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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產業需求
創建嶄新市場
2019 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美中貿易戰牽動全球產業走勢，危機就是轉機，如同易經卦象：「泰
終否來，否極泰來」，兩強相爭，突顯了臺灣經濟戰略地位的重要，資金與人才回流臺灣，造就
產業轉型千載難逢的契機。臺灣擁有強大的產業供應鏈、優異的軟硬體人才，日以繼夜的打拚奮
鬥，為經濟發展突破一次又一次的難關，在臺灣再起的關鍵時刻，工研院持續與產業站在一起，
成就榮耀！
面對未來的機會與挑戰，工研院一本初衷，致力以創新研發引領企業轉型升級，這一年有三大發
展重點。在「研發聚焦市場需求」方面，提出《2030 技術策略與藍圖》並落實到各研發規畫，發
展支撐市場的關鍵技術，用科技解決產業痛點；「成為產業與學界、臺灣與國際間橋樑」方面，
積極拓展企業與國際合作，並以傲人專利影響力穩健前瞻研發；「協助產業轉型升級」方面，在

院長

董事長

AI 人工智慧、5G 通訊、智慧製造、綠能科技、智慧生醫、循環經濟等新興產業展開布局，落實
以科技研發成果協助產業轉型升級。

創新研發躍上國際舞台
2019 年工研院的創新研發成果屢屢獲得國外各大獎項的肯定。包括「RAIBA 可動態重組與自我
調節之電池陣列系統」結合循環經濟與能源技術，創造再生能源商機；「仿生多突狀磁珠製備技

因應市場需求力促科研成果產業化

術」是細胞治療的重要突破，解決人類癌症治療的問題，雙雙榮獲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R&D

從實驗室到產業化的過程，猶如一場馬拉松，工研院擔任科研成果落實產業化最後一哩路的跑

100 Awards）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度 100 個獎項中僅有 12 個非美國的技術獲獎，工研院即拿下

者，這段路最艱難，也最易失敗，工研院為產業負重而行，瞄準科技發展趨勢，協助產業提前布

2 項，向全球展現工研院傲人的研發能量，及以科技為人類、產業解決問題的決心。

局。我們以「巨量微組裝產業推動聯盟（CIMS）」
，串聯全球 IC 設計、顯示、LED、封測、PCB 以

「iRoadSafe 智慧道路安全警示系統」也獲得愛迪生獎（Edison Awards）及智慧運輸系統世界大會
（ITS World Congress）亞太區產業成就獎（Industry Award）雙重肯定。此外，在 2019 年美國消
費性電子展創新獎（CES 2019 Innovation Awards）中，以「高負載高續航商用無人機」獲得機器
人與無人機類創新獎，也是工研院連續第二年獲獎。這些優異的成績顯示，臺灣的創新競爭力全
世界有目共睹。
此外，由於科技創新與專利的表現卓越，2019 年工研院第三度獲得德溫特全球百大創新機構獎肯
定，為全亞洲獲獎最多的研究機構。同時，我們也積極與國際大廠攜手創新，像是與美國應用材
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 Inc.）建置開放式創新交流平台，深化在顯示器、先進封裝製程與新創
事業投資等領域的合作；與外交部及美國在臺協會共同舉辦海洋廢棄物國際研習營，為永續資源
管理尋求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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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系統整合廠商，建立跨領域產業交流平台，為臺灣率先布局 Micro LED 技術及應用開發；因應
下世代半導體製朝 10nm 以下邁進，技轉衍生成立新創公司，以功能性鍍膜結構與設備技術，協
助臺灣廠商切入半導體耗材商機，突破美國大廠長期壟斷供應現況；與高鐵合作建置臺灣首座
轉向架走行測試設備，落實輔導軌道產業國產化；運用無人機技術協助高鐵檢測 252 公里長的橋
樑，提升高鐵行車安全性。
推動產業智慧轉型升級、提供解決方案，也是重要任務之一。因應臺商回流需求，協助健身器材
業者規劃建置「智慧數位工廠」，引進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相關技術，使全產線都能達到自動化
與智慧化目標；與紡織大廠合作建置「成衣單站多工序自動化站」，以智能技術整合在地設計端
與生產端的產業打樣需求，大幅縮短工作時程、節省人力，有效幫助業者掌握創新的時效性與瞬
息萬變的市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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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因應永續環境發展，國內第一座兼具自然、人文、科技的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已於 2019
年 12 月正式啟用，工研院協助建置的「綠能科技示範場域」也開放進駐，與產業攜手建立試量
產線及測試驗證平台，形成綠能創新產業生態系，打造臺灣的綠金聚落。此外，有鑑於臺灣於
2018 年正式進入高齡社會，工研院也連結產官研能量，打造國內首座銀髮智慧照護場域，導入 AI
人工智能分析、遠距、多元化偵測等技術，建立整合系統，提出智慧長照與高齡照護解決方案。

鏈結資金、科技與產業市場
在國外，資金市場結合科技市場非常普遍，也是矽谷新創公司能蓬勃發展的主因。臺灣在科技市
場表現傑出，居全球前四大創新國，但在創投表現卻僅排第 25 名，顯示國內科技市場與資金市
場接軌存有落差。扮演產業科技研發推手的工研院，在這波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更應擔綱科技
與資金市場的重要媒合者。
我們提出三大策略：第一個策略是無形資產評價與融資，接軌無形經濟；第二個是私募股權與技
術加值，助企業轉型；第三個是早期資金模擬新創，強化工研院創新創業。在經濟部工業局、臺
灣中小企業銀行、信保基金之共同支持下，目前已完成臺灣首創融資成功案例，三家新創公司與
中小企業以專利獲得總共 2,500 萬元的優惠利息融資。再者，積極打造「臺商回臺投資創新研發
平台」
，投資新創事業、協助數位轉型產業升級及人才培育等三大方向，提供整合服務方案，協
助優質臺商推動生產智慧化與轉型升級。

科技加值聚落再生與崛起
當全球產業迅速變化時，我們也面臨傳統產業就業人才斷層、偏鄉地區人口老化，造成產業發展
停滯等問題。
工研院深入了解在地需求，運用科技的力量帶動地方產業創新發展，提升花東青年返鄉創業的意
願。像是以「稻殼炭化技術」協助花蓮有機米業者，將廢棄稻殼變成肥料、或用於防治病蟲害的
稻醋液；以「無毒苗木微體繁殖技術」輔導部落種植澳洲茶樹，生產高值精油產品，促進部落產
業發展；工研院東部產業服務中心「Omega Zone」，亦用心打造在地青年創業平台。
以傳產為主力的南臺灣，也出現轉型升級的挑戰。我們以「推動產業升級」、
「發揮在地優勢」、
「注入創新活水」
、「培育關鍵人才」四大面向，為在地產業數位轉型點火添薪。例如，以「生態
材料高值化加工技術」協助業者將檸檬皮渣去化，開發成牛隻的青貯飼料；以「多維雷射表面處
理技術」協助傳統螺絲跨足高價值人工牙根植體，帶動傳產轉型；以微型化感測器及 AI 運算的
「水質檢測平台」，協助石斑魚業者打造智能養殖環境監測系統。
期透過將在地產業化成果再升級，吸引人才回流，為青年世代搭建發揮創意與夢想的創業舞台，
更為臺灣產業注入源源活水。

沙崙綠能科技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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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服務 新創圓夢
隨著全球產業板塊劇烈位移，過去以製程創新形成的競爭優勢逐漸減弱，臺灣正走向「創新型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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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創籌備中）

制」。工研院以科技結合創意，為新創團隊連結創業路上的各項資源及服務，帶動國內各產業實現跳

以工研院自主研發的真空鍍膜設備及功能性鍍膜製程，結合聚對二甲苯（Parylene）有機薄膜及電漿

躍式發展，促進經濟結構轉型。

增強化學氣相沉積（Plasma-Enhance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PECVD）表面改質鍍膜技術，並以關
鍵模組開發整機設備及產品應用，提供業界半導體耗材組件披覆鍍膜服務。可應用於化學機械平坦化
（Chemical Mechanical Planarization, CMP）晶圓吸附膜及研磨墊、探針卡偵測絕緣層鍍膜，其自主設

工研院致力於建構新創生態圈，並建立一站式﹝ 0 → 1 → N ﹞的產業創新與創業基地，完備新創
輔導資源，加速創育輔導與協助，成功孵化新創事業，促成科技新創連接全球產業生態圈。並以
跨領域整合及主題式平台推廣方式，經營策略性關鍵客戶，從「策略聯合研發平台」手法進展到

備建立及關鍵製程結構技術門檻為其利基，新創公司營運以代工鍍膜為主。

04 DNN 高效能深度學習系統（新創籌備中）

聯合研發中心、策略合作、策略聯盟及主題式平台等建構，強化長期合作關係，拓展技術多元價

DNN（Deep neural network, DNN）高效能深度學習系統以工研院深度學習系統軟體技術，搭載深度學

值並提升產業效益。

習訓練硬體成為 DNN Appliance 產品。提供深度學習模型、可高度整合開發者的軟硬體、及提升訓練
效能的深度學習開發環境，加速模型訓練時間並維持預測精準度、超參數自動調整機制、儲存設備與

關鍵客戶之經營

記憶體間高速資料流動等。

2019 年開發經營重要主題式平台，包含解密科技寶藏專案、經營國營企業、石化產業、軌道服務
業、品牌電子業、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等不同領域關鍵
客戶，連結跨領域主題式平台、關鍵客戶與工研院能量，拓展合作面向，開發多元商機。

05 5G 小基站（新創籌備中）
整合工研院自主開發的 5G NR L1 第一層基頻軟體及 L2 ∕ L3 第二層∕第三層通訊協定在 SoC based 平
台上，提供 5G 基地台軟體技術與軟硬整合解決方案，協助臺灣網通廠與設備廠開發具競爭性的 5G 小

推動新創事業及育成
工研院致力建構新創生態圈，持續整合、擴展國內外新創育成服務平台及場域，鏈結國際各類產業輔
導資源，強化服務能量，協助新創團隊早期評估諮詢至新創後行銷資源，形成一條龍服務。透過執行
各部會創新創業計畫壯大新創推廣模式，將學研成果商業化，打造創新創業的國家品牌「臺灣科技
新創基地（Taiwan Tech Arena, TTA）」，代表參與新創指標性國際展會 2019 VivaTech，引領臺灣青創風
潮，廣受國際新創圈矚目。

型基地台產品，解決小基站廠商普遍遭遇高技術進入門檻、鉅額執照授權費及高價測試設備、耗時且
複雜的電信互通測試、缺乏市場垂直整合方案、市場競爭力弱的瓶頸。並提供 ODS（Original Design
Solution）商業模式與小基站廠商互補，加速串起國內 5G 產業供應鏈。

06 LiDAR sensor IC（新創籌備中）
以工研院自主研發的 CMOS 單光子崩潰二極體（SPAD）作為感測元件的深度感知系統集成電路

育成新創事業

2019 年共推動 8 案，其中 2 案成立新創企業，6 案新創事業籌備中。

01 盟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諧波傳動裝置（Harmonic Drive, HD）為機器人技術發展之關鍵指標，攸關高精度工業機器人之性能。
可廣泛應用於機器人、醫療設備、半導體設備、光學設備和國防航太等領域，新創初期以自動化設備
及機器人系統廠為目標市場。其產品具備高精度與產品壽命長的國際競爭優勢，可望帶動國內自主化
機器人關鍵零組件技術發展，突破國際大廠限制，提升國內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競爭力。

（SoC）
，採用飛時測距（Time-of-Flight Ranging）完成多通道光達（LiDAR）技術 IC，具有低電壓、低
功耗特性且低成本的優勢。初期以無人搬運車（Automation Guided Vehicle, AGV）為產品應用市場，
中期則以無人機、自駕車等應用領域為目標市場。

07 AI Clerk 智慧櫃姐（新創籌備中）
「自動擴充標記語料的 AI Clerk 自然語意分析平台」可自動擴充標記語料，只需人工標記小量語料，
即可處理大量產品規格、討論文章、文獻等相關資訊，大幅降低人工蒐集和標記語料的時間。初期將
從協助電商建立產品知識庫入手，協助電商達到精準行銷的目標。

02 染料敏化電池新創案－台塑公司新創事業（Spin-in）
染料敏化電池（Dye sensitized cell, DSC）為光驅動的技術，可在低照度環境下將能量轉換為電力，且

08

08 嵌入式深度學習相機（新創籌備中）

能供應小電流電力。適用於電動窗廉、電動紗窗、物聯網感測器等民生消費應用，初期以電動窗簾和

「嵌入式深度學習相機」以深度神經網絡演算法為技術核心，透過辨識、動態感知、大數據運算，協

感測器應用為目標市場，利用室內與窗邊光線即可 100% 自主供電，充分體現創能、節能、儲能及系

助使用者完善嬰幼兒或高齡者的照護解決方案。嵌入式深度學習相機能監控，並偵測嬰兒口鼻遮蔽及

統整合技術。此技術已移轉國內廠商台塑並順利投產，將可擴展各類民生和無線感測器的應用，帶動

吐奶等問題，整合偵測呼吸及心跳功能，具邊緣運算、高辨識率和即時反應等特點，為幼兒安全市場

原料商及設備商投入，開啟新市場應用商機。

之突破性技術。未來將以智慧化網路錄影機等應用為目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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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智權 創造價值
無形經濟崛起，無形資產是未來決勝負的關鍵。工研院開創無形資產融資先河，以三大策略連結資金

人次，商務洽談達 1,600 案次以上，交易金額超過 6 千萬

市場與科技市場，並為臺灣構築專利智財防護網，為產業打造進攻時的專利武器、防守時的智權堡

元。同時辦理「2019 國際智財戰略與技術交易論壇」

壘，共同迎戰來自全球的頂尖對決。

與技術媒合會，提升國內業者掌握國際智權議題之
資訊、知識及技術交易機會。

工研院在智慧財產權價值創造的卓越表現，備受國際肯定，2019 年第三度榮獲「全球百大創新機構

完備專利分析布局機制

獎」及第七度榮獲「亞洲智財菁英獎」。工研院長期致力於智權布局策略、智權高值化運用模式以

觀察國際新興科技發展及大型企業之布局策略，

及智權法務策略規劃，協助政府推展智財活化政策，也是提供臺灣產業智權資源的專業夥伴。2019

工研院持續推動與落實完備型專利分析布局，以

年，與國外 6 家知名研發機構如史丹佛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SRI）、德國夫朗和斐應用

躍升至精準布局層次。2019 年以專利分析輔助研

研究促進協會（Fraunhofer Institute）相較，專利數據仍為排名第一，維持專利數量與品質並重之優勢。

發方向研擬，產出 25 項重要計畫的專利布局，聚焦

無形資產對全球經濟發展日漸重要，新經濟時代來臨，更有賴資金市場與科技市場的結合，推升科技
產業蓬勃發展。未來，工研院將以三大策略鏈結資金市場與科技市場，第一項策略是無形資產評價與
融資，以無形資產換取有形資金；其次是私募資金與技術加值，以工研院的技術與專利為廠商加值，
促成企業獲得轉型的資金挹助；再者是早期資金模擬新創，強化工研院創新創業能量並提高成功率。

局機制及作法，不僅吸引泰國國家科學院（NSTDA）派資
深智權人員前來取經，更在經濟部技術處的支持下，擴大協助
五家領域型法人建置完備型專利分析與布局機制，包括金屬中心、生
技中心、紡織所、食品所及車輛中心；從產業需求展開，透過實務案例演練，進行完備型專利分
析與布局，並逐步建立內部相關機制。工研院提出之專利布局分析報告格式，亦獲政府採用成為

首創國內無形資產融資
工研院推動無形資產融資，建立產業「技術」與「資金」市場之橋接合作
機制，完備無形資產法制環境，創造產業結構之正向循環。在經濟
部工業局、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共同支持
下，工研院鏈結各界專家及技術服務業，首創我國無形資產
融資成功案例，三家新創公司與中小企業以專利獲得總共
新臺幣 2,500 萬元的優惠利息融資，並吸引廣大投資者的
眼光。在全球化競爭時代，工研院協助國內企業提升競
爭優勢與智慧財產價值，營造臺灣創新科技鏈結金融體
系的環境。

建置智財流通交易平台
2018 年首屆「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受到各界肯定及廣大
迴響，2019 年工研院更進一步建置國內唯一跨七大部會，鏈
結產、學、研科技成果之展示與流通平台，於主題館展出 205 家
機構 555 項技術，包括十國 76 家產學研機構，展期參觀人數達 4.5 萬

10

在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技術。此完備型專利分析布

全國研發法人作業標準，促使所產出之關鍵專利組合契合國內各產業需求，為研發方向奠立根基。

發行全國首創專利特刊
為助國內企業善用專利以掌握市場商機，工研院彙整創新研發實力與專利結合的成果，首創全國以
專利為主題之刊物，精選工研院產研合作成功案例，以專利之五大應用模式，結合工研院「2030 技
術策略與藍圖」，依「智慧生活」、「健康樂活」、「永續環境」三大創新應用及電子光電、資通訊、材
化、機械、生醫、綠能等六大技術領域，特別企劃製作專利型錄，系統性介紹工研院量足質精之技術
與專利，以利國內企業評估及運用。

推動產學鏈結合作模式
工研院透過「產學媒合服務團」主動拜訪學校，進行技術盤點及產業化潛力評估，並運用豐富的研發
能量與產業經驗，協助學校推動研發成果朝向產業化、事業化，促成技術移轉與專利應用，逐年提升
產學合作與新創募資金額。藉由工研院專業的智權媒合資源，2019 年促成資通訊、智慧機械、綠能
科技、生技醫療等領域共 17 案之學研合作。產業界將更有效運用學研單位的創新成果，以降低研發
成本，達到升級轉型的發展目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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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結國際 搶占先機
臺灣擁有舉世聞名的產業供應鏈，是全球第 18 大貿易國，以少勝多堅毅不撓的韌性，是我們通
往世界的道路。工研院更以科技為支點，為臺灣槓桿全球資源，扮演國內外產學研的橋梁，加
速提升創新研發動能，鞏固臺灣之全球科技樞紐地位。

出「封測聯盟智慧製造與應用技術發展計畫」，開發具
全球競爭力 DRAM 封測製程技術；推動與萊特爾
（Lightel）簽署雷射源人才培訓、技術開發移轉
等合作備忘錄。
同時扮演產業開創先鋒，協助推動新創產

工研院槓桿國際能量，以連結全球創新科技生態網絡、接軌國際為目標，建構全球重點國家或區域

業，與美國自動駕駛新創公司 AEye.ai 交流

之科技合作平台，以機構對機構之長期夥伴關係，持續深化及拓展國際合作，布局前瞻科技市場應

合作，布局無人駕駛技術次系統的開發；

用，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包括持續攜手全球知名巨擘 DOCOMO Technology、輝達（NVIDIA）、康寧

與 材 料 資 訊 新 創 公 司 Citrine Information

（Corning）、默克（Merck）、以及歐、美、日在臺經貿辦事處等單位，啟動多項技術研發合作計畫，

Informatics 合 作 材 料 資 訊 平 台， 共 同 拓

接軌國際創新研發能量，為產業開發國際市場布局先機。

展國際市場。並積極擴大與北美學研的合
作網絡，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

連結歐盟產研 合作前瞻技術研發

華 盛 頓 大 學（UW） 及 史 丹 佛 大 學（Stanford

面對國際新興科技與創新應用趨勢加速的挑戰，工研院積極拓展與歐洲產官學研機構合作。例如，
與歐盟智庫 IDEA Consult 簽訂合作意向書，就科技與產業政策研究進行交流合作，以提升研究品

University）等機構簽署多項合作協議，接軌國際
創新能量。

質、提出影響深遠的政策建言；另鑑於全球循環經濟趨勢與商機，與芬蘭 Pöyry 國際顧問公司簽署
合作備忘錄，在生質材料水處理、二氧化碳回收應用、歐盟紡織品法規及包裝材料等產業資訊，進

深化臺日產業合作 共享研發成果

行跨國合作。

工研院持續推動與日本企業合作，促成臺灣中化銀髮、錸德集團與點睛科技，分別與日高集
工研院與英國合作關係亦有長足的進展，2018 年起與英國商業能源與

團、Tecnocare、Sai 等日本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攜手拓展臺日健康福祉產業商機；促成工研

產業策略部（BEIS）、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共同合作推動「臺

院新創公司創淨科技與日本 Meri-tech 合作進軍日本公共場域防疫家電市場。與世界級關鍵廠

英創新產業研究人員移地研究計畫」（UK-Taiwan Innovative

商，如日本被動元件大廠太陽誘電（Taiyo Yuden）、日本先進材料大廠德山（Tokuyama）及日

Industries Programme），強化臺英在生物科技、人工智

本 IT 大廠富士通等，進行創新研發合作交流。並持續與日本產業總合研究所（AIST）、旭化成

慧、機器人、潔淨能源與自動駕駛車等重要創新領域
的雙邊合作。第一期（2018-2019）已成功鏈結英國
先進製造研究中心（AMRC）、倫敦帝國學院及愛
丁堡大學等頂尖研發機構與學術單位，並促成 11
項學研合作計畫。

（Asahi Kasei）、三菱電機等產研單位進行機構與機構層級的技術交流與研發合作。

鏈結新南向國家 前進新興市場
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工研院持續探索並發掘與新南向策略國家之合作機會，協助產研機構逐
步擴增新南向市場布局，深化布建在地之關鍵網絡以槓桿在地優勢。工研院與泰國石化大廠 SCG
Chemicals 簽署前瞻儲能元件開發合作合約；與泰國物流運輸公司 Panus 簽署合作備忘錄，攜手開

攜手產業邁向矽谷 接軌國際創新能量

發電動卡車，帶動臺灣零組件廠商打入國際；結合銥智公司、總盈公司等組成的電動巴士聯盟和泰

工 研 院 持 續 與 微 軟（Microsoft）、 應 用 材 料

國電動車公司簽約合作，有助外銷巴士三電系統及智慧充電樁至泰國電動車公司；與全宇生技簽署

（Applied Materials）等大廠針對 AI 應用、先進半導

「木質纖維素解聚產醣」技術授權合約，於馬來西亞建立噸級產醣先導廠，並將建立萬噸級產醣準

體等議題進行密切合作；並協助美光（Micron）在臺

商轉廠，藉由工研院木質纖維素解聚產醣技術將農林資材轉化為醣類，促進生質能源再進化。

建構「全球卓越製造中心」，攜手我國半導體廠商共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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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加值 在地創新
當人口日益向都市集中，偏鄉勞動力漸趨老化，在地產業面臨缺工，甚或技藝傳承產生斷層，

風華。化學系畢業的徐尉傑，畢業後並沒有如多數同學一樣

均衡區域發展已是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工研院深入了解在地需求，運用科技為特色產業加

投入科技業，而是返鄉協助父母經營磚窯居民宿。

值，賦予產業全新風貌之餘，也為地方種下創生新苗。

透過富里地方創生網絡，磚窯居接受工研院輔導，學習植物
精油與米糠液萃取技術，搭配園區內豐富的花朵香草，製作
精油、米糠皂、面膜等商品。米糠是碾米過程中褪下來的黃色

說起下港、洄瀾這些充滿古意的臺灣地名，腦中不由得浮現昔日安平港市的繁華街景、東部清冽溪水

皮層，為稻米副產品，工研院為磚窯居客製化萃取設備，讓農家

與溫暖黑潮的澎湃撞擊，南臺灣與東臺灣各自擁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賜予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多樣文化

更易於使用，磚窯居也設計 DIY 體驗活動，為民宿引進多元經營方

與富饒物產。故鄉的記憶始終牽繫遊子的心，離開，是探索；回家，是承擔，遊子總希望回歸故土貢

式，估計提升平均客單價約 1 成。

獻家鄉。曾經在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發光發熱的傳統產業、隱形冠軍，面對智慧科技席捲而來，如何
接軌世界潮流，再創佳績？工研院引科技為產業加值，為返鄉青年鋪路，讓遊子回家的腳步更堅穩踏
實，讓在地產業再現風華。

天賜糧源 用科技助青年返鄉創生
富里，介於玉里、池上之間的有機米鄉，對在臺北成長的鍾雨恩來說，是童年時爺爺家的記憶；現
在，他是富里有機米品牌「天賜糧源」的主要經營者。務農從不是他的人生規劃，因父親患病住院，
返鄉接手父親的產銷班、合作社，以及才剛起步的有機米品牌，就這樣踏著泥土、手捧稻禾，展開了
他的地方創生實驗。
雖然沒有農事經驗，鍾雨恩以做學問收集資料的精神，帶著產銷班農友，加入影像化生產
履歷平台；引進工研院「稻殼炭化技術」，落實取用皆歸大地的永續栽植；結合多才多
藝的農家媽媽，車縫客家花布袋，包裝成婚禮囍米；與工研院合作開發養生處方米、
稻米萃取技術，以多元經營，增加稻米、農家的附加價值。
工研院的節能型生物炭技術與設備，可將材質堅硬、不易分解的廢棄稻殼，轉化為
稻殼炭生態材料，施於土壤可改善土質、延緩肥力流失，副產品稻醋液也有防治病
蟲害的功能，讓廢棄物變黃金。經工研院輔導，導入周邊技術後，天賜糧源團隊產品
線擴增，整體銷售增加 150%。

磚窯場化身旅人家 技術搭台豐富在地體驗
臺 9 線上，臺東、花蓮縣界約 500 公尺處，一根 13 層樓高的大煙囪矗立在不遠處，循跡前往，近 60
年歷史的富南磚窯場赫然現身。窯場早已不再升火開爐，而是化身充滿人情溫暖的旅人家，邀請旅人
來此感受富里豐富的自然生態與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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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清香回部落 澳洲茶樹萃出太巴塱傳承希望
馬太鞍溪與花蓮溪沖積而成的肥沃黑土上，坐落著全臺最大的阿美族部落「太巴塱」。受都市化衝
擊，原住民族產業結構產生劇變，少壯族人紛紛前往都市找尋工作機會，留在部落的多為老幼人口，
衍生隔代教養、長者照護問題，文化傳承也面臨危機。長期致力於部落社區營造的太巴塱部落牧師那
麼好．ㄚ讓，希望找到一項特色物產，形成部落產業，讓青壯族人順利回家。
栽植在工研院東部產業服務中心 Omega Zone 的澳洲茶樹，使ㄚ讓牧
師靈光乍現。以工研院「無毒苗木微體繁殖技術」培育的澳洲
茶樹苗，香味獨特、成長速度比一般澳洲茶樹快 8 倍，可
萃取精油量最高可達一般澳洲茶樹的 6 倍，品質符合
ISO 與歐洲藥典成分規定。太巴塱部落的肥沃黑土及
多雨的氣候，正適合澳洲茶樹的生長。
工研院協助太巴塱部落，在 2017 年底種下 200 株
澳洲茶樹種苗，約莫 1 年已長成如成人一般高的茶
樹林，2018 年取得有機認證。同時，工研院也輸出
植物健康管理及高值化精油量產技術，根據部落需
求，客製操作相對簡易、適合一般微型及家庭農業使
用的萃取設備，並協助拓銷精油與純露，為部落微型
產業發展種下希望。

石材角料成創意沃土 Omega Zone 灌注花東青創能量
花蓮大理石舉世聞名，2018 年 2 月 6 日的花蓮大地震卻重創當地石材

原名「富南窯場」的磚窯居建於 1966 年，後因環保意識抬頭及產業結構轉變而停止營運。直到 2000

業。一疊疊市價千萬的大理石板，在地震中從「商品」變成破碎的「廢料」，看在業者的眼裡，滿滿

年，磚窯場在風災中嚴重毀損，不捨祖傳家業消失，磚窯場主人決定改建為體驗民宿，重新找回昔日

是心痛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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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大理石材加工業二代的高鄧麗娟，深刻了解臺灣石材產業

一公斤僅百元，外型相似的人工牙根，每根售價卻高達千元，」毅然投入人工

的困局與經營艱辛，她發揮設計專長，運用大理石裁切剩下
的邊角料、商業上所謂「花色有瑕疵」的大理石材與異材質結
合，打造生活工藝品，呈現大理石溫潤自然的質感與混搭趣味。
高鄧麗娟更自創「暖石心」品牌，結合不同專長藝術家，一起為
實現創作夢想而努力。
同樣注意到大理石剩材再利用的可能，還有來自臺北，卻留在花蓮創業的
蘇晉。對 3D 列印技術深感興趣的他，學生時期就自學相關技術及設計概念。得
知工研院東部產業服務中心 Omega Zone 有 3D 列印相關資源，蘇晉運用服務中心的「快速打
樣平台」，實際操作 3D 列印機，不斷精進自學，之後成立個人工作室，開始接 3D 列印設計案。他以
大理石剩材為底座、結合 3D 列印燈罩，開發線上客製化平台，以 3D 列印技術輸出獨一無二的燈飾
圖案，提升消費體驗。

慶 達 找 上 工 研 院 合 作， 將「 精 準 多 維 雷 射 表 面 處 理 技 術 」（Precision
DimensionLaser, PDL）運用在植體上，與傳統噴砂後酸蝕的處理方式相較，PDL 以雷
射在植體上精準打出經過設計排列的微米及奈米結合孔洞，讓口腔的骨細胞可緊密攀附在孔洞上生
長，可以使傷口較傳統方式更快癒合。
經過上千次的實驗，慶達與工研院終於成功研發出全雷射人工牙根，之後更進一步取得醫材
相關認證，以「Biomate 植體系統」進軍歐美、東南亞國家，為傳產轉型寫下亮麗新頁。

大數據養石斑魚 翻轉養殖業
臺灣曾是「石斑魚王國」，60 年代成功養殖石斑魚後，全盛時期每年可創造數十億
元的產值，石斑種魚與魚苗培養技術，更是全球石斑魚養殖的典範。然而，10 年

工研院東部產業服務中心 Omega Zone，是東部青年創業與地方創生基地，聚焦科技新農、智慧觀

前莫拉克颱風重創屏東林邊漁場，陳建翰家族經營的漁場在風災中幾乎全毀，「放

光、數位城鄉、健康永續及偏鄉教育五大領域，帶動當地產業發展。在 Omega Zone 的協助下，許多

眼所及全成汪洋，」滿目瘡痍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慘痛的經驗讓他不禁思考，「是否

跟高鄧麗娟、蘇晉一樣的東部創業青年，在這裡取得創業資源，從計畫撰寫、產業分析，到資源媒合

有更符合時代需求的方式，能協助養殖漁業重建轉型？」

都能獲得幫助，讓創業之路更安心踏實。

臺灣檸檬王 化廢棄果皮為綠金
屏東是臺灣重要的檸檬產地，內埔鄉的永大食品生技，則是全臺最大的檸檬加工業者，一手包辦從契
作、收購、加工到銷售的流程。然而，榨汁後的檸檬皮卻讓永大食品總經理蔡耀輝相當困擾，每年清
運高達千噸的檸檬皮，就要花掉 400 多萬元。
永大食品與工研院合作，以生物炭技術應用於廢棄檸檬皮渣，可產出生物炭、醋液等生物
防治資材，達到友善耕作的目的；另整合高效率萃取、微生物轉化等技術，從檸檬皮渣
中萃取出純露、精油與高價值果膠等，甚至還衍生出頭皮養護、防蚊液等系列產品。
最驚喜的是，透過生態材料高值化加工技術，工研院與永大食品進一步將檸檬果皮開
發為牛隻的青貯飼料，可提升牛隻泌乳能力與肉質。看好南臺灣為酪農聚集地，目前永
大食品已投入千萬元建置青貯飼料的發酵、保存及包裝設備，目標提升檸檬果皮 20% 的
使用率。

科技加持 螺絲華麗變身人工牙根
臺灣是全球前三大螺絲出口國，高雄岡山的螺絲窟，正是人稱「工業之米」的螺絲故鄉。傳統螺絲起
家的慶達螺絲，響應政府鼓勵傳統產業轉型策略，慶達總經理蘇國材看好人工牙根的高價值，「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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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根自製研發，沒想到卻吃盡苦頭。

大學主修生物科學的陳建翰，畢業後即返鄉，與家人一同將家族漁場轉型為「力佳綠能
生技有限公司」，以環境友善的觀念，結合研發創新的技術，改善傳統養殖方式，業務擴及
種魚、產卵、育苗、成魚、水產品加工及行銷，是臺灣少見的石斑魚產銷一條龍公司。
有感於水質對水產養殖業至關緊要，但過去「換水」的時機往往憑感覺且不精準，如果能運用智慧科
技協助水質分析及判斷，便能準確知道換水的時機，避免水資源及電力的浪費。力佳在 2017 年時，
找上工研院與水產試驗所，合作開發「石斑魚高密度輔助決策智能養殖環境監測系統」，結合工研院
整合資訊軟體的能力、水產試驗所多參數的水質監測儀，以及力佳綠能改善及監測水質的技術，打造
專屬石斑魚的智能養殖系統。
這套系統可自動化監控魚池溶氧量變化，當溶氧量不足時，系統可以藉由多參數的數據進行演算，提
供業者最佳換水時機的建議，達到節能、節水、節省人力，降低養殖風險的效益。水質好了，可減少
或避免投藥，提升食品安全也降低成本。未來累積夠多數據後，還可以更進一步分析魚苗的換肉率、
成長速率等資訊，進行更有效率養殖分析與管理，以智慧科技提升養殖漁業競爭力。

科技圓夢 在地創生
工研院投入產業輔導 10 餘年，深刻了解兼顧地方產業特色並維持友善生態的內涵，是技術整合的關
鍵，工研院攜手地方產業，以前瞻技術與應用資源，為產業加值，為創業者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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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S
&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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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導向研發
建構美好未來
面對全球經貿版圖重組，數位經濟與新興市場崛起，高齡化與城市巨大化的挑戰，我們以
創新科技擘畫未來，找出全新需求、發展解決方案、創建嶄新市場。工研院「2030 技術策
略與藍圖」聚焦三大應用領域，用智慧科技創造幸福生活，以先進醫療迎向美好生命，以
綠色永續科技讓未來生生不息，並以智慧化共通技術支持三大多元應用領域發展，孕育新
世代人才，跨域攜手產業，合作共創新局。

智慧生活：以智慧科技創造幸福新生活
在「智慧生活」領域，透過軟硬整合之創新技術與服務，滿足個人生活與企業運作需求，
工研院投入「個人化裝置與服務」，開創網通新時代，發展便利、智慧裝置平台，讓不同終
端裝置間得以互聯溝通。透過「自主移動系統」打造智慧新城市，運用高精度安全影像系

健康樂活：先進醫療照護讓生命更美好

統、高靈敏感知系統、自主移動決策與控制、安全移動之高速傳輸等技術，發展智慧自動

因應全球高齡化社會來臨，在「健康樂活」領域，工研院鏈結臺灣 ICT 產業及醫療體系優

駕駛車輛以及無人機等自主移動載具，滿足智慧城市發展的需求。同時布局下世代數位科

勢，透過新興診療科技及數位化醫事管理服務，發展精準醫療、數位醫療與再生醫學等「智

技，發展「智慧產業與服務」拓展數位新藍海，協助企業創造高效率、高效能之商業運作

慧醫療」研發應用，以加速臨床試驗與產業化成效。提供跨域創新的「健康照護」軟硬體醫

環境，為全民打造智慧化新生活。

療服務系統，推動高階醫療與高品質健康照護服務產業，迎接樂齡新生活。

永續環境：科技創新打造生生不息的未來
隨著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加劇，在實現「永續環境」的目標下，工研院投入「循環經濟」的
研發，以減緩地球環境污染，達到資源永續與經濟發展。此外，並致力提升邊緣運算與智慧
感測控制，建構「智慧製造」系統，加速扮演全球數位供應鏈的重要角色。更在多元創能、
節能、儲能及智慧系統整合下，全方位發展「綠能系統與環境科技」
，實踐生態共生願景，
為開創綠色產業貢獻心力。

智慧化共通技術：以 ICT 技術研發驅動價值創新
在無線通訊、萬物聯網、大數據等科技日新月異的趨勢下，各式應用
服務因運而生，也帶來許多新挑戰。工研院聚焦於人工智慧、半
導體晶片、通訊、資安與雲端等智慧化共通技術研發，支撐三
大多元應用領域發展所需的高效能人工智慧能力、萬物互聯
的通訊能力及資訊安全需求，展現創新系統及應用服務的價
值，提升關鍵技術能量加速驅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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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SMART LIVING
以智慧科技創造幸福新生活

個人化裝置與服務
透明顯示智慧互動系統技術
工研院開發透明顯示互動系統技術，成功為高透明顯示器自主關鍵零組件
加值。將此透明顯示器放置於物件前方，使用者便可直接點選有興趣之物
件，而顯示器也會立即顯示該物件相關資訊。此技術的智慧互動功能還包
括雙人可即時使用、準確指向性高等優勢，定位誤差小於 ±4.6mm，可加
值現有顯示器產業，開創新應用與服務，加速臺灣產業技術升級及轉型。
此技術所提供之直覺式資訊顯示服務已於零售場域實證，能促使使用者於
櫃位停留時間從 20 秒延長至 1 分鐘，購買意願也隨之提升。同時，此自
主 開 發 之 高 透 明 AMOLED 顯 示 面 板， 穿 透 率 達 71%， 並 成 功 於 Touch
Taiwan 2019 展示，吸引多家業者關注。

定位誤差
小於

±4.6mm

AMOLED
穿透率達

71%

櫃位停留
延長至

1 分鐘

透明顯示智慧互動系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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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移動系統
無人機檢測方案
工研院研發之電信操控無人機隊技術，優化使用 4G 網路搭配 Wi-Fi 雙鏈路通訊，可遠端
操控無人機，影像直播延遲低於 1 秒，還可搭載雙鏡頭，進行大範圍瀏覽及細部聚焦，
也能自動返回基地站充電，並同時管理多架無人機聯合作業。其中無人機檢測方案，是
透過無線通訊與地面管理系統支援室內定位，克服無人機的飛行侷限，除了在戶外運
行，也能進入人力不易到達的隧道、鋼橋、橋底、離岸風機等深處，進行滲水、劣化等
檢測，並在沒有 GPS 環境下精準定位拍攝。透過地面站即可接收無人機傳遞的即時資
訊，並控制飛行方向，協助工程人員精準掌握運作狀態。

捲軸式高耐熱透明混成光學薄膜

目前已與臺灣高鐵、水利署等單位合作展開橋梁檢查和安全巡視工作，同時拓展商業展

捲軸式高耐熱透明混成光學薄膜

演、農業、警用維安、緊急救災甚至國土保護監控的市場商機。

面板逐漸由玻璃轉向軟性，各家廠商亦朝 Flexible AMOLED 技術發展，除實現可撓曲的
特性外，未來更將朝大型化、卷軸化方向邁進。此技術所開發之新世代高耐熱光學級薄
膜材料，透過奈米二氧化矽添加於高分子量聚亞醯胺（PI）中，有效提升 PI 剛性與耐熱
性，同時具備良好可撓曲性，為串聯 OLED 上中下游之重要角色，將協助臺灣成為國際高
耐熱光學薄膜供應領導廠商。

建立 Micro LED 跨產業之系統平台
下世代的室內顯示屏、MR、車載、電競等顯示
應用，需要高亮度、低功耗、高解析度、反應
速度等特性，Micro LED 顯示技術正符合市場
應用需求。工研院開發之 Micro LED 顯示關鍵
技術，包含 Micro LED 晶粒製造、巨量轉移技
術、晶粒修補技術，並朝 MR、高階電競螢幕等
應用端發展。
工 研 院 成 立「 巨 量 微 組 裝 產 業 推 動 聯 盟 」
（Consortium for Intelligent Micro-assembly
System, CIMS）串聯全球 IC 設計、顯示、LED、
封測、PCB 以及系統整合廠商，共同建立跨領
域產業交流平台，並以此平台促成產業群聚合
作，研發具主導性之關鍵產品技術、共同訂定
研發規格，並提供相關產品開發試量產。
建立 Micro LED 跨產業之系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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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檢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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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產業技術國產化
臺灣軌道系統長期依賴國外廠商提供，唯將軌道產
業技術國產自主化，能更有效提升行車安全及減少
檢測時間，並建立國內軌道產業鏈。為協助國車國
造目標，近年來工研院與臺灣軌道運營業者進行國
產化技術合作，包括已與高鐵公司就輕量化電動軌
道巡檢系統、地下車床設備系統、高鐵轉轍器測
試系統、牽引馬達軸承震動測試系統、無人機智
慧橋檢系統、設備系統模組、軌道產業量測儀器
與校正系統等，超過 80 項軌道國產化技術進行合
作。接下來，會更進一步攜手合作開發國內第一座
轉向架走行測試設備台。此技術亦與高雄捷運公司
合作開發月台門與車門同步開關自主技術，並取得
CENELEC 鐵路標準證書。
智慧道路安全警示系統

精密減速機

軌道產業技術國產化

新竹開放場域自駕運行
智慧道路安全警示系統

國內自駕研發目前仍限於封閉場域及低速條件之下，為提升國際競爭力，工研院自駕
車團隊運用即時同步定位與地圖建構技術，結合 AI 深度學習與高精度 3D 動態地圖資料

亞太地區的交通與車流環境複雜，路口意外層出不窮。為解決視線死角問題及提升用路

庫，成功整合車輛動態與精確平穩的控制決策，並於 2019 年 9 月完成臺灣自駕測試實驗

人安全，工研院研發智慧道路安全警示系統，整合通訊、感測器與交通號誌、設施等資

室 64 項自駕功能驗證，順利取得全臺第一張自駕車試車牌。現已與新竹市政府合作於南

訊，經由防碰撞演算法運算人車物件之間距離，進行軌跡預測，再透過路邊單元（RSU）

寮漁港測試運行，是臺灣第一個可於開放場域測試的「Taiwan No.0001」自駕車。

通訊廣播設備，對裝有車載機的車輛或電子看板等所有用路人即時發出警訊。
此技術成功整合國內法人感知、AI、高精圖資與決策控制等關鍵技術，建立自駕車生態鏈
目前此車聯網技術已應用於臺北市仁愛路的公車與高雄輕軌沿線路口防撞警示系統，新

與國際車廠對接，後續將擴散應用至其它服務範圍，如機場貨物集運系統、智慧港口貨

北市也針對車流量較大的路口進行示範應用，臺中則針對易肇事路口設置防撞警示系

櫃拖運系統、智慧貨流系統等，靈活回應國內外產業需求。

統，其它包括基隆、新竹、南投、臺南等部分路口也有相關應用。此外，此技術已技轉
給國內車載資通訊廠商，協助廠商前進東南亞國家，輸出臺灣國產智慧運輸系統，並榮
獲 2019 愛迪生獎（Edison Awards）、智慧運輸系統世界大會（ITS World Congress）亞太
區產業成就獎（Industry Award）、2018-2019 杜拜全球自駕運輸挑戰賽新創組第二名。

精密減速機
機械手臂的需求量隨著工業自動化快速發展而持續增加，諧波減速機（Harmonic Drive）
也成為國內機器手臂產業發展的關鍵組件之一。工研院持續研發以諧波減速機為核心之
應用產品，如關節模組、小型轉旋平台。整合創新齒型、柔輪剛性控制、虛實整合系統
（Cyber-Physical System, CPS）線上公差分配控制及微粒子表面處理等技術，達到低傳動
誤差與高運轉壽命，突破國內自動化產業鏈缺口。
此技術研發符合使用情境之測試平台，並通過多項業界場域驗證，如六軸機器人、半導
體移載手臂及行動輔具。因應業界需求，已於 2019 年技轉成立新創公司。
新竹開放場域自駕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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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產業及服務
AIoT 智慧化服務系統－推薦與媒合技術
為拓展 AIoT 相關科技運用於會展產業之互動體驗與場域應用，工
研院與業界合作開發相關軟硬整合之展示系統應用服務，並導入
各類型會展場域作為全場體驗與服務系統。有別於過往開發專屬
App 之高成本與一次性使用的缺點，此系統以臺灣普及率極高的
即時通訊軟體 LINE 作為前台介面，後台則架接名片即時辨識與相
關商情資料庫。參觀者可透過手機註冊，直接連結大會的 LINE 平
台，並利用此介面，即時進行展品資訊收集、依參觀者所屬業別
主動推薦相關技術、與參展商交換資訊、推播大會活動暨相關服
務等，提升會展場域之商機媒合機能，也可透過後台資料庫進行
精準行銷。
AIoT 智慧化服務系統－推薦與媒合技術

智慧商店與智慧貨架技術
面對社會高齡、少子化帶來之人力缺乏變遷，加速零售業朝無人化趨勢前進。為開創可

高密度智慧倉儲系統

高密度智慧倉儲系統
為帶動臺灣傳統物流倉儲產業轉型升級，工研院發展人機協作、AI 動態儲揀決策、iAGV
等自主關鍵技術，整合並串聯物流服務業者與自動化設備業者之倉儲管理、智慧輸送等
模組，共同打造國產第一座穿梭式自動倉儲（Shuttle Rack）之控制與智慧排程系統。此
系統將倉儲空間效能最大化，以智慧科技進行精準訂單預測、最適儲位規劃、最佳揀貨
排程，解決電商倉儲品項多、出貨急迫、人力時間不足的問題，促成國外電商集團擴大
投資，在臺灣打造亞洲首座 AI 高密度穿梭式自動倉儲物流中心，提升 2.5 倍庫存品項、
出庫速度較過往節省 60% 時間、在促銷高峰期可望有效提升 10 倍產能。

兼顧節省人力與提升消費服務體驗之嶄新服務營運模式，工研院以多重感測融合技術，
實現「拿了就走」的無人化購物情境，達到 98% 高準確度辨識與追蹤，並滿足實體商店

智慧照明系統測試驗證技術

長久以來數位化不足的需求痛點。

因應 5G 發展與智慧城市趨勢，智慧照明市場

此技術藉由結合多重感測器，如攝影機、荷重元、紅外線等，解決商品拿取與放回辨

規模持續提升，照明元件需具有高相容性與穩

識、店內人員追蹤、商品與人員綁定等情境所會面臨的各式遮蔽、重疊、光影等實際場

定性的品質以符合智慧照明系統要求。工研院

域問題。各技術可單獨運作亦可組合應用，讓各種應用場域，如智慧貨架、智慧商店、

致力於照明產業標準化工作，接軌國際照明委

物料室、倉儲管理等皆可實現智慧化與無人化，推動國內零售設備製造業者轉型升級。

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llumination,
CIE）國際標準，提供產品測試驗證服務，已
取得 DALI-2 測試驗證實驗室資格，可執行全球
公認之「全數位燈光控制通訊協定」測試驗證
服務，協助業者開發智慧照明控制系統，並進
入全球智慧照明系統供應鏈。
此外，工研院結合照明技術、通訊技術、電子
技術、人工智慧與工業設計之跨領域技術，設
計智慧動態道路照明，於基隆長潭里打造全臺
第一座漁港智慧照明系統，此系統榮獲 2019
年臺灣照明學會之「照明金質獎特優」。

智慧商店與智慧貨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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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樂活
QUALITY HEALTH
以先進醫療照護讓生命更美好

智慧醫療
異體幹細胞治療產業生態系
細胞治療能發揮的組織再生效果，超越藥物與醫療器材所能迄及，具有技
術無可取代性，為生醫技術高值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國內由於特管辦法的
施行，細胞治療成為業者競相投入的熱門領域。以細胞產品規格化的概念
出擊，工研院致力建構異體幹細胞治療產業核心技術，建置完善的 GTP 細
胞製備流程，從幹細胞純化、體外量產、品管、前臨床驗證等關鍵，逐步
達到生產品質穩定、數量足夠的異質幹細胞，提供完整的產品開發之依據
及安全細胞履歷表，成為國際最佳的異體幹細胞培育中心。
許多國際藥廠及醫療器材大廠投入研發，希望能提早布局，在此新興產業
佔有一席之地；在符合法規的前提下，細胞產品生產效率與成本的精省，
是全球產業追求的目標。工研院以跨領域整合，研發建置細胞生產自動化
設備，協助產業打造量身訂做的生產培養系統，提升細胞產品生產效能，
降低廠商人力成本，並確保出廠品質一致、數量充足的細胞產品。

異體幹細胞治療產業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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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超音波影像系統

手持式超音波影像系統
在高階醫材的研發與應用方面，工研院開發手持式超音波影像系統，重量不到 400 克、
長度僅 16 公分的超音波掃描儀，搭配專屬的手機應用程式，讓醫生可以隨時隨地執行超
音波檢查。此創新研發亦榮獲第 16 屆中華民國國家新創獎。
此技術與手機無線連結後，即可進行高畫質成像，並可依據情況，調頻 64 條通道。搭配
不同的超音波探頭，此影像系統能廣泛應用在內科、婦產科、復健科，更適合於克難環
境和重症醫護室發揮關鍵效益，為患者爭取寶貴的治療時間。

治療多發性硬化症藥物 SK0

液態生物檢體

老藥品新用途，工研院研究發現原本用於治療支氣管疾病的藥物 SK0，能有效減緩多發

液態生物檢體
以全球新興的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概念為導向，工研院開發液態生物檢體
（Liquid biopsy）之惡性腫瘤診斷技術，僅需一小管血便能篩檢出肺癌突變。此診斷技術
中的採血保存配方，可於常溫下保存血液 2 個星期，仍能萃取出高品質的游離核酸，優
於現行醫療場域經採血後需要立即採用離心手續、並且需要低溫冷藏的做法。
工研院開發之體外診斷醫療器材套組與自動化系統設備，能篩檢出肺癌中的表皮生長因
子受體（EGFR）基因突變。相較現有業者，此技術之前處理時間加快一倍，且發展出第
八種突變位點檢測方法，比現行檢測方式再多一種。此系統目前已逐漸整合上游原料及
模組、中游檢測試劑至下游系統，串接產業投入與升級，跨入精準醫療診斷產業鏈。

常溫下
保存血液

前處理時間
加快

突變位點
檢測方法

2 星期

1倍

8種

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MS）的症狀。多發性硬化症屬中樞神經發生異常的自體
免疫疾病，患者可能出現視力受損、肢體無力、暈眩、疼痛、大小便機能失常等症狀，
最終可能造成患者無法自主生活或癱瘓。目前多發性硬化症仍無法治癒，僅能以注射或
口服藥物改善症狀。
工研院經由藥物研究計畫發現，SK0 藥物可有效改善自發性腦脊髓炎老鼠的癱瘓症狀，
並能降低神經系統的發炎情形，效果與已上市的 MS 口服藥 Dimethyl fumarate 相仿。創
新的應用、安全無虞的藥效、合理的生產成本、廣大的患者市場，使 SK0 切入多發性硬
化症的藥物治療更具競爭力。此技術目前已通過臺灣食品藥品管理局（TFDA）的新藥臨
床試驗申請（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並完成 SK0 全球專利布局。

治療多發性硬化症藥物 S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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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助理解決方案 iMAS
眼底檢查是早期糖尿病篩檢工具之一，然而全球檢查率普遍較低，許多糖尿病患者無法
實際實施定期病變篩檢和疾病過程跟蹤，國內眼科診所就診檢查率低於 40%，是衛生福
利部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成效最低項目。工研院開發之一鍵式自助式眼底檢查技術，整合
軟硬體影像智能閘道器技術，打造之智慧醫療助理解決方案（Intelligent Medical Assistant
Solution, iMAS）。使用者只需按一個按鈕，即可完成自助視網膜圖像拍攝，眼底圖像透過
嵌入式智慧閘道器進行視網膜病變圖像 AI 分析，只需要大約 5 秒即可獲得 AI 評估結果，
準確度達 90% 以上。
此一鍵式全自動檢測整合技術與服務模式，可應用於醫療院所、健檢中心等固定場所，
亦方便攜帶至居家或偏鄉進行檢測，提升糖尿病患照護品質。此技術榮獲世界資訊科技
大會（World Congres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CIT）傑出醫療應用獎優選。

自助視網膜圖像
拍攝準確度
脊椎 X 光影像量測與分析技術

90%↑
智慧醫療助理解決方案 iMAS

脊椎 X 光影像量測與分析技術
脊椎手術通常由醫師以經驗評估狀況來進行手術規劃，但患者脊椎特徵各異，且缺乏可
協助客觀評估之臨床輔助分析系統，導致手術成功率與術後效果不佳。工研院導入人工
智慧技術，藉由深度學習與量測演算法技術開發，蒐集術前與術後臨床影像，建立脊椎 X
光影像量測與分析技術，可針對腰椎前突角、骨盆入射角等 52 個維度進行參數量測，及

52 個
維度分析

各椎節滑脫異常偵測，並模擬術後植入物效果，藉此協助醫師評估脊椎異常狀況，讓臨
床診斷不再只有人工判讀，可提升臨床診療效率。此技術目前已提供慈濟、榮民總醫院
等醫院測試使用，並獲臨床醫師肯定。

整合式高效能基因編輯細胞株工程技術平台
工研院導入尖端基因編輯技術，運用生物資訊找尋高潛力基因標的，進行細胞改造。此
技術除能應用於改進細胞株性能，促進生物製劑與藥物的產製，更可改善重大疾病的醫
療成效，如提升遺傳疾病的治癒、增進癌症治療及免疫療法的效果。
工研院整合既有的生物資訊分析平台及細胞株篩選技術，建構高效能細胞株開發技術
平台，已開發多種獨特且具有專利性的細胞株，應用於工業級高性能細胞株之產製。
目前已與美國業者合作進行客製化細胞株開發，未來將繼續朝向改善臨床癌症醫療的
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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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認證
ISO 13485

・智慧化生產管理
・預前模擬服務

健康照護

・互聯網接單系統

製作
設計

模擬

「3D 列印醫材智慧製造示範場域」一條龍醫材試製服務
對準 3D 列印客製化植入醫材製作優勢，工研院於南科高雄園區設置「3D 列印醫材智慧
製造示範場域」（Factory of Intelligent Additive Manufacturing Medical Devices, FoiAM），已
通過 ISO13485 2016 新版認證、工廠登記證及 ASTM F3001 生醫等級鈦合金特性驗證，可
提供廠商專機專用的 3D 列印醫材設計、製造與認證服務。
此技術已與產研醫合作開發 25 項 38 件試製案例，並與高雄榮民總醫院、全球安聯科技合
作，於高雄榮民總醫院建置臺灣首創「3D 列印醫材體驗診線」
，將聯手進行臺灣首例口腔
癌專用的 3D 列印彌補物重建人體試驗計畫，以創新科技打造個人化的智慧醫療體驗。

新樂齡陪伴機器人

新樂齡陪伴機器人

新穎標靶青光眼藥物開發

臺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因應銀髮族照護的需求，工研院打造 PECOLA 樂齡陪伴機器人，運用環境智

青光眼的罹患率正高倍速成長，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的致盲因素，其用藥市場需求亦日益

能（Ambient Intelligence）技術關懷獨居長者身心狀態，並彙集資訊給子女，達到掌握長輩安全、收

增加。然而，傳統青光眼藥方只能在有限選擇中輪迴使用，易衍生藥效疲乏與副作用。

集相關資訊以利關懷溝通等目的。PECOLA 透過人臉辨識設定關懷對象，以影像辨識技術分析家中長

工研院長期深耕眼科小分子新藥研發，投入新機制青光眼標靶藥物，並進行專利群組布

者的飲食菜色，同時為關心他們的睡眠與生理狀況，PECOLA 可透過 WiFi 訊號偵測睡眠期間的呼吸率。

局、藥品臨床試驗申請及商業技轉。

此外，PECOLA 亦可運用深度學習技術偵測跌倒事件，並主動撥號給子女建立雙向視訊，提升居家安

工研院以自主研發之眼科標靶藥物開發技術作為核心平台，開發新一代青光眼 ROCK

全。PECOLA 持續整合第三方服務，全方位提供長輩社交娛樂、便利生活、健康照護、智慧家庭及關

（Rho-associated Kinase）抑制劑藥物，降眼壓藥效優於相關競品，且無明顯刺激副作

懷陪伴等貼心服務。此技術榮獲 2020 年美國消費性電子展創新獎（CES 2020 Innovation Awards）智

用。此技術吸引法國藥廠關注，展開進一步合作，將有助臺灣眼藥產業轉型。

慧家庭類（Smart Home）類創新獎。

微型陣列多氣體感測器
空氣污染日益嚴重，全球 92% 人口處於空氣品質不佳區域，帶動環
境監測裝置需求高成長。工研院研發之微型陣列多氣體感測器，結
合微機電多感測單元微型加熱器及感測材料，搭載專利可程式溫控
及感測電路晶片、專利動態自補償校正技術，將複合氣體感測功能
整合於微小封裝模組，可偵測 ppb 等級濃度之一氧化碳及揮發性有
機氣體。
此技術透過機器學習與數據標記建立 AI 推論模型，提供智慧化系
統解決方案，目前已連結國內外系統廠及平台應用廠，導入氣體、
氣味辨識等創新性應用，開拓即時氣味辨識、環境與安全監控、醫
新穎標靶青光眼藥物開發

療、健康照護等創新性智慧感測應用。
微型陣列多氣體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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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環境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以科技創新打造生生不息的未來

循環經濟
節能快速型生物炭專家系統
臺灣每年有千萬公噸含木質纖維素之農林廢棄物，若能以零廢棄循環利用
方式，產生高附加價值的生質物及能源回收利用，將可提升農業循環經濟
再利用的產值，同時減少農業廢棄物處理成本。
有別於過往以焚燒或外熱式炭化方式需獲得炭材和使用大量能源，此系統
是以直熱式缺氧系統，結合智能操控介面，針對不同材料設定操作條件，
無須額外添加燃料供應炭化熱源，即可同時獲得生態炭和天然醋液，並將
熱能回收再利用；優勢是可針對不同炭化材料客製化設計，依據原材料含
水率不同，炭收率約 25-30%，醋液收集率約 30-35%。其產物可作為土壤優
化、病蟲害防治和促進作物生長，減少農肥料使用量；熱能可提供熱水或
作物乾燥使用。預計每年產生上億元的衍生效益。

節能快速型生物炭專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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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
智慧視覺 2D+3D 高精度量測技術
工研院的智慧視覺 2D+3D 高精度量測技術，結合 2D 及
3D 影像分析技術，主要運用於量測物件邊緣和物件表
面曲率，優勢是以非接觸式方式進行精準、快速的量
測，可精確地計算物件尺寸的誤差。
相較於目前業界主流的接觸式量測方法，如三次元量床
（CMM）或比對塊規（Hard Gauge）而言，在維持相同
量測精準度的條件下，此技術的量測速度可提升至少 3
倍。跟比對塊規相比，更有可取得實際量測數據的絕對
優勢，且可免除比對塊規製作、需定期校正、維護等可
觀費用。此系統適合運用在自動化產線上之精密工件量
電子級溶劑綠色循環技術

低成本複合氫氣分離膜

測、檢測、識別、自動導引定位等，有助於大幅提高生
產與品管效益，邁向自動化及智能化生產之目標。

電子級溶劑綠色循環技術
國內半導體及光電產業居世界領導地位，對高階製程化學助劑如蝕刻、清洗等溶劑之品
質與需求量均高。工研院以典型化工分離技術為基礎，開發電子級溶劑純化專用之分壁
式蒸餾（Dividing-Wall distillation Column, DWC）綠色循環技術，具純度品質穩定、回收
率高與能耗低等優勢，並首創於電子材料廠線上使用，大幅改善高價溶劑損耗與場外回
收品質不良的困境。

智慧視覺 2D+3D 高精度量測技術

高頻通訊 3D 電路製造產業化
通訊產品不斷追求體積小、窄邊框、具備容納多功能天線之功能，且 3D 電路於製作上
仍需克服表面附著力之問題。工研院研發之 5G 高屏占比 3D MIMO（Multi-input Multioutput）多天線製造技術，協助國內業者應用於筆記型電腦邊框，首創筆記型電腦屏占比
由 82% 提升至 95%，並具有 Gbps 傳輸速度，同時與多家國際大廠共開發 5G 用 3D 連續
側牆鐵氟龍高頻傳輸線，有效提升傳輸效率達 20%，厚度降低 50%（<0.4mm）；目前也與

此技術適用於鋰電池、薄膜材料廠之溶劑排氣，與晶圓及面板廠之光阻剝離、稀釋劑的

國際玻璃大廠合作開發 5G 用 28GHz MIMO 天線模組。此技術榮獲 2019 年國家產創獎、

循環純化，經實廠應用驗證，除了大幅改善污排外，系統運轉成本低於新品溶劑價格

技術成就獎與科技管理獎。

50%，預估無論規模大小都可在二年內回收投資。此技術商業運轉案例已達四家七案，直
接效益一年達 12 億元。

低成本複合氫氣分離膜
國內的半導體及電子產業每年產生 1.4 億立方米以上的製程餘氫，因受限於目前氫氣純化
器價格昂貴，現階段皆無回收再利用，大多直接焚燒處理或排放。工研院投入研發低成
本複合氫氣分離膜，能有效解決此問題。
有別於傳統薄膜材質以純鈀金屬製成，工研院在鈀金屬表面添加一層多孔陶瓷層，巧妙
利用陶瓷層孔隙略大於氫氣分子且小於雜氣分子特性，可輔助排除雜氣又不影響氫分子
通過，同時實現高氫氣產率與高氫氣純度的雙重效果，且較傳統薄膜製作成本降低 50%
以上。目前此技術產品已推廣至化工半導體設備廠。
高頻通訊 3D 電路製造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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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式連續角度參考標準件

動態力感測模組

五軸工具機在智慧製造中占有重要角色，工具機旋轉軸作為直接影響定位準確度的關鍵

因應智慧製造發展，以及國內航太與扣件產業對於高品

零組件，因此幾何誤差的規格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國內生產工具機旋轉軸時，所

質、高穩定與零不良率的需求，產業界所採用之衝壓製程

需要的幾何誤差量測能量頗為受限，使現階段的產品規格僅可到達角度定位誤差 ± 10 "、

之動態力感測器均仰賴進口，導入成本高。且國內鍛造、

線性誤差 ± 10 µm，與歐美大廠的工具機旋轉軸高階產品規格有顯著差異。

衝壓成型產業缺乏線上即時衝壓力監測技術，而無法自動

工研院以環形編碼器校正的概念，開發可攜式連續角度參考標準件（Portable Continuous

監測加工品質及異常分析。

Angle Standards, PoCAS）
，此參考標準件可消除旋轉軸組裝時所造成之偏心誤差，並於 30

針對產業界需求，工研院自主開發之動態力感測模組提供

分鐘內完成架設與量測，並提供角度定位及線性誤差量測功能，量測不確定度分別 ≤ 0.8 "

完整的軟硬整合方案，透過耐衝擊感測元件結構與抗環境

及 ≤ 3 µm，優於現有量測設備。透過工研院所提供之精密量測技術，可直接應用於產業界

干擾電路設計，克服訊號隨時間衰減問題，可即時反應衝

的生產過程中，滿足業者對組裝與品管所需的量測要求，也有助於提供五軸工具機高準確

壓成型力特性與監控鍛造力量分布曲線，以利控管扣件生

度的旋轉軸零組件。

產良率、能源消耗、降低檢測成本，並提升產品品質與設
備的附加價值。目前已初步導入國內扣件大廠進行螺帽成

高階五軸智能控制器技術

型全檢，提升品質穩定性，出貨不良率降至 0ppm，協助國

五軸加工機可加工製造複雜的曲面，常用於汽車、航太、精密機械等高階零組件之生

內鍛造、衝壓成型產業智能化技術提升。

動態力感測模組

產。但因國內對高階多軸控制技術自主性不足，國外控制器常為封閉式系統，而無法進
行特色加值開發。為此，工研院研發具乙太網控制自動化技術（EtherCAT）通訊支援及

4000 瓦泵浦自主高功率雷射源

開放式 Windows-based 平台功能之高階五軸控制器，具備刀具中心點與傾斜面導引加工

雷射源是雷射加工設備中最主要的關鍵模組，臺灣每年進口超過 200 億元的雷射相關設

等五軸同動控制機能，並提供主軸及伺服驅動配套，建構完整全數位控制系統解決方案。

備中，雷射源即占三成，顯示發展國產雷射源有產業發展與應用價值。工研院成功開發

此技術內建 3D 模擬防碰撞功能，可快速模擬加工結果，並防止機台發生碰撞。EtherCAT
可串接 IO-Link 通訊協定，連結各式物聯網裝置，並運用開放式 Windows 介面，開發各式
加值模組，以打造高智能化機台及自動化加工單元生產線。目前已協助國內多家工具機
廠開發國產高階智能五軸加工中心機，將國產工具機單價提升至 500 萬以上，同時協助
國內業者運用開放式控制器平台，建立 I4.0 智動化生產線。

4000 瓦（4 kW）泵浦自主高功率雷射源，採雷射泵浦（laser diode, LD）陣列技術，整合
高能輸出光纖結合技術、熱流模擬與散熱整合設計及驅動與控制電路，產品設計同步導
入國產雷射泵浦重要關鍵元件，搭配智能監控與訊號回饋技術，具即時功率檢測功能，
在衰減 10% 時進行自動功率補償，維持功率穩定性。此雷射源技術適用於雷射金屬銲
接、熱處理，將協助國內高功率雷射加工設備關鍵雷射源自主化發展。

成功開發

4000 瓦
泵浦自主
高功率雷射源

可攜式連續角度參考標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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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系統與環境科技
創新之環境物聯網智慧治理模式
由於傳統空氣汙染監測設備價格昂貴且體積龐大，無法大量布建，致使資料解析度尺度
不足，無法協助政府與企業釐清污染來源，工研院運用微型感測技術，蒐集高解析度的
時空資料，透過大數據分析，鑑別污染熱區及時間熱點，達成智慧環境治理的目的。
工研院除投入研發空氣品質感測器外，亦協助國內建置微型感測器等感測數據品管機
制，建立創新之環境物聯網智慧治理模式。目前已於全國布建空品感測器達 8,300 點，協
助環保單位應用於智慧稽查，可有效取締不法業者，改善生活環境。
TM

無甲醛環保接著劑 Celluad

甲醛以往廣泛用於木材膠合板，主要利用尿素甲醛樹脂（UF）將木材黏合在一起，但因
有致癌可能，所以急需可替代之環保接著劑。工研院開發之無甲醛環保接著劑 Celluad

TM

，為纖維素基接著劑，不含甲醛，但具有出色的黏合力和耐水性。木板工廠無需再購買
其他設備，即可採用 CelluadTM 生產膠合板。
工研院採用自然界中最豐富的纖維素為原料，解決無甲醛接著劑開發中原料短缺和高成

可線上即時重組電池陣列技術

本的問題。此材料在熱固化後產生極好的附著力，其強大的附著力來自與硬化劑的交聯
反應，能夠抵抗 4 小時的沸水蒸煮，成功達到 CNS1349 I 型（100。C）的沸水測試要求。

可線上即時重組電池陣列技術（RAIBA）

此技術適用於膠合板、地板和木芯板，可幫助製造商開發環保產品，並已通過歐洲和日

當汽車從傳統的燃油模式走向電力驅動系統，儲能的電池愈來愈重要，不僅要能提供穩

本家具零售連鎖店的產品認證。

定充足的電力，運作還要安全有效率，成為能源技術的一大挑戰。工研院研發的 RAIBA
可動態重組與自我調節之電池陣列系統，透過人工智慧控制電池模組的放電負載，可整
合新、舊電池模組的儲能系統，讓不同電池模組以有效率的方式互相搭配，減少電池系
統無效能量並延長系統循環壽命。此技術目前已與國內電子、電機、加油站轉型充電站
之業者合作，為儲能設備、電動車帶來永續發展，創造再生能源商機。此技術榮獲 2019
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Awards）。

環境友善可塑劑觸媒與製程技術
傳統鄰苯二甲酸酯（Phthalate）類可塑劑已被證實為環境賀爾蒙，會影響人類健康，
世界各國已逐漸禁用。全球塑化劑年產量逾 840 萬噸，產值超過 150 億美元，臺灣為塑
化劑生產大國，國內廠商年產量合計近 200 萬噸。隨著全球對塑化劑的法規控管日趨嚴
格，臺灣正積極發展新型環保可塑劑、尋求產業轉型。
工研院自主開發之塑化劑氫化觸媒與製程技術，以自行研發之高活性與高選擇性氫化觸
媒，及多段填充床反應器串聯製程設計，將傳統鄰苯二甲酸酯類可塑劑（DOP、DINP）
在相對低壓、低溫與低氫油比下，直接氫化為 Phthalate-free 安全環保可塑劑。此技術已
無甲醛環保接著劑 Celluad

44

TM

技轉予國內供應鏈廠商，為臺灣的塑化產業，提供一個綠色、安全的新選擇。

45

ITRI 2019 ANNUAL REPORT

冷凍設備業節能技術升級
國內超市每年耗電超過 10 億度，其中冷凍冷藏系統占整體耗電 70% 以上，且超市冷凍冷
藏系統多採用 8 馬力以上的大馬力定頻壓縮機系統與超量設計，無法對於賣場負載變動
進行節能調節，造成能源浪費。
工研院開發之智慧化變頻控制模組，可根據系統負載變化，透過浮動壓力控制技術，調
整低壓壓力設定值，並結合泛用型變頻控制器，控制壓縮機達到最佳運轉率。此技術已
經實際場域測試，平均節能效益可達 20% 以上。以全國約 2,200 家超市，以滲透率達 30%
計算，每年約可創造 1.2 億元產值，節省 9,000 萬元電費，帶動整體產業系統效益提升。

太陽光電產品測試驗證技術
太陽光電是綠能環境發展重要領域，相關產品應符合國際標準要求。工研院致力於太陽
光電產業標準化工作，提供產品測試驗證服務，並於 2019 年開發創新之非均勻動態機械
負荷系統，作為太陽光電模組抗強風試驗平台，此平台可依據環境差異，建立不同的風
力分布設置，滿足個案測試條件之要求。同時，藉由技術特點主導 PVQAT TG7 中風載相
關國際標準制定，參與 IEC TC82 抗風相關標準制定，提升產品可靠度與安全性，亦掌握
國際市場標準規範，協助業者進入全球太陽光電產業供應鏈。此技術已提供國內 86 件技
術服務、業界合作 25 件，協助業者取得國際訂單，強化競爭力。
奈米過濾膜

奈米過濾膜
臺灣目前至少九成以上之水處理濾膜供應量都仰賴國外進口，為因應政府的再生水政
策，國內水處理產業急需自主開發具有競爭力之濾膜材料。工研院研發之奈米過濾膜
（Nanoﬁltration, NF），具有低操作壓力、高通量及抗汙垢的特性，並於污水處理廠建立百
噸模廠進行場域實地驗證，發展具備高效率及長效性之 NF 膜材及模組系統。此技術利
用 100CMD 的 NF 系統進行生活污水再生，回收率可達 75%，操作成本降低至一噸小於
16 元，優於目前利用 RO 為主要脫鹽單元之水再生處理技術，同時將強化我國濾膜產業
競爭力。

大眾運輸車輛變頻空調產業推動
大眾運輸車廂行駛多為跨氣候區，但國內車廂空調皆採定頻控制，耗電高且溫度控制
差，無法滿足行車舒適需求。此外，車廂重要關鍵組件如壓縮機、風扇、控制器多以進
品為主，售價與售後服務皆受控國外廠商，因此運輸業急需國產自主之節能車廂空調系
統方案。
工研院整合業界聯盟，共同開發體積減少 30% 之變速三合一渦卷壓縮機、變速軸流與離
心風扇、變冷媒流量與變風量之空調系統等。除供應冷、暖、除濕多功能外，更進一步
結合智能優化演算控制，可適應不同室外氣候與人流、溫濕度與 CO2 濃度，進行舒適調
控。此技術目前以桃園捷運為驗證場域，期能完成一條兼具節能與舒適之智慧變頻空調
的大眾運輸運行線之示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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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共通技術
ICT ENABLING TECHNOLOGY
以 ICT 技術研發驅動價值創新

半導體製程先進檢測與計量技術
隨著電子裝置微小化，半導體產品製程需要更先進的量測設備，以滿足細
微尺度的量測挑戰。工研院開發一系列先進檢測與計量技術，為業界提供
解決方案，包含應用工研院新建置單一氣膠產生裝置與元素標準品，以
生成不同粒徑之粒子標準物質，以及提供單一粒子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Single Particle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spICP-MS）
之粒子尺寸校正，解決現有粒子標準品種類匱乏及滿足原物料粒子粒徑及
濃度之量測校正需求。
工研院開發出可穿透霧面晶圓黏貼膠膜（Die Attach Film, DAF）之膜厚與晶
圓厚度量測技術，量測速度較市面產品快三成，且準確度不受 DAF 厚度影
響，突破現有檢測設備誤檢率高及無法量測 DAF 厚度的瓶頸；以三維形貌
檢測技術，解決異質整
合積體電路內部模組堆
疊 對 位 檢 測 問 題， 使
關鍵結構之量測精度從
100 nm 提 升 到 10 nm，
大幅提升業者全自動晶
圓尺寸量測設備競爭力。

半導體製程先進檢測與計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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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自主學習技術
為協助業界提升生產效能，工研院開發機器人自主學習技術，透過 AI 技術使機械手臂能
夠快速學習，有彈性地完成不同工件夾取任務，滿足業界少量多樣的生產需求。目前採
用視覺分析技術的工件上下料模式，需由具備影像處理專長的工程師調整演算法，依工
件型態的複雜程度，需耗費 1-7 天才能成功完成。
產業目前面臨少量多樣、工件多元的狀況，建置專用機或調整視覺參數，除了成本高又
耗時外，也會因彈性不足造成不必要的機台閒置。工研院透過機器人模擬軟體，先進行
機械手臂夾取的自主學習，僅需約 12 小時，隔天便能換工件上機，再做小幅度調教應用
到實際機械手臂，大幅縮短更換新工件的時間。

PCB 設備 M2M 通訊技術（PCBECI）
臺灣為全球最大印刷電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供應國，具備完整上、中、下
游產業供應鏈。印刷電路板產業因製程複雜，新舊機台與設備間缺乏能依循國際標準之
通訊介面，系統整合複雜。為解決此一產業現況，工研院率先發起 PCB 通訊介面協定
（Printed Circuit Board Equipment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PCBECI） 的 制 訂， 並 於 2019

面板級扇出型模組整合技術

年 9 月份正式成為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規範的正式通訊協定標準。

面板級扇出型模組整合技術
PCBECI 協定所規範的通訊標準，包含機台時間設定、事件回報、異常警報回報、機台常
數資料、遠端控制命令、終端訊息傳送、配方傳送管理、狀態資料傳送等。目前 PCBECI
協定與其相關技術已擴散至國內 20 多家軟版大廠，並完成 100 台以上設備聯網設置。

工研院研發之面板級扇出型模組整合技術，以現有載板面板尺寸及製程架構，跨領域整
合扇出型（Fan-out）封裝設計及製程。協助產業升級的同時，更促成晶片載板 2 µm 細線
技術能力自主化。運用工研院扇出型封裝製程設計技術所建立之材料及製程驗證平台，
已成功鏈結國內外廠商，協助臺灣晶片載板廠為客戶提供少量多樣的封裝製程服務、或
與材料廠商進行扇出型模封材料的封裝驗證服務。

下世代 FRAM 與 MRAM 技術創新記憶體解決方案
在 5G 與 AI 時代到來，摩爾定律一再向下微縮的世代，半導體將不同的技術與功能晶
片整合，走向異質整合技術領域，此時能突破既有運算限制的下世代記憶體將在未來
扮演更重要角色。工研院於 2019 年底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國際電子元件會議
（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中發表三篇鐵電記憶體（Ferroelectric RAM,
FRAM）及三篇磁阻隨機存取記憶體（Magnetoresistive Random-Access Memory, MRAM）
相關技術重要論文，引領產業創新研發方向，也是新興記憶體領域中發表相關論文篇數
最多者。
工 研 院 開 發 之 鐵 電 隨 機 存 取 記 憶 體， 其 結 構 類 似 於 動 態 隨 機 存 取 記 憶 體（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DRAM），是一種隨機存取存儲器技術，但因使用了一層鐵電材
料取代原有的介電質來儲存資料，使 FRAM 擁有非揮發性記憶體的功能。另一項自旋軌
道轉矩（Spin Orbit Torque, SOT）MRAM 技術，除了具有之高速讀取、高耐久性外，更可
避免現有 MRAM 操作時，讀、寫電流均直接通過元件而對元件造成損害，同時具備更穩
機器人自主學習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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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更快速存取資料的優勢，相關技術已成功導入工研院的試量產晶圓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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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小型基地台技術
隨 著 5G 雲 端 化、 虛 擬 化 等 特 質， 營 運 商 積 極 推 動 開 放 式 虛 擬 無 線 接 取 網 路（Open
智慧機械雲

virtual-RAN, Open vRAN），讓電信基地台介面更開放與標準化，使電信運營商可攜手第三
方設備供應商，打造具彈性且價格實惠的 5G 網路系統，並可直接向製造業者購買設備，
打破既有國際品牌大廠寡占壟斷之局面，預期有助於大幅降低高昂布建成本壓力，進而

安裝與執行

開發環境與

環境檢測

設定檢測

引動相關訂單大挪移。
工研院運用多年關鍵技術之研發成果，提出 5G 基地
台軟體技術與軟硬整合的解決方案，聯合 18 家臺灣業

環境檢測

者打造「5G 基地台生態系」，共同開發 5G 小型基地台

・一站式服務簡化流程

（small cell）產品，更已帶動小型基地台、邊緣運算

・解決機台間彼此不相容問題

（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網路功能虛擬化平台

・建立雲端應用服務標準化機制
使用者

開發者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Infrastructure, NFVI）
等關鍵產品、模組與相關元件發展，攜手業者搶進全

智慧機械雲

球 5G 商機。

機械公會白皮書提出建立機械雲平台，推動 2025 年實現兩兆產業的願景。然而國內產業
面臨各家智慧機上盒（Smart Machine Box, SMB）互不相容，應用軟體重複開發、沒有機
械產業專屬雲端軟體市集、沒有標準化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應用
程式開發機制等問題，阻礙產業轉型發展。

5G 小型基地站的解決方案之一
「毫米波相位陣列天線」

為解決上述問題，工研院透過開發智慧機聯網、雲端運算、軟體虛擬化及容器化等技
術，建構智慧機械雲平台，此平台包含標準化智慧機上盒執行環境及資訊模型、標準化
開發及安裝流程、標準化電商營運平台等特色，為目前全球唯一針對機械產業打造的雲
服務平台。此平台可協助服務開發者降低開發及維護成本，並透過電商平台快速將產品
服務提供予全球客戶，同時受到國際級平台的資安保護。終端使用者則可於雲平台上獲
得各項應用服務，有效降低生產成本、掌握交期、提升可靠度與品質。

智慧化管理平台與軟體方案
產業因大小規模與特性不同，部分工廠未能全面掌握生產訊息與自動化管理，造成產量
品質與能源使用效率無法提升。工研院以工業物聯網技術，建構工業大數據智能分析與
管理系統，提供能源管理、製程監控、設備預知保養等功能，並以雲端方式讓管理者獲
得透明化資訊與智慧工具輔助生產，此外更提供工業先進控制軟體方案，從設備控制面
分析生產過程與控制改善。
此管理平台已應用於多處生產工廠，搭配有效的行政管理措施，平均可達 3% 的全廠節能
量，協助公部門掌握產業能源需求，目前亦著手擴散於國內 117 家的汽車製造業。而自
主的控制軟體方案也整合於國內設備商的 DCS 控制系統，已應用於 35 處化工廠並協助行
銷至大陸和美國。
5G 小型基地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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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人力

研究與營運單位
南分院

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巨量資訊科技中心

吳誠文（兼）

闕志克

馮文生

中分院

電子與光電系統研究所

服務系統科技中心

黃新鉗

吳志毅

鄭仁傑

生醫與醫材研究所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量測技術發展中心

林啟萬

蘇孟宗

林增耀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雷射與積層製造科技中心

產業服務中心

王人謙

曹芳海

劉佳明

材料與化工研究所

智慧微系統科技中心

產業學院

李宗銘

朱俊勳

周怡君

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智慧機械科技中心

胡竹生

陳來勝

總人力

6,195
學士
碩士
博士

25,741
院友

1,089
3,709
1,397

單位：人
統計日期：2020.06.01

管理單位
董事長

董事

院長

李世光

龔明鑫

劉文雄

常務董事
李世光
吳政忠
沈榮津
陳信宏
翁朝棟

鄭文隆
胡開宏
謝繼茂
陳昭義
馮展華

常務監事
蔡鴻坤

監事

副院長
張培仁

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

行政服務處

彭裕民

王鵬瑜

李繼良

總營運長

企劃與研發處

資訊服務處

余孝先

王漢英

陳宜仁

協理

營運發展處

會計與財務處

段家瑞

余孝先（兼）

范慧珍

行銷傳播處

人力資源處

林佳蓉

何大安

吳誠文

廖慶榮
薛富盛

服務單位

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
劉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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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
資產負債表
資產

2019

2018

流動資產

9,749

9,016

現金

5,373

5,458

應收款項

4,192

3,381

預付款項

118

176

66

1

存貨

收支營運決算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會計項目

2019

2018

收入總額

24,512

23,841

8,191

9,092

技術服務收入

14,793

13,194

計畫衍生收入

1,355

1,390

173

165

24,305

23,787

8,183

9,074

技術服務支出

14,094

12,605

計畫衍生支出

1,313

1,313

應用研究支出

680

758

35

37

207

54

專案計畫研究收入

業務外收入
支出總額
專案計畫研究支出

業務外支出

稅後餘絀

58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投資、長期應收
款、貸款及
準備金

6,789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8,044

負債與淨值

2019

2018

7,744

7,299

應付帳款

6,593

6,389

預收款項

1,151

910

其他負債

3,554

3,522

負債合計

11,298

10,821

基金與公積

10,393

10,889

創立及捐贈基金

468

468

捐贈公積

636

636

資產改良
擴充公積

6,214

6,479

投資公積

3,046

3,246

29

60

累積餘絀

1,520

848

淨值其他項目

1,832

2,053

淨值合計

13,745

13,790

負債及淨值合計

25,043

24,611

流動負債

7,181

7,941

採權益法認列之
投資股權淨值變
動數
其他資產

資產合計

461

25,043

473

2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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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速寫

JAN
一月

1/7

「高負載高續航商用無人機」榮獲 2019 CES 創新獎。

1/15

與歐盟智庫 IDEA Consult 簽訂合作意向書，促進臺歐科技與產業政策交流，朝雙贏

1/29

攜手日本東京電力 Power Grid 公司（TEPCO PG）、東京瓦斯公司（Tokyo Gas）等

發展。

簽訂「次世代能源儀表系統研究」合作協議書，共同於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中打造
示範場域。

FEB

2/12

二月

2/26

與臺大醫院雲林分院合作打造數位醫療健康照護整合平台，為銀髮族建構串連醫院
到居家的雙層防護網與示範場域。
整合 25 家電力、電網及再生能源等領域的領導企業與學校，成立「電網人才發展
聯盟」，力促臺灣能源轉型。

MAR

3/25

三月

3/26

APR
四月

4/3
4/10

「iRoadSafe 智慧道路安全警示系統」榮獲 2019 愛迪生獎（Edison Awards）。
榮獲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七項大獎肯定，包含「卓越創新學研機構獎」
、兩
座「團隊創新領航獎」、「地方產業創新典範獎」、「產業創新聯盟獎」、及兩項「創
新菁英獎」。

4/12

工研院三度榮獲「德溫特全球百大創新機構」，為全亞洲獲獎最多之研發機構。

4/22

周怡君擔任工研院產業學院執行長。

5/7

成立「臺灣眼視光大健康產業平台」，串連臺灣眼科產業資源與能量，搶攻全球商

與英國在臺辦事處舉辦「臺英創新產業研究人員移地研究計畫合作成果發表會」，
展現臺英科學創新人才交流成果。
與全球安聯、高雄榮民總醫院聯手進行臺灣首例口腔癌專用的 3D 列印彌補物重建
人體試驗（IRB）計畫，以創新科技打造個人化的智慧醫療體驗。

MAY
五月

JUN
六月

機。

5/22

與全宇生技攜手簽署「木質纖維素解聚產醣」技術授權，在馬來西亞建立噸級產醣

6/3

與芬蘭知名 Pöyry 國際顧問及工程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展開多項跨國綠能科技合

先導廠，協助業者搶攻新南向龐大市場。

作。

6/11

攜手美國應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 Inc.）建置「開放式創新與商業化合作

6/12

與泰國物流運輸公司 Panus 簽署合作備忘錄，攜手開發電動卡車，並與銥智公

平台」，深化顯示器、先進封裝製程等創新技術商品化。

司、總盈公司等組成電動巴士聯盟，帶動臺灣電動巴士供應鏈拓展東南亞商機。

60

61

ITRI 2019 ANNUAL REPORT

OCT

10/15

舉辦「第八屆工研院院士授證典禮」，總統蔡英文蒞臨並頒授證章證書，五位院士
為：美國 AbGenomics 新藥公司董事長楊育民、台泥企業團總執行長張安平、華邦
電子公司董事長焦佑鈞、亞力電機集團總裁楊振通、台塑公司董事長林健男。

十月
10/22

與新竹市政府合作，共同推動「Taiwan No. 0001」自駕車正式於新竹南寮漁港揭牌
上路，成為全臺首輛能在開放場域驗證的自駕車。

10/23 「iRoadSafe 智慧道路安全警示系統」於第 26 屆智慧運輸世界大會，榮獲亞太區產
業成就獎。

10/24 「眼底鏡創新健康照護服務」於第 23 屆世界資訊科技大會，榮獲傑出醫療應用獎優
選。

10/30

工研院光電測試實驗室獲得權威 DiiA 聯盟認可，成為國內唯一取得 DALI（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DALI）認證殊榮之測試實驗室。

JUL

7/3

七月

7/15

AUG

8/12

八月

8/13
8/27

與臺灣高鐵簽約，宣布 2022 年 1 月啟用全臺第一座轉向架走行測試設備，強化高
鐵運營安全。

NOV

11/1

十一月

11/11

「仿生多突狀磁珠技術」、「RAIBA 可動態重組與自我調節之電池陣列系統」榮獲
2019 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美國消費科技協會宣布工研院以「PECOLA 樂齡陪伴機器人」及「iStimUweaR 複合
式智能穿戴系統」，分別榮獲 2020 CES 智慧家庭類及穿戴式科技類創新獎。

與期美科技舉辦「期美示範案例簽約儀式」，以軟硬整合的智慧製造技術，協助業
打造智慧工廠。

串連國內廠商共組雷射銲接電池合作聯盟，投入高功率雷射銲接電池設備開發，預
期透過雷射將大幅提升國產動力電池產能和良率。

DEC

12/10

號召國內 13 家雷射技術業者成立「國產自主雷射源產業大聯盟」，落實雷射系統與

十二月

12/12

余孝先博士擔任工研院總營運長。
黃新鉗博士擔任工研院中分院執行長。

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工學院展開「接橋計畫」，建立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產學研合
作網絡，培育跨領域菁英人才。
攜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三方合作，結合資金市場與科技市

設備從源頭自主，拓展國內雷射產業應用。

12/16

國內第一座兼具自然、人文、科技的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正式啟用，提供業者進
駐，並進行綠能技術研發及產業測試驗證等，打造出臺灣的綠金聚落。

場，以無形資產評價獲取銀行優惠利息融資，開我國首創。

SEP

9/5

九月

9/18

開發「低翹曲面板級扇出型封裝整合技術」，並與群創光電合作開發「面板級扇出

9/23

「高負載高續航無人機」入圍杜拜國際無人機競賽（Drone X Challenge 2020），是亞

與微軟合作開發 AI 晶片科技，推動在 AI 晶片設計軟體及晶片端系統保護方面的合
作，進而開發更多相關應用。

型封裝」應用，切入下世代晶片封裝商機。

洲唯一入圍的研發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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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服務據點
國內服務據點
A

總部－中興院區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電話 ：+886-3-5820100
傳真 ：+886-3-5820045

4
B

2 3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321 號
電話 ：+886-3-5820100
傳真 ：+886-3-5820045

5

1

光復院區

C

臺北辦事處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電話 ：+886-2-27377300
傳真 ：+886-2-27377387

D

中分院
南投縣南投市文獻路 2 號
電話 :+886-49-2345200
傳真 :+886-49-2345298

E

國外服務據點
1

北美公司

B A
2

2880 Zanker Road, Suite 103,
San Jose, CA 95134, U.S.A.
電話 ：+1-408-428-9988
傳真 ：+1-408-428-9388
Email：seanwang@itri.com
4

莫斯科辦公室
125009, Tverskaya str., building 9,
block 7, ofﬁce 205 Moscow, Russia
電話 ：+7-499-978-6125
Email：contact_Russia@itri.org.tw

64

安多芬辦公室
High Tech Campus 9, 5656
AE Eindhoven, the Netherlands
電話 ：+31-408-512-241
Email：contact_nl@itri.org.tw

5

3

柏林辦公室
7 OG., Hohenzollerndamm 187,
10713 Berlin, Germany
電話 ：+49-30-8609-3610
Email：contact_germany@itri.org.tw

日本辦公室
108-0073 東京都港區三田 1-2-18 TTD 大樓 3F
電話 ：+81-3-5419-3836
傳真 ：+81-3-3455-5079
Email：itritokyo@itri.org.tw

D
F

E

C

南分院
臺南市六甲區工研路 8 號
電話 ：+886-6-6939000
傳真 ：+886-6-6939111

F

南臺灣創新園區
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二路 31 號
電話 ：+886-6-3849000
傳真 ：+886-6-3847186

G

G

沙崙綠能科技示範場域
臺南市歸仁區高發二路 360 號
電話 ：+886-6-3636777
傳真 ：+886-6-303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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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夥伴
亞洲 / 大洋洲

美洲
加拿大
• 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 NRC
• QPS Evaluation Services
• Terranic Systems
• Wavefront
• ZeeOne

美國
• ARM
• Applied Materials
•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 Binghamton University
• Caltech

• Citrine Informatics
• Corning Incorporated
• DuPont
• DUNLAP
• Founders Space
• IBM
• IEEE
• Intel Corporation
• Janssen
• Microsoft
• NVIDIA
• Plug and Play International
• Qualcomm
• RAND
• Synopsys

• Stanford University
• UL LLC.
• UC Berkeley
• UCL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Yale University

阿根廷
• INTI

巴西
• CPQD
• Suzano

歐洲
英國
• ARM
• HORIBA MIRA
•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 OR Productivity plc
• Oxford Instruments
•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 RICARDO
• University of Shefﬁeld

• Heraeus
• Inﬁneon
• Merck
• OSRAM
• PTB
• Siemens
• Sunﬁre GmbH
•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Chemnitz
• TÜV SÜD

捷克
荷蘭
• Energy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etherlands
• IKNL
• Lumo Labs
• NXP Semiconductors
• T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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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TES
•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 VUTS

西班牙
• CDTI
• 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Madrid

德國

芬蘭

• BASF
• DEKRA
• EOS GmbH
• Evonik Degussa
• Fraunhofer

• NOKIA
• Picosun
• Pöyry
• VTT

法國
• CEA-Leti
• Dassault Systemes
• DECATHLON
• INERIS
• SEM

瑞典
• AstraZeneca
• Ericsson

俄羅斯
• IFTI
• IOFFE
• MSU
• RAS

土耳其

以色列

韓國

馬來西亞

• AB Dental
• IIA

• KEIA
• Korea Safety Certiﬁcation
• KRISS
• LG

• Heng Hiap Industry
• MIDA
• Motorola Solutions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印度

新加坡

• CSIR
• FICCI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日本
• AIST
• Asahi Kasei
• Daikin
• Fujitsu
• Fukui University
• Hitz
• Kansai University
• Keio University
• Kyoto University
• Kyushu University
• LINTEC
• Mitsubishi Chemical
• Mitsubishi Electronics
• Nitto Denko
• NTT BP
• NTT Docomo
• Osaka University
• QST
• Saitama Industrial Promotion
Public Corporation
• Shibaura Mechatronics
• Sumitomo Chemical
• SCAS
• Taiyo Yuden
• Tohoku University
• 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 TORAY
• ULVAC
• University of Tsukuba
• Waseda University

印尼
泰國
• ICP Digital
• National Food Institute
• National Metal and Materials
Technology Center
• NSTDA
• Plastics Institute of Thailand
• Precise Corporation
• SCG Chemicals
• Thai Microelectronics Center

越南
• BECAMEX
• Saigon Innovation Hub
• Vietnam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Vietnam Metrology Institute

• Binus University
• LIPI
• State University of Surabaya

紐西蘭
• GNS Science
• University of Auckland

澳洲
• CSIRO
• Simplistic Logistics
•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菲律賓
• Brainsparks
• DOST

• Arcelik
• MUKA
• Turkish Exporter

67

工業技術研究院
31057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
Tel: +886-3-5820100
Serviceline: 0800-458899
www.itr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