02-29200117 #215，kelly@carwi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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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服務  

 

浮空投影遊戲暨學習系統 

夜市爭霸是一款 2- 4 位玩家同樂，遊戲背景為
台灣夜市場景，在夜市之中走走逛逛，同時注意
飽足感與幸福感和金錢三大指數，如果飽足感
與幸福感都降到 0 了，就等於被踢出局落敗，
穿插在遊戲進行之間的搞笑動畫，則增加遊戲
時樂趣與豐富性。 

技術單位：翼次元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屈道剛 
02-29996071，martin@mirax.com.tw 

 

 

 

智慧停車場 

利用網路攝影機作為小腦，收集停車場占位與空位的數目，
結合車牌辨識，並將資訊分享至中控管理室與雲端，以達成
城市停車場空位指引，進而減少車輛虛轉損耗能源的情形。 

聯發光電的智慧停車場方案內含的技術指標有：  
1.網路攝影機內建 Car detection (Deep learning on 
Edge)，影像不光只是存檔，更是收集停車格資訊的 sensor。 
2.網路攝影機內建 RS485 and Modbus，就近控制停車格紅
/綠燈號，並可自成小區傳送該區資訊給 LED 顯示板與手機
APP。 
3.停車場內的中控室安裝有聯發光電開發的 VMS 名為
“SecuPark”。可透過 TCP/IP 偵知與控制停車場內的網路
攝影機，並向網路攝影機索取 Snapshot，做車牌辨識。 
4.車牌辨識等於在每一台車上加上標記，進一步達到尋車、
收費、防竊的功能。而這些資訊除了 VMS，都可用 API 整
合方式與手機 APP，市府雲端伺服器、Line pay 做整合。
達到可大可小的智慧城市應用等級。 

技術單位：聯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顏葆仁，02-82269855 #301，pauline@a-mtk.com 
林怡君，02-82269855 #306，ada@a-mtk.com 

 

 

 

Gemini AI視訊監控雲 

IP 攝影機的興起讓隨時隨地攝影更加普及化，
將多路視訊影像影像傳到雲端上更可進一步導
入 AI智慧分析應用。 

雙子星的 AI 視訊監控雲，將傳統視訊影像管理
與雲端虛擬架構完整整合，不但支援行動終端，
讓使用者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監控視
訊影像；更整合了多種影像 AI智慧分析模組，
因此可彈性客製化滿足不同的需求情境，幫助
使用者更快速分析判斷影像內容，加速決策並
採取行動。 

 

技術單位：雙子星雲端運算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段雲亭 
0926-860565，iristuan@geminiopen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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