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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以頻寬量測模組來量測候選伺服器之傳輸頻寬；再參考傳輸頻寬來計算遞迴參數值，並依據遞迴
參數值與檔案之待傳輸資料量，來計算出本回合應分配之待分配資料量；之後，依據傳輸頻寬與
前回合候選伺服器之傳輸完成百分比，來將待分配資料量分配給候選伺服器；進行傳輸並計算每
一候選伺服器之傳輸完成百分比；然後，檢查候選伺服器之傳輸完成百分比；以及當已有候選伺
服器完成傳輸時，檢查是否已完成檔案之分配，且當尚未完成檔案之分配時，遞迴至下一回合。
因此，可有效提昇其資料傳輸效能。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根據本發明較佳實施例所提供之一種進階
預測遞迴式調整協同配置法，不僅可隨著
傳輸環境之變化，來即時地調整遞迴參
數，以大幅增進資料傳輸之效能，更可
隨著傳輸環境之變化，來將待分配資料量
分配給各候選伺服器平行傳輸，並且也率
先將分時多線傳輸技術，應用於資料網格
之資料傳輸中，而能更進一步提昇資料傳
輸之效能。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電腦及週邊產業、通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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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一種綠能管理方法，係以虛擬機叢集之總使用資源權值比，來判斷應否增開或關閉實體機器之運
轉。當總使用資源權值比高於最大容許使用資源權值比時，自非運轉中之實體機器中選擇一備用實
體機器，並將其喚醒加入成為運轉中之實體機器，另外，當總使用資源權值比低於最小臨界使用資
源權值比時，自運轉中之實體機器中選擇一遷移實體機器，並將其中之虛擬機器遷移至其他運轉中
之實體機器後再予關閉，以及執行一資源分配程序，以分配運轉中之實體機器的負載。因此，可靈
活地調度運轉中之實體機器的數量，達成綠能管理的目的。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發明是有關於一種虛擬機叢集(Virtual Machine Cluster)，且特別是有關於一種虛擬機叢集之綠
能管理方法(Green Power Management Method)。本發明之目的是提供一種虛擬機叢集之綠能
管理方法，其可藉由控制虛擬機叢集之負載率，達成能源節約之功效。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電腦及週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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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機叢集之綠能管理方法
Green energy management of virtual machine cluster

信　　箱：ctyang@thu.edu.tw
專長領域：雲端計算、大數據、平行處理、深度學習

發明人代表 教授資工系 楊 朝 棟

信　　箱：ctyang@thu.edu.tw
專長領域：雲端計算、大數據、平行處理、深度學習

發明人代表 教授資工系 楊 朝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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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一種虛擬機叢集之動態資源分配方法，係循環計算每一虛擬機器之虛擬機使用資源權值、每一實
體機器之實體機使用資源權值與實體機平均使用資源權值，並將具有最大實體機使用資源權值之
實體機器作為遷移來源機，將具有最小實體機使用資源權值之實體機器作為遷移目的機，然後將
遷移來源機中具有最接近其遷移差值之虛擬機使用資源權值的虛擬機器，遷移至遷移目的機中，
故可達成負載平衡之功效。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近來，隨著雲端技術的發展，集合多台伺服主機
之網路服務系統，乃成為雲端服務之基本系統架
構，其中，為了避免伺服主機之低使用率，很自
然地就有了在單一伺服主機中執行更多不相容之
應用程式的需求。因此，在每一伺服主機之實體
機器上，藉由虛擬機器(Virtual Machine)模擬軟
體，來將伺服主機邏輯地分割為多台虛擬機器，
達成共享資源之目的，便成為最佳之雲端服務系
統架構，其除了能提供更多之應用程式執行以共
享資源外，更可增進伺服主機之服務可靠度。

在多處理器核心之伺服主機中，為了平衡處理器
核心之負載，G. Somani and S. Chaudhary, 
“Load Balancing in Xen Virtual Machine Moni-
tor”, in Contemporary Computing. Vol. 95, S. 
Ranka, A.Banerjee, K. K. Biswas, S. Dua, P. Mishra, 
R. Moona, S.-H. Poon, and C.-L. Wang, Eds., ed: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0, pp. 62-70.中提
出了解決此一問題之方法。然而，此一方法並不
能解決由多台伺服主機等實體機器所構成之虛擬
機叢集的負載不平衡問題。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電腦及週邊產業

中華民國證書號：I 615004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提供分散式智慧電網之集中防護技術，係於有線
或無線之智慧電網中，對於各個終端元件及網路中繼設備
提供網路通訊之防禦機制，將智慧電網中傳送之通訊資
料，繞送至資安設備進行匹配，根據匹配結果以及相對應
的安全策略執行後續處理過程。是等防護技術不僅可以防
禦來自外部網路之威脅，而且能夠防禦來自智慧電網內
部的攻擊行為，提高了安全性。相較於習知之防護技術須
定期更新各網路通訊設備或終端元件韌硬體上之安全規
則，本發明係僅需要更新資安設備上集中式安全規則庫即
可達成對智慧電網中分散式終端元件之防護，大幅降低管
理上之複雜度，並且提高智慧電網整體防護的安全性。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發明可運用於能源產業，尤其是智慧電網相
關產業。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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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箱：ctyang@thu.edu.tw
專長領域：雲端計算、大數據、平行處理、深度學習

發明人代表 教授資工系 楊 朝 棟

信　　箱：jhwen@thu.edu.tw
專長領域：個人及行動通信系統、統計通信、電腦網路、無線通訊

發明人代表 教授電機系 溫 志 宏

虛擬機叢集之動態資源分配方法
Method of dynamic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a virtual machine cluster

分散式智慧電網之集中防護方法及其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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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眾運輸及固定路徑導向為基礎之智慧型微行動
廣告推薦系統及以之即時調整廣告資訊之方法

中華民國證書號：I 626621　美國證書號：US 10,002,425 B5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之以高動態範圍臨界值切割單一神經元影像的方法包含
(a)備置含神經元之生物組織樣本，並對含神經元之生物組織樣本進行三維成像，以得到原始三維神
　 經影像。
(b)濾除原始三維神經影像中訊號強度在第一訊號強度臨界值以下的立體像素，以得到第一經濾除影像。
(c)對第一經濾除影像進行骨架追蹤，以得到第一經追蹤影像。
(d)利用一方程式計算第一經追蹤影像之每一立體像素的結構重要性分數，以得到每一立體像素的第
　 一次結構重要性分數。
(e)逐漸增加訊號強度臨界值並重複步驟(b)、(c)及(d)n-1次；及(f)加總每一立體像素的第一次結構重
　 要性分數一直到第n次結構重要性分數。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可利用於共軛焦螢光顯微鏡取得之神經元影像之分析。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生物技術產業

中華民國證書號：I 653592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係提供一種以大眾運輸及固定路徑導向為基礎之智慧型微行動廣告推薦系統及以之即時調整
廣告資訊之方法，其技術特徵係在於以一伺服端子系統依據特定之參數，進行演算以選定推薦之廣
告，並藉由一載具端子系統，獲取大眾運輸載具所在當下位置之地理位置與實體環境情境資訊並持
續更新，且將該等資訊提供予該伺服端子系統以作為該演算法之參數，並使該伺服端子系統及該載
具端子系統會隨著該大眾運輸載具移動所獲得之更新資訊及播放廣告，使演算之結果隨之變動，從
而產生隨大眾運輸載具之移動而調整或改變所推薦廣告之動態廣告功效，透過實虛互動建構出一創
新型態線上/線下廣告暨商務系統。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專利具市場性、創新性、實用性與研究性。

提供行動廣告廠商建構廣告服務之即時性、維護性、保存性、安全性、與管理性，改善使用者獲取
行動廣告之經驗，同時強化區域經濟產出，在綿密的交通路網上建構行動廣告行銷網絡，以環環相
扣的方式進行資訊傳播，連結車流、人流、資訊流與商流，使得O2O/OMO目標行銷(Targeted 
Marketing)任務更易聚焦，透過實虛互動將人潮導入景點及商圈，使得商圈推廣、經營、與發展獲
得整合優勢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互聯網、物聯網
車聯網、電子商務
通訊服務、O2O零售產業

信　　箱：ctshih@thu.edu.tw
專長領域：計算神經科學、複雜網路分析、神經影像處理、高效能計算與在物理學之應用

發明人代表 教授物理系 施 奇 廷

信　　箱：ytjackyjang@thu.edu.tw
專長領域：電子商務、科技行銷、創新科技服務管理

發明人代表 教授企管系 張 譽 騰

以高動態範圍臨界值切割單一神經元影像的方法及其電腦可讀儲存媒體
METHOD OF SEGMENTING SINGLE NEURON IMAGES WITH HIGH-DYNAMIC-RANGE 
THRESHOLDS AND COMPUTER READABLE STORAGE MEDIUM THER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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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nger Us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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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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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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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689687　　　　中國大陸申請號：201910030702.7
日本申請號：特願2018-058213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揭處理焚化飛灰及其他廢棄物之方法，其係以至少一添加物與一廢棄物於800～1100℃
之溫度下進行熔融反應，以獲得一熔融產物；其中，其特徵在於：該添加物係為含鐵化合物、氟
化鈣、含有氟化鈣之物質、氧化鈣、鈣化合物、玻璃或鹼金屬化合物。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低溫處理焚化飛灰、電鍍污泥、無機污泥。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積體電路產業、化學材料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電子產業

中華民國證書號：I 407915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揭一種製備促脂解大豆蛋白水解物之方法，首先先將一配置好預定濃度之分離大豆蛋白，
再加入一風味蛋白酶(Flavourzyme)於一最適水解條件下，進行水解反應，其中，該分離大豆蛋白與
風味蛋白酶之比例為100：1，而該最適水解條件係如下：反應酸鹼值介於7~7.5間、反應溫度為
40~50℃、水解時間為100~150分鐘，得到一具有極佳之促脂解活性之大豆蛋白水解物。本發明更
進一步分離鑑定出該大豆蛋白水解物中之活性胜肽序列具有九種組合，分別為Val-His-Val-Val、
Leu-Leu-Leu、Leu-Leu-Ile、Leu-Ile-Leu、Leu-Ile-Ile、Ile-Leu-Leu、Ile-Leu-Ile、Ile-Ile-Leu及
Ile-Ile-Ile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1)促脂解肽關鍵原料生產。
(2)保健/健康食品開發：未來可依據使用者需求開發製成不同型態，如錠劑、粉末等，並且可以搭配
　 其他有效成份，而應用於保健/健康食品。
(3)輔助肥胖病患治療之膳食補充劑開發。

信　　箱：yulin@thu.edu.tw
專長領域：5+2資源循環技術研發、重金屬原子八埃配位結構、燃燒與焚化、空氣污染控制

發明人代表 教授環工系 魏 玉 麟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生物技術產業、食品製造業、製藥工業

信　　箱：wdc@thu.edu.tw
專長領域：機能性胜肽生產技術、植物化學物質生產技術

發明人代表 教授食科系 江 文 德

促脂解大豆胜　之最適水解條件、序列及其應用
Optimal hydolysis conditions of soy protein to produce peptides with lipolysis-stimulating 
activity and their sequencing and use thereof

處理焚化飛灰及其他廢棄物之方法

保健/健康食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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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473616　日本證書號：特許第5845240號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揭一種金線連發酵產物，其係能用
以降低血糖、治療肥胖症或是代謝症候群、
治療脂肪肝以及治療糖尿病，因而得與醫藥
所能接受之載體或賦形劑而製備成為一醫藥
組合物，或得與至少一食品組成份混合形成
用以預防疾病及維持健康之食品。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發明所提供之發酵產物係藉由微生物發酵
系統產製而成者，生產過程不僅安全性高、
副作用低，並可大量生產，並且該發酵產物
具有極佳之生物活性，因而有助於產品量產
及商品化。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食品製造業

第一圖

第一圖 第二圖

第二圖

第四圖第三圖

信　　箱：cchsieh@thu.edu.tw
專長領域：微生物學、免疫學、中醫藥健康食品開發、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發明人代表 教授畜產系 謝 長 奇

信　　箱：cchsieh@thu.edu.tw
專長領域：微生物學、免疫學、中醫藥健康食品開發、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發明人代表 教授畜產系 謝 長 奇

中華民國證書號：I 580421　美國證書號：US 09,034,397 B2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揭之石斛多酚係為萃取自藥用植物中之活性成份，具有
對抗如肝臟纖維化、肝臟脂肪堆積、肝臟發炎等肝臟病變、調控
血糖以及降低體重之功效，可用以製造作為治療肝臟疾病或是糖
尿病之醫藥組合物，或是作為一保健食品而具有保肝或是調控血
糖之功效。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發明所提供之非多醣體組合物乃係萃取於石斛屬植物，而石
斛屬植物係屬於珍貴藥用植物之一環，並為中華民國衛生署所
認可之可供食品使用之中藥材；再者，肝病以被列為世界10
大死因之一，並且許多國家肝病人數每年都大幅上升，保肝健
康食品市場需求是非常大；是以，本發明所提供自天然藥材中
所萃取之非多醣體組合物係十分有利開發為健康食品，行銷到
各地。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食品製造業

石斛多酚於保肝、治療／預防糖尿病之用途
Method for treating obesity

金線連發酵產物及其製造方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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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487532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揭一種非多醣體組合物，對於過敏性疾病係具有正向免疫調控之功效。而該非多醣體組
合物係萃取自一石斛屬植物，其中，萃取方法係為先取將一石斛屬植物浸泡於一醇類中，再分別
以不同極性之溶劑萃取而得之。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發明所提供之非多醣體組合物乃係萃
取於石斛屬植物，而石斛屬植物係屬於
珍貴藥用植物之一環，並為中華民國衛
生署所認可之可供食品使用之中藥材；
再 者 ， 肝 病 以 被 列 為 世 界 1 0 大 死 因 之
一，並且許多國家肝病人數每年都大幅
上 升 ， 保 肝 健 康 食 品 市 場 需 求 是 非 常
大；是以，本發明所提供自天然藥材中
所萃取之非多醣體組合物係十分有利開
發為健康食品，行銷到各地。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食品製造業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1)牛樟芝為近年熱門之健康食品，與其相關之產品亦隨之增加，廠商   
　 無一不再尋找能夠大量產製以及降低成本之培養方法，因此，透過
　 本發明所揭方法，能夠提高牛樟芝其內有效成份之含量，降低廠商
　 製造相關產品之成本。
(2)食藥用菇類固態與液態培養技術開發。

延伸相關技術開發

(1)食藥用菇類多醣體原料量產技術，種類包括: 靈芝、樟芝、雲芝、白樺茸等。
(2)菇類子實體多醣萃取與分離純化技術，將食用菇類子實體收成後下腳副產物加入溶劑均質處
　　　 理後，經過萃取與分離步驟，得到純化多醣，將食用菇類收成後下腳副產物高值化再利用。

中華民國證書號：I 543706　　　日本證書號：特許第5814322號　　 美國證書號：US 09,458,421B2
馬來西亞證書號：MY167124A　 中國大陸證書號：CN104412830B　韓國證書號：KR102125346B1

牛樟芝之培養方法一種非多醣體組合物及其用途與其
自石斛屬植物萃取之方法

信　　箱：cchsieh@thu.edu.tw
專長領域：微生物學、免疫學、中醫藥健康食品開發、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發明人代表 教授畜產系 謝 長 奇

信　　箱：fcyang@thu.edu.tw
專長領域：生化工程、生物技術、食品工程、固態與液態食藥用菇類機能性成分生產技術與製程開發

發明人代表 教授化材系 楊 芳 鏘

第二圖

黃花石斛(粉狀莖部)
加入甲醇
以正己烷，乙酸乙酯
三氯甲烷，水萃取

正己烷層 剩餘物

乙酸乙酯 剩餘物

三氯甲烷層 剩餘物

水層 剩餘物

第一圖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揭牛樟芝之培養方法，主要透過光照波長改變，而使所培養出之牛樟芝內活性成份含量與種
類量增加，並再藉由調整如培養基含水量、培養基之組成成份及其比例、培養溫度等環境因子，更得
有助於提高牛樟芝內活性成份之含量與種類。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機能性健康食品、皮膚美白保養品原料、醫用傷口照護敷料

第一圖 第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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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522110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之主要目的在於揭露新穎抗菌胜肽，其中，該新穎抗菌胜肽係具有良好抑制微生物生長之
能力、對於人體具有低副作用以及降低微生物產生抗藥性等優點，因此，本發明所揭新穎抗菌胜
肽係能作為抗菌醫藥組合物之有效成份，或是作為抗菌組合物之活性成份。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發明所揭之經修飾之合成胜肽係得作為抗菌醫藥組合物之有效成份，而應用於生醫製藥產業。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生物技術產業

萃取番石榴葉多酚之方法

信　　箱：fdlung@thu.edu.tw
專長領域：抗癌藥物之設計、合成及生物活性分析，生醫檢測方法之開發，
　　　　　　　　骨質疏鬆症檢測方法之開發

發明人代表 教授化學系 龍 鳳 娣

第一圖 第二圖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生物技術產業、食品製造業 

中華民國證書號：I 528966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1)調節血糖關鍵原料生產
(2)保健/健康食品開發：未來可依據使用者需
　　　　　求開發製成不同型態，如錠劑、粉末等，
　　　　　並且可以搭配其他有效成份，而應用於保
　　　　　健/健康食品。
(3)輔助糖尿病患治療之膳食補充劑開發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揭萃取番石榴葉多酚之方法，其係將番石榴葉加入重量為番石榴葉重量8.6~15.4倍之水中，
於萃取溫度43.2~76.8℃下，以超音波進行萃取，萃取時間至少為3.3分鐘，而後取得一萃取液。藉由
本發明所揭萃取番石榴葉多酚之方法係能於最短時間內自番石榴葉中獲得含有高機能性成份之萃取
物，用以達到降低製造成本、節能減碳、提昇萃取物內機能性成份之含量等功效。

第三圖

新穎抗菌胜　及其用途

信　　箱：wdc@thu.edu.tw
專長領域：機能性胜肽生產技術、植物化學物質生產技術

發明人代表 教授食科系 江 文 德

抑制(A) α-澱粉酶和(B) α-葡萄糖苷酶50_活性的劑量
僅分別為糖尿病用藥Acarbose的0.53倍和0.0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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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531373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揭一種單離之胜肽，其胺基酸序列係編碼為SEQ ID No.1。該單離之胜肽係能夠抑制與
心臟肥大路徑相關之訊息傳遞蛋白表現、抑制與心肌細胞凋亡相關蛋白之表現、抑制心臟纖維化
相關蛋白之表現，而具有避免引發如心肌細胞凋亡、心臟纖維化、心臟肥大、心臟發炎或其他心
臟病變之功效。據此，本發明所揭胜肽係能作為醫藥組合物之活性成份，達到預防或治療心血管
疾病之功效。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1)調節內臟脂肪關鍵原料生產
(2)保健/健康食品開發：未來可依據使用者需求開發製成不同型態，如錠劑、粉末等，並且可以搭配
　　其他有效成份，而應用於保健/健康食品。
(3)輔助心臟肥大病患治療之膳食補充劑開發

第一圖

第二圖

第三圖

信　　箱：wdc@thu.edu.tw
專長領域：機能性胜肽生產技術、植物化學物質生產技術

發明人代表 教授食科系 江 文 德

中華民國證書號：I 538920
美國證書號：US 10,100,086 B2、US 09,802,982 B2

信　　箱：fdlung@thu.edu.tw
專長領域：抗癌藥物之設計、合成及生物活性分析，生醫檢測方法之開發，
　　　　　　　　骨質疏鬆症檢測方法之開發

發明人代表 教授化學系 龍 鳳 娣

代餐包膳食補充劑開發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生物技術
產業食品製造業
製藥工業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 發 明 所 揭 胜 肽 不 僅 能 夠 提 高 抗 菌
活 性 ， 減 少 使 用 劑 量 ， 並 且 ， 其 溶
血 性 較 低 而 能 夠 提 高 對 於 人 體 之 安
全 性 ， 具 有 開 發 成 為 人 體 可 用 之 抗
菌 產 品 的 高 度 潛 力 ， 將 有 利 於 增 加
生 物 醫 藥 或 是 居 家 生 活 用 品 廠 商 之
技轉意願。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化學製品製造業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係揭露一種新穎胜肽，其中，該新穎胜肽係具有良好抑制微生物生長之能力、對於人體具有低
副作用以及降低微生物產生抗藥性等優點，因此，本發明所揭新穎胜肽係能作為抗菌醫藥組合物之有
效成份，或是作為抗菌組合物之活性成份。

新穎胜　及其抗菌用途將胜　用於製備預防或治療心臟相關疾病之
藥物組合物之用途及含有該胜　之營養補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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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543764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係揭露一種植物乳桿菌合併至少一醣類用於製造調控脂質代謝之組合物之用途。藉由投予
有效量之上述組合物至一個體，其係能抑制該個體體內脂肪細胞生長及/或脂肪細胞累積之情況，
進而達到預防或治療與脂肪代謝異常相關病症之功效。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發明所皆技術特徵能夠與健康食品相關產業
結合，將產品大量放大生產，訴諸脂肪代謝相
關病症的預防。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生物技術產業
食品製造業

第一圖

第二圖 第三圖

第一圖

信　　箱：chichang31@thu.edu.tw
專長領域：生物人工肝臟、生物檢測晶片、生醫材料、拉曼光譜、細胞組織工程

發明人代表 教授化材系 林 其 昌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多流道功能裝置可供各式樣中大型細胞團塊
或組織培養，可進行生物材料支架、細胞或組
織再生、藥物篩選、癌症細胞遷移、血管新生
或再生、骨組織或實質細胞組織如肝臟或腎臟
等生物醫學及組織工程研究與產品開發。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生物技術產業

中華民國證書號：I 563083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裝置透過軸向多管道設計可實現仿生物組織血
管功能，提供體外組織工程支架培養時所需之養
份、代謝物、氣體等之傳輸交換。內部可裝填不
同尺度、型態及結構之多孔隙材料，並可依研究
或培養需求自行施加不同性質流體灌流。

含有植物乳桿菌之組合物用於調控
脂質代謝之用途

多供應流之生物反應器及組織培養
之方法

信　　箱：cchsieh@thu.edu.tw
專長領域：微生物學、免疫學、中醫藥健康食品開發、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發明人代表 教授畜產系 謝 長 奇

第二圖

第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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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562769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具有調控雙腔式結構腔體，腔式隔板間可置入不同型態之
組織工程支架或薄膜材料，腔室兩側空間內徑變化係相
反，能使礦化進行時之兩側溶液濃度形成擴散梯度。

腔式隔板側邊裝有磁體，可由外部進行非接觸自由調整角度。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具有濃度梯度的表面加工技術能直接提供漸進式變化表面，
可減少間隔濃度可能之疏漏。可應於醫葯開發如有效濃度與
劑量、細胞工程之材料表面接枝或覆物物質濃度或柔軟度、
礦物顆粒對細胞及材料力學性、抗菌濃度測試等。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生物技術產業、化學製品製造業

技術圖片1 技術圖片2

信　　箱：chichang31@thu.edu.tw
專長領域：生物人工肝臟、生物檢測晶片、生醫材料、拉曼光譜、細胞組織工程

發明人代表 教授化材系 林 其 昌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1)可以人工方式量產冬蟲夏草，將有利於保健食品的開發。
(2)食藥用菇類固態與液態培養技術開發。

中華民國證書號：I 580780　　　　日本證書號：特許第6113808號
美國證書號：US 10,356,988 B2　　中國大陸證書號：ZL201510426658.3

礦化支架之製造方法及其裝置 冬蟲夏草之培養方法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為一種冬蟲夏草之培養方法，其接一種菌接種於一培養基中，於一培養環境下進行暗室培養
後，再進行至少4週之光照培養。透過本發明所揭冬蟲夏草之培養方法，能使所培養出之冬蟲夏草具
有較佳之生長效率，並且其所含有之活性成份之組成及其含量相似於野生冬蟲夏草。

延伸相關技術開發

設計開發新型強制通氣固態發酵反應器及其在食藥用菇菌絲體生產應用。技術概念是設計多層盤式
堆疊組成反應器，加濕無菌空氣由底層通入，縮短固態發酵時程，提高生理活性成分（如：多醣
體、三萜類、猴頭素、麥角固醇）。種類包括：靈芝、樟芝、猴頭菇、雲芝、白樺茸等。

信　　箱：fcyang@thu.edu.tw
專長領域：生化工程、生物技術、食品工程、固態與液態食藥用菇類機能性成分生產技術與製程開發

發明人代表 教授化材系 楊 芳 鏘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機能性健康食品、皮膚美白保養品原料、固體原料或食品加工副產物（如豆渣）高質化再利用。

不同氮源不同容器
進行冬蟲夏草固態培養

保鮮盒 試　管

氮源
Peptone

氮源
YE

氮源
蠶蛹粉

氮源
Peptone

氮源
YE

氮源
蠶蛹粉

利用光照進行冬蟲夏草固態培養

以試管放大培養(樣品瓶)
進行光照試驗

以最佳化培養基測
試固定培養週數光
照週數的影響

以最佳化培養基測試
測試最佳光照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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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639699　美國證書號：US 09,797,838 B2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係揭露一種篩選融合細胞之方法，其係透過外源
標記之表現，例如螢光標記，以及細胞尺寸大小，以分
離出融合成功之融合細胞，能夠節省以如HAT篩選培養
基進行篩選培養之時間，據以有效地縮短製備單株細胞
之時程。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株抗體已成為市占數百億以上之商品，而此一龐大市場
除透過快速取得有效抗體，始能創造出無限商機。因
此，本發明之技術係能夠技轉予現有單株抗體研發製造
廠商，包含製造診斷或醫療相關商品之公司，或是透過
研發人員提供後端篩選抗體之服務，使該等公司能夠將
篩選業務轉由申請人進行。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生物技術產業

第二圖 第三圖

第一圖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發明之主要目的乃係在提供一種靜脈輸液之容器，為改進習知
技術未能最大限度地免除靜脈輸液對受助者活動之影響。

中華民國證書號：I 604864

篩選融合細胞之方法 靜脈輸液之容器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提供靜脈輸液之容器者，係使容器具有可供人體穿戴之開放穿戴空間，據以使該靜脈輸液之
容器得逕以該穿戴空間供受靜脈連續注射之受注射者穿戴於頸肩部位上，據以使受注射者得以自由離
床活動，而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於活動自由之阻礙。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
橡膠製品製造業

信　　箱：chlo@thu.edu.tw
專長領域：認知性設計之相關研究、產品開發與設計整合之相關性研究、
　　　　　　　　產品美學量測之相關研究、介面設計與使用性評估

發明人代表 教授工設系 羅 際 鋐

信　　箱：cchsieh@thu.edu.tw
專長領域：微生物學、免疫學、中醫藥健康食品開發、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發明人代表 教授畜產系 謝 長 奇

第一圖

第二圖

第三圖

第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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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622398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揭山粉圓發酵產物之製備方法係得將已使用過之山粉圓山粉圓發酵產物藥渣再次利用，以之
作為原料進行發酵反應，獲得山粉圓發酵產物，達到降低產製成本、節能減碳之功效。而透過上述
方法所得之山粉圓發酵產物係具有抑制前脂肪細胞增生及分化之能力，並且，透過動物實驗之結果
顯示，本發明所揭之山粉圓發酵產物係對於高糖飲食所引起之脂肪肝、脂肪組織堆積、三酸甘油
脂、膽固醇及肝炎皆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據此，本發明所揭山粉圓發酵產物係具有預防或治療生
物體之肥胖、高血脂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脂肪肝等與肥胖相關疾病之功效。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未來可供健康食品產業或是生醫製藥產業將本發明所揭技術特徵應用於開發治療/預防肥胖或是代謝症
候群之醫藥組合物或健康食品。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
生物技術產業
食品製造業

第一圖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能夠應用於保健食品及醫藥組合物產業。

中華民國證書號：I 604864

山粉圓發酵產物之用途及其製備
方法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係在於提供一種胜肽，其胺基酸序列編碼係包含SEQ ID No.1。藉由投予含有有效量之該胜
肽之組合物至一個體，能夠改善或/及預防肝臟相關疾病，例如脂肪肝、肝臟纖維化、肝臟損傷等。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生物技術產業、食品製造業

信　　箱：040770@thu.edu.tw
專長領域：保健營養、機能性食品科學、運動營養、餐旅管理

發明人代表 教授餐旅系 林 万 登

信　　箱：cchsieh@thu.edu.tw
專長領域：微生物學、免疫學、中醫藥健康食品開發、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發明人代表 教授畜產系 謝 長 奇

第二圖

第一圖(A)

第一圖(B) 第一圖(C)
第三圖 第四圖

胜　組合物及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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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627275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揭之細胞移行晶片係搭配一預定濃度之細胞誘導物，包含有一載體及至少一細胞移行組，
其中，該細胞移行組係設於該載體上，具有一起始部，其內係塗布一貼附因子，用以供細胞貼附於
其內而作為該細胞進行移行之起點，至少一直線跑道，具有一預定寬度，以一端連通該起始部而向
外延伸一預定長度，並且其內塗部該細胞誘引物。此外，該細胞移行組更包含有一刻度尺，設於該
跑道旁，用以便於觀察細胞於該跑道內移行之距離。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由於製造方式簡單，可直接透過奈米噴墨印刷術將通道印於如玻片等載體上，因此，得大幅減少產品
化之門檻，並且增加與廠商合作開發之機會。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生物技術產業、化學材料製造業

第一圖

第一圖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可應用在菇類產業之推廣及做為生物技術或醫藥產
業開發保健食品或天然藥物之原料來源。

中華民國證書號：I 646965

細胞移行之檢測方法、細胞移行
晶片及其製備方法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係揭露杏鮑菇之第二用途，其係指杏鮑菇用
於製備治療及/或預防與磷酸化τ-蛋白含量增加相關
疾病、與腦損傷相關疾病之組合物之用途。據此，
藉由投予含有一有效量之杏鮑菇之組合物至一個
體，尤其是腦中磷酸化τ-蛋白含量過高或是腦損傷
之個體，係能達到有效改善該個體腦部損傷、記憶
力及學習能力衰退之病徵。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生物技術產業、食品製造業

信　　箱：liarng200@thu.edu.tw
專長領域：食藥用菇、培養固態發酵技術、食品分析

發明人代表 教授食科系 梁 志 弘

信　　箱：wtchao@thu.edu.tw
專長領域：細胞生物學、癌症生物學、組織學、生物產業講堂、醫藥化學綜論

發明人代表 教授生科系 趙 偉 廷

第二圖 第三圖

第四圖 第五圖 第六圖

第二圖 第三圖

杏鮑菇用於治療或預防失智症及
其病徵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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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627184、美國證書證書號：US 10,379,123 B2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係揭露一種THLW胜肽，其胺基酸序列係為SEQ ID No.1。
該THLW胜肽係能作為與HPV病毒感染相關疾病之生物標幟物，
如口腔癌、子宮頸癌等，因此，藉由將該THLW胜肽作為抗原或製
備出一抗THLW胜肽之抗體，可用以檢測樣本提供者之罹癌風險。

片螺素及其衍生物之製造方法

信　　箱：fdlung@thu.edu.tw
專長領域：抗癌藥物之設計、合成及生物活性分析，生醫檢測方法之開發，
　　　　　　　　骨質疏鬆症檢測方法之開發

發明人代表 教授化學系 龍 鳳 娣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產業可利用本發明方法，快速取得片螺素D及
其衍生物，進行後續生物活性及其他毒性藥理
測試，縮短藥物通過審核及上市時程，並降低
未來藥物製備成本。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

中華民國證書號：I 674265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係揭露一種片螺素及其衍生物之製造方法，其係能夠大幅縮短合成片螺素及其衍生物之路徑，
並能夠提昇片螺素及其衍生物之產率，以達到增加片螺素或其衍生物被醫藥產業利用之用途。

信　　箱：yang@thu.edu.tw
專長領域：有機合成、生物有機化學、有機材料

發明人代表 教授化學系 楊 定 亞

Peptide, antibody thereof, and method of assessing risk of oral cancer by
using peptide

第二圖 第三圖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目前臨床診斷上係欠缺一種可以快速且準確地檢測口腔癌之方法，導致罹患口腔癌之患者無法於罹癌
初期被診斷出來，喪失早期治療之機會，換言之，大多數患者確診時皆處於末期階段，以至於治療效
果有限。而本發明所揭口腔癌之檢測方法係透過設計出之胜肽作為抗原，製備多株抗體，再以該多株
抗體於體外進行檢測。由此可知，本發明所揭方法得與生物醫藥、生醫檢測、藥物開發研究等廠商合
作，具有極大商業潛力及發展之可能性。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生物技術產業

第一圖

新穎胜　、其抗體及以其評估口腔癌風險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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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685350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為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 drug conjugates, ADC)，系將抗體與小分子激酶抑制劑結
合作為新一代的雙標靶藥物。抗體與抑制劑分別針對個別目標為雙標靶的特徵。本發明針對癌細
胞使用，能有效抑制其生長。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發明為標靶抗體新藥，未來將運用在癌症臨
床治療。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生物技術產業

第二圖

第一圖

第三圖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能夠應用於保健食品及醫藥組合物產業。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生物技術產業、食品製造業

中華民國證書號：I 680139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揭胜肽係具有改善高血糖所造成之細胞壞
死、細胞凋亡或/及細胞肥大之能力，並且，能夠恢
復因糖尿病所引發之胰島細胞的增生能力，因此，
藉由投予一有效量之本發明所揭胜肽至一罹患糖尿
病或高血糖症之患者，係能夠有效地達到治療糖尿
病或其併發症之功效，其中，糖尿病併發症係包含
有糖尿病心臟病、糖尿病血管病變、糖尿病肝臟病
變、糖尿病腎病、胰島壞死等。

抗體－藥物共軛體、醫藥組成物及
其用途

信　　箱：wtchao@thu.edu.tw
專長領域：細胞生物學、癌症生物學、組織學、生物產業講堂、醫藥化學綜論

發明人代表 教授生科系 趙 偉 廷

信　　箱：040770@thu.edu.tw
專長領域：保健營養、機能性食品科學、運動營養、餐旅管理

發明人代表 教授餐旅系 林 万 登

第一圖

第二圖

第三圖 第四圖

短胜　、及其組合誤用於治療／預防
糖尿病及與之相關疾病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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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694835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係揭露提供一種短胜肽用於治療/預防
高血壓及其相關疾病之用途，意即藉由投予
有效量之短胜肽或含有該短胜肽之組合物至
一罹患高血壓之個體，係能夠使該個體之血
壓恢復至正常血壓範圍內，或是調控該個體
血壓，使之血壓下降，以達到治療或預防高
血壓及其相關疾病之功效。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能夠應用於保健食品及醫藥組合物產業。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製藥工業、生物技術產業、
食品製造業

短胜　用於治療/預防高血壓及其
相關疾病之用途

信　　箱：040770@thu.edu.tw
專長領域：保健營養、機能性食品科學、運動營養、餐旅管理

發明人代表 教授餐旅系 林 万 登

第一圖

第二圖

第三圖 第四圖

飛機著陸導引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證書號：I 579811

信　　箱：tslim@thu.edu.tw
專長領域：單分子螢光光譜、‧雷射動力學、生物物理

發明人代表 教授應物系 林 宗 欣

第一圖

第二圖

以一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將飛機A導引至跑道R上方附近

透過裝置於飛機A上之一紅外光偵測系統104偵測光學圖像103

透過設置於飛機A之一圖像辨識分析系統105
辨識並分析光學圖像103包含之信息後，輸出一回饋信息

飛機A根據回饋信息調整飛機A的飛行方向至最佳著陸路線P

令紅外雷射光束101a通過光學圖像產生裝置102後，沿一最佳著陸路線P產生一包容方位
及距離信息的光學圖像103

透過一設置於跑道R上最佳著陸點S附近之紅外雷射源101，朝一光學圖像產生裝置102
發射一具一特定波段，一低發散角一特定偏振方向之紅外雷射光束101a

S201

S202

S203

S204

S205

S206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發明可使用在各大小型機場，作為在惡劣天候下的著
陸導引輔助系統，或者甚至完全取代原有的著陸輔助系
統，作為主要的著陸引導系統。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運輸工具產業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提供一種導引一飛機安全降落於一跑道的飛機著
陸導引系統，包含一紅外雷射光源、一光學圖像產生裝
置、一紅外光偵測系統以及一圖像辨識分析系統。紅外
雷射光源朝一最佳著陸路線發射具有一特定波段及一低
發散角之一具特定偏振的紅外雷射光束。紅外雷射光束
通過光學圖像產生裝置後，於空間中產生具有定向輻射
的一光學圖像，光學圖像朝著最佳著陸路線方向投射。
紅外光偵測系統配置於飛機上，用以偵測光學圖像。圖像
辨識分析系統配置於飛機上，用以辨識及分析光學圖
像，並輸出一回饋信息用以導引飛機安全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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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584113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智慧節能控制系統，包含至少一智慧插座裝置、一使用介面裝置及一學習控制
裝置。使用介面裝置提供使用者對智慧插座裝置下達一指令，而學習控制裝置係用以接收、分析
並學習智慧插座裝置之用電資訊，建立一規則表單以控制智慧插座裝置，而達到減少待機電源耗
損之目的。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創作的節能控制系統只需要電器插
上 智 慧 型 插 座 即 可 與 之 作 溝 通 並 控
制，使用者不用變更電器種類或使用
習慣，針對較舊或是成本不高的電器
應用性會大的多，使用者不需要再花
費大量成本購入智慧型家電。

三維物體列印裝置之曲面積層機構

中華民國證書號：I 616318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1. 教育面：
近年突破傳統框架之教育產品風行，科普教具/玩具也漸漸有其市場地位，此一技術能結 合其研究時
期產出之Z Machine 機械技術，將其設計成為教具/玩具，其包含機械、數學、幾何、與藝術等多個
面向的結合，會是一個極有亮點的產品。

2. 服務商品：
近年手做/學習型的服務性商品蓬勃發展，像是城市裡的自己做烘焙教室、觀光景點的木作坊，都提
供消費者體驗，並且能夠將其作品帶回家的服務，以此吸引各種團體、情侶或家庭參與。因此利用Z 
Machine的機械技術，可將其開發為一套服物商品，以Z Machine列印精緻的鏤空的精緻巧克力，
並使參與者能自行設定圖形，調換齒輪創作，並且最終將作品帶走，可以成為一個極具心引力和話
題性的服務商品。

3. 工業：
因此技術圖頗以往三維列印的限制，能夠
增加特定物品之列印品質，並降低時間
和原料成本的浪費。目前雖尚無此需
求，但未來三維列印和產業結合越深
時，必然會開始有此需求，並且會與機
械手臂結合，應用面將會十分廣泛。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機械設備製造
食品製造業
非金屬製品製造業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提供三維列印裝置之曲面積層機構者乃係令用以輸出列印原料以進行積層之一積層件，
沿一工作曲面之弧度為鐘擺擺動之非直線往復位移，並使位於該積層件一端上之列印端，在該積
層件擺動之同時，保持與該工作曲面間之等間隙，俾得以將列印原料經由該列印端輸出而積層於
該工作曲面上。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積體電路、產業電腦及週邊產業、通
訊產業 第一圖

第一圖

第二圖

智慧插座 介面裝置及控制裝置

信　　箱：kltsai@thu.edu.tw
專長領域：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計算機結構、低功率
　　　　　　電路設計、網路與資訊安全、物聯網

發明人代表 教授電機系 蔡 坤 霖

智慧節能控制系統

信　　箱：chlo@thu.edu.tw
專長領域：認知性設計之相關研究、產品開發與設計整合之相關性研究、
　　　　　　　　產品美學量測之相關研究、介面設計與使用性評估

發明人代表 教授工設系 羅 際 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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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圖 第二圖

第三圖 第四圖

球型輪胎及其驅動系統

中華民國證書號：I 645989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係一輪殼具有一容置空間，以及該輪殼表面具有一開口相通該容置空間；一球型輪胎內
部配置一永久磁鐵，該球型輪胎安裝在該輪殼的該容置空間，且該球型輪胎的部分表面露出該
開口；複數驅動線圈係配置在該輪殼且相對該球型輪胎的該永久磁鐵，各該驅動線圈的配置角
度相異；以及一電力裝置係用以電性連接各該驅動線圈，使該驅動線圈產生磁力作用該永久磁
鐵。各該驅動線圈作用於該永久磁鐵的作用力，可為驅動該永久磁鐵及該球型輪胎的驅動力，
且該驅動力可以讓該球型輪胎進行滾動、加速、減速，以及改變方向，藉此達到結構精簡及操
作簡便的功效。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輪胎的技術領域，特別是指一種球型輪胎及其驅動系統。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積體電路產業、運輸工具產業、
機械設備製造

球型輪胎及其驅動系統

信　　箱：kltsai@thu.edu.tw
專長領域：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計算機結構、低功率
　　　　　　電路設計、網路與資訊安全、物聯網

發明人代表 教授電機系 蔡 坤 霖

信　　箱：fsschien@thu.edu.tw
專長領域：奈米材料之特性與應用、光電元件之阻抗特性分析

發明人代表 教授應物系 簡 世 森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現有半導體元件結構複雜，缺乏有效分析各層介面特性之方法本發明將可提供半導體廠商(如太陽
能、LED)分析其產品中各重要介面之特性，作為調整製程條件之參考，提高良率。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積體電路產業、光電產業、電子產業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發明所提供多重介面之半導體元件的分析方法，主要之技術特徵係在於透過電模數(electric mod-
ulus, M)頻譜，以判別元件中各別介面之電阻、電容或電感值，而能避免習知分析方法無法判別各別
介面之情況發生。

中華民國證書號：I 649959

多重介面之半導體元件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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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書號：I 513980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1)纖維孔徑和擴散條件可使液體從纖維中滲出。
(2)纖維頂部可形成各式生物性材料薄層，提供細胞或微生物在微通道表面附著和生長。
(3)可分不同纖維模組以配合各種化學藥品、生物物質或濃度分析。
(4)可連續觀察細胞和微生物生長、遷移和凋亡。

產業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這種基於中空纖維的微通道設備可用於生物樣品連續培養與觀察，化學和生物物質研究（胜肽與
生長因子）、毒性測試（藥物，化學藥品），並能進行的濃度梯度變化，方便且快速有效支持目
標物質劑量的快速篩選及劑量測試。

圖片1、可供藥物快篩與劑量使用之中空纖維微流道模

組裝置設計府試圖(A)與側視圖(B)

Figure 1 Top view (A) and front view (B) of designed 

hollow fiber-based microfluidic device

圖片2、中空纖維微流道模組裝置在(A)不同藥物連續式篩選

測試之通道流動及藥物擴散情形，以及(B)為進行濃度梯度操

作測試不同藥物影響劑量示意

Figure 2, Schematic of invention device. (A) Operation of 

different fluidic within hollow fiber micro-channels; (B) 

Performed concentration gradient for cell migration 

study. Best concentration range can be in situ find and 

cell migration behaviors can be monitoring continuously.

適用產業別　Applicable industries

生物技術產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

微流道平台

信　　箱：chichang31@thu.edu.tw
專長領域：生物人工肝臟、生物檢測晶片、生醫材料、拉曼光譜、細胞組織工程

發明人代表 教授化材系 林 其 昌

技術圖片2

東海大學可授權專利/技術名稱

中華民國 I385587
美國 US08009583B2

安全的手機通訊雙向認證設備及方法 中華民國 I372551

具有警示燈之雨傘 中華民國 M454750
花器 中華民國 D155751
太陽能植物生長照射燈 中華民國 M460981
促脂解大豆胜肽之最適水解條件、序列及
其應用

中華民國 I407915

中華民國 M468890
德國 2.02013E+11
日本 3188254
中國 CN203563391U

安全警示搖擺設備 中華民國 M465952
植栽盆結構 中華民國 M466486

中華民國 I466816
美國 US8,617,967 B2

具有掌壓按摩與電子錢包之拐杖 中華民國 M468944

分享壺 中華民國 D159954
許願存錢筒 中華民國 D160179

離子濃度分析設備及阻抗量測裝置 中華民國 M478819

美國 US08745621B2
中華民國 I456501

合成四氫呋喃之方法 中華民國 I441816
中華民國 I608986

美國 US09142410B2
襪子收納筒 中華民國 D162003
鳥造形盤 中華民國 D162447

以鋯鋁觸媒製備乳酸酯之方法 中華民國 I450886

中華民國 I456502
美國 US08990805B2

水壺蓋結構改良 中華民國 M492299
杯子 中華民國 D164437

應用於分解有機酸的白地霉分離株 中華民國 I470078

中華民國 I473616
日本 JP5845240
美國 US034397B2

中華民國 I580421
水龍頭 中華民國 D168178

金線連發酵產物及其製造方法、用途

石斛多酚於保肝、治療/預防糖尿病之用途

虛擬機叢集之綠能管理方法

半導體奈米層狀結構及其製作方法

虛擬機叢集之動態資源分配方法

進階預測遞迴式調整協同配置法

可授權專利 / 技術名稱序號 國別 公告號

用以供培養牛樟芝之易採收培養裝置

2

3
4
5

6

8
9

11

12
13

14

16

18
19

20

22
23

24

27

25

26

15

17

21

1

7

10 筆直直立奈米線陣列結構及其製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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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授權專利 / 技術名稱序號 國別 公告號

28
一種非多醣體組合物及其用途與其自石斛
屬植物萃取之方法

中華民國 I487532

中華民國 I543706
日本 JP5814322
中國 CN104412830B
美國 US09458421B2
韓國 KR102125346B1

30 微流道平台 中華民國 I513980
31 新穎嗜甲烷菌及其用途 中華民國 I513817

32 元寶草發酵產物及其用途及旗製備方法 中華民國 I517856

中華民國 I522110

美國
US9802982B2、
US10100086B2

34 萃取番石榴葉多酚之方法 中華民國 I528966

35
將胜肽用於製備預防或治療心臟相關疾病
之醫藥組合物之用途及含有該胜肽之營養
補充品

中華民國 I531373

36 頸枕式點滴裝置 中華民國 M523460

37 便於使用內部容納空間之餐盤 中華民國 M523374

38 新穎胜肽及其抗菌用途 中華民國 I538920
39 輸液容器之部分 中華民國 D177037

40
含有植物乳桿菌之組合物用於調控脂質代
謝之用途

中華民國 I543764

41 製備四氫呋喃之方法 中華民國 I548625
42 生物晶片 中國 ZL201630270367.5

43 多供應流之生物反應器及組織培養之方法 中華民國 I563083

44 礦化支架之製造方法及其裝置 中華民國 I562769

45 生物晶片之部分 中華民國 D180477
中華民國 I580780

日本 JP6113808
美國 US10356988B2

47 飛機著陸導引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 I579811
48 智慧節能控制系統 中華民國 I584113

中華民國 M542395
中國 CN206371769U

50 二氧化碳捕獲系統 中華民國 I590862
51 合成乳酸酯之方法 中華民國 I594977

33 新穎抗菌胜肽及其用途

46 冬蟲夏草之培養方法

49 組合式櫃架

29 牛樟芝之培養方法

中華民國 I639699
美國 US09797838B2

53 靜脈輸液之容器 中華民國 I604864
54 園藝敲擊器 中華民國 M551407
55 可折式便攜植栽盆 中華民國 M551408
56 充氣枕燈具 中華民國 M554967

57 分散式智慧電網之集中防護方法及其系統 中華民國 I615004

58 三維物體列印裝置之曲面積層機構 中華民國 I616318

59 山粉圓發酵產物之用途及其製備方法 中華民國 I622398

60 胜肽組合物及其用途 中華民國 I624477

中華民國 I626621

美國 US10002425B5

62
細胞移行之檢測方法、細胞移行晶片及其
製備方法

中華民國 I627275

63 球型輪胎及其驅動系統 中華民國 I645989

64
杏鮑菇用於治療或預防失智症及其病徵之
用途

中華民國 I646965

65 多重介面之半導體元件的分析方法 中華民國 I649959

66
以大眾運輸及固定路徑導向為基礎之智慧
型微行動廣告推薦系統及以之即時調整廣
告資訊之方法

中華民國 I653592

中華民國 I 627184
美國 US10379123B2

68 片螺素及其衍生物之製造方法 中華民國 I674265

69
短胜肽、及其組合物用於治療/預防糖尿病
及與之相關疾病之用途

中華民國 I680139

70 抗體-藥物共軛體、醫藥組成物及其用途 中華民國 I685350

71 處理焚化飛灰及其他廢物之方法 中華民國 I689687

72 防猴垃圾桶 中華民國 M593997

73 以圖像呈現搜集目標群體資料系統 中華民國 M595815

74
短胜肽用於治療/預防高血壓及其相關疾病
之用途

中華民國 I694835

75 空氣濾淨系統 中華民國 I709717

52 篩選融合細胞之方法

61
以高動態範圍臨界值切割單一神經元影像
的方法及其電腦可讀儲存媒體

67
新穎胜肽、其抗體及以其評估口腔癌風險
之方法

可授權專利 / 技術名稱序號 國別 公告號

東海大學可授權專利/技術名稱東海大學可授權專利/技術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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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智慧移動式水質感測技術 重度級急救醫院網絡空床數預測系統

技術發明人 ：資工系楊朝棟終身特聘教授、電機系苗新元副教授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技術整合即時的AIOT技術進行東海湖的智慧水質監控。

除外購的水質感測器與智慧載具外，結合了自行開發的智慧

邊緣運算節點做水質參數的擷取與前運算後，再加上人工智

慧監控網站的即時專家數據運算，以即時監控及確保水質穩

定。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1. 　LoRa提高接收機的靈敏度，而提高鏈路效率，也就不需

　要很高的發射功率了。

2. 　LoRa接收端靈敏度歸功於直接序列擴頻技術。LoRa採用

　了高擴頻因子，從而獲得了較高的信號增益。

3. 　LoRa應用前向糾錯編碼技術，在傳輸信息中加入冗餘，

　有效抵抗多徑衰落。雖犧牲了一些傳輸效率，但有效提高

　傳輸可靠性。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LoRa應用十分廣泛，其遠距離傳輸、低頻、低功耗等特

點，大大降低物聯網資料傳輸的使用與維護成本，適用如遠

距監控、智慧建築、智慧消防、智慧農業、物流追蹤等。

教師系所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生化工程、微藻科技、
環境生物技術、應用微生物

聯絡信箱 
changjs＠thu.edu.tw

主  持  人 張 嘉 修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重度級急救醫院網絡空床數預測系統考慮系統動態流程觀

念，以快速地即時反應網絡內各醫院之病患相互轉院影響之

動態病床使用資訊，網絡醫院病床預測資訊亦考慮時間概

念，可提高病患到院後確切有病床的精準度及存活率。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將現行衛福部要求各大醫院每20分鐘登錄等候病床人數在網

頁上(Open data)，我們將其錯誤Open Data以二階天蠶變

進化成更有價值及正確資訊，將「等候人數」重新拆解及重

組成新參數→病患到院時間間隔&治療時間，再將新參數導

入醫療網絡系統摸擬模型，產生預測未來時間t的空床數、

到院距離及時間。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2005邱小妹人球及2015八仙樂園粉塵爆炸事件到了醫院才

發現根本沒床，等待及再轉院又耗時費事，曝露出國內緊急

醫療網方面的漏洞，重度級急救醫院網絡空床數預測系統可

提高病患轉院及到院成功率。

教師系所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醫療產業管理、系統模擬、
六個標準差手法、資料包絡法

聯絡信箱 
sjweng＠thu.edu.tw

主  持  人 翁 紹 仁

EHNABF 使用者介面
(http://140.128.135.12/ERFWeb/)

Mobile APP

EHNABF 系統架構

技術發明人 ：工工系翁紹仁教授、弘光科技大學徐永煜副教授、大里仁愛醫院王立敏醫師

巡航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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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運動醫學整合開發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enior sports medicine

教師系所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程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位學程
 
學術專長及研究
物聯網生理儀器開發、
高齡運動醫學開發整合

聯絡信箱 
mhwu@thu.edu.tw

主  持  人 吳 旻 寰

高齡運動線上線下結合物聯網監控課程-與華碩合作提案

2021產學合作計畫
運動完成度心率計算參數解決方案專利申請中/濬禾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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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1. 本計畫提出了一種數據收集、數據儲存、分析和數據可視化的資料湖泊(Data Lake)架構。

2. 採用開放原始碼來建構系統，以降低軟體開發的成本及擁有可根據自身需求進行開發的特性。

3. 透過ApexCharts.js and Chart.js將資料湖泊中的數據做可視化分析結果，本架構可以適用於

　 任何文檔類型資料。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1. 將歷史資料從現有的電能管理系統傳輸到資料湖泊中的Hive處理結構化資料，將串流數據收集

　到資料湖泊中的HBase 處理任何類型資料。

2. 使用資料湖泊將現有儲存系統導入大數據平台，並將數據源從多個來源收集到資料湖泊，並使 

　用Kafka作為訊息佇列來提供數據串流完整性。

3. 運用機器學習(Spark MLlib)，使用時間序列模型(Holt Winters演算法)進行電力預測，提供電 

　力預測模組以做出更好的決策。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1. 運用開源解決方案建置出完整資料湖泊系統。

　2. 提供從數據傳輸、採集、儲存、分析到視覺化完整解決方法。

　3. 可以整合億筆(128-byte)歷史資料於資料湖泊中。

　4. 導入智慧電表資料進入資料湖泊。

　5. 建物用電資料收尋與運算。

　6. 斷電資訊分析以掌握異常。

　7. 應用機器學習於用電預測。

　8. 用電資料視覺化以利觀察。

教師系所
資訊工程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資訊工程、雲端計算
大數據分析、AIoT應用

聯絡信箱 
ctyang@thu.edu.tw

主  持  人 楊 朝 棟

2018獲頒105年科技部工程司
資訊安全實務研發計畫績優團隊獎

獲頒2018傑出資訊人才獎

智慧校園監測系統

2021年國立交通大學資工系傑出系友 科技部產學成果

2012
整合Hadoop與Nutch
搜 尋 引 擎 之 雲 瑞 影 音
服務之設計與實作

2013
於雲端運算環境上具高
可用性檔案儲存系統之
實作

2014
雲端智慧綠能管理與服
務系統之設計與實作

2015
雲端用電資訊分析之巨
量資訊儲存與處理平台
建置

2016
應用雲端技術與巨量資
料分析於建構資料中心
綠能管理平台

2018
資料湖泊系統之研製於
電能資料儲存與分析應
用

2019
於Azure平台實作基於
GPU應用深度學習之物
件辨識與分析系統

2021.04.26

賀！楊朝棟老師獲　
中國工程師學會110年

傑出工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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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引擎數據分析系統商品化開發
計畫－先期研究

感測整合/邊緣運算技術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此計畫將利用AI深度學習的技術進行學習，利用不同的演算

法進行測試，找到最佳的演算，接著將大量的數據放進系統

裡進行儲存、處理與輸出，之後將兩方做結合，生成AI慢性

病醫療看診工具整合系統，主要功能為可將慢性病輸入及做

慢性病的預測。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慢性病患者長期受病症所苦，本計畫透過AI自動學習後，大

量的資料分析可幫助醫生判斷病情，透過系統提供的資料提

早因應，預防病情惡化。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可以分析腎臟病之病程及預測洗腎時間，減少病人治療時

間，提升生活品質。也可以針對患者的危險因子進行監測，

並在超出安全範圍時進行警示和調整處方籤，即時改善問

題。對於病患排定之檢驗項目進行管理，包含排定檢驗項目

及對逾期未檢進行提醒警示。

PMC驗證報告

邊緣運算控制器

執行畫面

登入畫面

教師系所
資訊工程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物件導向、軟體工程、重整工程
軟體維護、軟體代理人

聯絡信箱 
cchu＠thu.edu.tw

主  持  人 朱 正 忠

教師系所
電機工程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奈米級微放電加工、
奈米碳材製造

聯絡信箱 
kenymiao＠thu.edu.tw

主  持  人 苗 新 元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計畫的研發重點則放在程泰GTW系列機台之“重複性固

定製程加工”，製程上智慧化技術應用開發！目標在自行研

發並建立一套引入智慧感測、邊緣運算與深度學習技術的智

慧製造系統，功能集中在加工優化並提高加工效率(包含加

工參數設定程序)及長時間加工下，避免產生精度不良之工件。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國際上在CNC機台上應用邊緣運算及人工智慧系統仍屬待開

發階段，本計畫結合感測整合技術及邊緣運算系統，並透過

公司開發之智慧介面平台(G LINC)，接資料上傳至中華電信

IOT大平台，實現人工智慧系統，即時偵測機台狀況，並隨

時隨地更新AI模型，使機台狀況可即時掌握，提高加工效率。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透過邊緣運算控制器，精準監控主軸及背隙，發生問題即時

提供專業建議，使製造生產效率提高，且可針對每台機台進

行個別監控與數據分析，大幅降低生產人力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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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感測整合技術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使用瑞薩32位元MCU，偵測位移感測器位置，並透過GPIO

連結前端CNC控制器，達到工件夾爪自動化設定，取代公

司現有之解決方案(Arduino+繼電器模組)，解決Arduino

電路板不穩定及過熱等問題。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國際上智慧機械之邊緣運算系統仍屬待開發階段。本計畫除

了整合感測技術外，亦加入邊緣運算系統，使系統反應速度

提高，降低成端PLC動作程序，以往夾爪設定均需人工自動

調校，耗工且費時，人工設定也容易出錯，導致後續製造精

度下降等問題，因此公司極力推自動化設定，大幅降低人為

疏失及製造不良率。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精準的工件夾爪自動化設定，大幅節省CNC機台夾爪設定時

間及出錯機率，此功能公司已定為CNC機台標配功能。

資料庫系統建置會議

資料庫系統頁面

位移感測控制器電路圖

實體電路圖

教師系所
電機工程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奈米級微放電加工、
奈米碳材製造

聯絡信箱 
kenymiao＠thu.edu.tw

主  持  人 苗 新 元

教師系所
資訊管理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資訊管理、電子商務、
資訊決策、網路消費者行為

聯絡信箱 
jackwu＠thu.edu.tw

主  持  人 吳 金 山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建置Gastronomy Journey資料庫的程序分為三階段，包含
資料庫網要設計、實作資料庫、以及觀光行程或店家資料內
容的匯入。階段一的資料庫網要設計又細分成四個執行步
驟：需求確認、繪製實體關係圖、轉成關聯式資料庫關聯表
以及資料庫正規化；而第二階段為實作資料庫，則以第一階
段所完成之資料庫綱要實作至資料庫中；第三階段則為資料
匯入的細部執行步驟含：結構性資料的匯入及半結構性或非
結構性資料的拆解與匯入。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現今，台灣關於台灣美食文化資料庫建置及系統建置資訊相
關稀少，經過本計畫專案之資料庫建置，已建置與設立的美
食文化資料庫綱要，可作為未來持續蒐集台灣美食相關資料
欄位需求之依據。另外在科學實務應用上，能夠讓外國來台
觀光遊客及台灣國人更了解台灣小吃美食文化，同時能夠體
驗台灣民俗及小吃相關文化，讓參與者能夠實地的接觸及體
驗台灣小吃美食歷史、文化、製程等相關流程，讓外國人或
國人更實地的接觸台灣美食。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透過台灣美食文化，整合關於美食相關的人、事、時、地、
物等元素至資料庫中，這些元素如：特色食材和料理、烹飪
技術、台灣場域之美、生產流程體驗、風土人文達人等資
料，此外也整合過往看見台灣基金會的「食在有趣」專案相
關活動資料。

藉由此計畫，讓台灣的美食享譽國際，也讓來台的外國人參
與台灣「文化體驗觀光行程」，除了享受台灣美食外，同時
也能進一步接觸台灣飲食相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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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結構圖(有CNT)

樣品SEM圖

菌數檢測技術

樣品SEM圖

PCR檢測技術

教師系所
電機工程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奈米級微放電加工、
奈米碳材製造

聯絡信箱 
kenymiao＠thu.edu.tw

主  持  人 苗 新 元

教師系所
食品科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食品化學、機能性成份化學、
機能太膜分離與濃縮技術

聯絡信箱 
wdc@thu.edu.tw

主  持  人 江 文 德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結合奈米碳管於GaN晶粒塗佈製程開發技術，實現各種結構

之電氣特性模擬，依照不同的結構，設計相對應之生產製程

並實際量測特性。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國際上奈米碳管應用於蕭基二極體尚屬開發階段，本計畫依

照公司需求，針對不同的結構，設計樣品生產流程，並實際

量測特性，以便後續公司應用於產品上。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高功率元件之材料需求愈來愈大，因此公司投入大量經費並

與學校合作開發，學校提供基礎研究與各種結構特性，公司

再導入此相關技術，應用於相關高功率元件上。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1. 熱封型植物乳酸桿菌L-137檢測方法建立。

2. 人員教育訓練。

3. 檢測大腸桿菌群及總生菌數。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1. 以PCR檢測熱封型植物乳酸桿菌L-137。　

2. 定量乳酸菌死菌數的技術。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訓練該公司品管人員熟悉以PCR檢測熱封型植物乳酸桿菌

L-137，並與公司日方技術專家進行交流以解決技術上

問題。

奈米薄膜技術 熱封型乳酸桿菌L-137檢測方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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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系所
食品科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食品化學、機能性成份化學、
機能太膜分離與濃縮技術

聯絡信箱 
wdc@thu.edu.tw

主  持  人 江 文 德

教師系所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家禽去骨肉開發利用、
禽肉產品衛生

聯絡信箱 
ycwu＠thu.edu.tw

主  持  人 吳 勇 初

肉攤冷藏展售櫃

肉攤未冷藏環境測試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驗收有實施溫控之肉品市場屠體待運區、運送車輛及展示肉

攤，檢測溫度、濕度及微生物之影響，觀其實施成效及紀錄

數據做為產、官、學及後續肉品現代化執行參考。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每小時採集攤商冷藏櫃與室溫環境肉塊表面之微生物，同時

記錄環境溫、溼度，帶回實驗室培養後，分析執行溫控鏈肉

品與傳統販售肉品之差異。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驗收溫控鏈對生鮮肉品販售之影響，同時評估溫控鏈執行成

效與待改善問題，推動未來傳統攤商轉型。

細胞功能評估技術

樣品SEM圖

酵素水解技術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1. 3T3-L1脂肪細胞促脂解活性測定

2. 篩選促脂解活性高的米蛋白水解物

3. 探討米蛋白濃度對促脂解的影響

4. 探討試量產噴霧乾燥條件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利用越南本土種植的米，生產澱粉糖後所得副產物米蛋白原

料，進行新的配料開發－具有促脂解作用的米蛋白水解物。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協助味丹公司建立米蛋白水解物的功能性評估及試量產條

件，提升米蛋白產品應用價值，應用於減重及相關保健

食品。

促脂解胜　生產技術 肉品溫控鏈監控相關分析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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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售櫃保存試驗

教師系所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家禽去骨肉開發利用、
禽肉產品衛生

聯絡信箱 
ycwu＠thu.edu.tw

主  持  人 吳 勇 初

教師系所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神經科學、神經退化性疾病、 
解剖生理學

聯絡信箱 
tzchuen＠thu.edu.tw

主  持  人 朱 自 淳

附著多酚聚乳酸板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針對葡萄酒粕萃取物殺菌及抗氧化功能性進行評估。葡萄酒

粕精萃取、冷凍、乾燥及標準化後，應用於生鮮與加工肉品

保存試驗上，以其日後應用於加工產品包材之開發應用。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使用附著多酚之聚乳酸板，確認其殺菌及抗氧化功能性，以

利加工產品包材之開發。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將多酚附著於聚乳酸板，應用於生鮮及加工肉品表面，延長

肉品保存期限。

漢丁頓基因轉殖小鼠
滾輪跑步試驗

漢丁頓基因轉殖小鼠口服
給予LCHK168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LCHK168為人蔘皂甙(Ginsenoside，Ginseng Saponin)，

是人蔘經人體消化而代謝出的產物，與人體相容性極佳，幾

乎無任何毒性且生物活性極明顯。人蔘皂甙為人蔘的主要活

性成分，屬於人體腸道菌，代謝人蔘產物。天然人蔘含量稀

少、取得不易，過去人為萃取之人蔘皂甙並未被使用於神經

系統之疾病，能成功証實此萃取不易之人蔘皂甙於神經生理

上之應用，是技術上的突破。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許多神經退化性疾病在臨床上尚無可治療之藥物，包含此計

畫中之漢丁頓氏舞蹈症，我們實驗室與匯德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將人蔘皂甙成功應用於漢丁頓氏舞蹈症之基因

轉殖小鼠，並成功發現人蔘皂甙可以有效減緩疾病的病程，

降低神經細胞的死亡與提升小鼠發病後之存活率。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雖然現今已有藥物可幫助減輕漢丁頓氏舞蹈症患者情緒或動

作的問題來控制症狀，但目前並無有效藥物或外科治療能治

癒或改變退化發生。因此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已開始探討漢丁

頓氏舞蹈症的機轉，尋找治療方式。本研究成功證明人蔘皂

甙對疾病的作用，相信會成為未來治癒或減緩病程的一大突破。

LCHK168對漢丁頓氏舞蹈症小鼠腦部組織病理
變化及蛋白質表現之影響

天然萃取物殺菌抗氧化功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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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資訊呈現

排程結果查詢

決策雷達圖

技術發明人 ：王心恕

教師系所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生產自動系統、
企業整合、資訊系統、
綠色供應鏈管理

聯絡信箱 
wanglc@thu.edu.tw

主  持  人 王 立 志

教師系所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經營策略、精實系統
產業升級與轉型

聯絡信箱 
liurj＠thu.edu.tw

主  持  人 劉 仁 傑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成果發表由9組產學合作中選出3個報告，包含：英發企業鍛造部門透過減少批量提升人均產值與轉
移節拍、寶嘉誠主力加工廠改善換模與製程連貫朝向加工流程化，以及矽品精密IQA透過ECRS和節
拍生產提高人均產值與縮短前置時間。TPS課程的產學合作讓學生把課堂所學的精實知識即時應用在
企業現場，這些是歷時4個月腦力激盪後所呈現的最終成果，饒富產學合作上的互利共贏意涵。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近年台灣與日本企業正共同面對市場環境的劇烈變化，製造業主觀的「產品製造」已經無法取得相
對應的顧客價值。相對於產品的開發製造與銷售流程，「目的實踐」則關注顧客的使用或消費流
程，提供產品實體以外的無形價值。TPS主張把後製程當作顧客，關注顧客的顧客與最終顧客。因
此，「顧客目的實踐型價值創造」可以應用在前後流程、CRM與SCM，主張深入顧客使用現場，從
顧客目的實踐過程，聯手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從解決顧客切身之痛提高附加價值。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引用大金空調的15年變革，說明現場精實變革(縮短製程時間)、精實產品開發、全球顧客使用調適、
IoT活用之間的關聯，總結指出「先精實化再智慧化、顧客目的實踐是企業的可持續競爭力」。擅長
B2B的台灣企業，譬如工具機企業，「目的實踐」的關鍵在於深入顧客使用現場，從顧客使用產品達
成目的的完整過程，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才能透過解決顧客痛處提高產品價值。像B2C的消費財
能夠提高生活水準一樣，B2B的生產財一定要對顧客企業的生產效能做出貢獻。

與企業互動熱絡 劉仁傑教授發表壓軸演說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使用數位孿生方式進行工廠建模，再以模擬引擎進行排程規

劃，搭配人工智能模組將排程結果優化。也可使用RPA將生

產管理員決策流程自動化，達到工業4.0要求工廠具備自主

決策的能力。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1. 突破排程中產能與物料異步規劃問題，以產能物料同步規

　 劃引擎，使兩者可同步進行規劃。

2. 突破排程時間動輒數小時限制，以模擬方法有效減少排程

　 時間至數分鐘。

3. 模組化開發方式有效增加排程系統產業通用性。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APS系統可應用於傳統及高科技産業，進行産業升級及數位

轉型，以達成下列目標：

1. 縮短訂單接單到出貨時間。

2. 降低庫存成本提升周轉率。

3. 掌握與善用工廠實際產能。

4. 生產現場智能儀表板管理。

5. 生產狀態與績效監控分析。

雲端智慧動態規劃排程系統 TPS與顧客目的實踐型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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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校精實系統團隊出版新書《面對未來的智造者：工業4.0
的困惑與下一波製造業再興》在台灣產業界引起極大的迴
響。書中不僅為苦於因應工業4.0困惑的製造業界解惑，並
提出下一波製造業再興之道。本書的出版相繼在工具機暨零
組件同業公會年會、工工系主辦的「工業4.0泡沫化後的製
造創新研討會」與工業工程領域三合一國際會議，因領銜執
筆本書的劉仁傑教授應邀演講，引發產學界的關注與討論。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育達科大吳銀澤教授主講「韓國精實生產與數位化」。他指
出ICT數位化必須結合企業的目的與環境，讓生產現場數位
化、連結化，才能有效的收集與分析數據；他並引用韓國現
代汽車的案例，說明標準化與數位化是未來變革的必然道
路。日本NEC金子典雅總監則為我們帶來NEC工業4.0變革
的歷程，他同樣強調目的極為重要，不瞭解目的不僅讓工廠
內IoT收集的數據無法發揮效果，還增加了成本。他透過
共、匠、繫、活的概念，傳達現場改善需和IoT等智慧製造
工具搭配，就像人體的肌肉與神經緊密連結。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工業4.0的困惑與下一波製造業再興」，強調工業4.0泡沫
崩解正帶動精實智慧製造的崛起，為活動帶來高潮。劉仁傑
教授認為工業4.0儘管炒熱全球風潮，但其本身的實踐完全
沒有進展，目前絕大多數製造現廠無法從智慧製造工具獲得
回饋。因此先精實再智慧，精進實體系統的改善與學習能
力，才能將智慧製造價值體現出來。他介紹了多個最前線的
案例，包括大金(DAIKIN)以及小松(KOMATSU)等，並提出
總結：「目的明確才能發展好的導入流程，定義目的、善用
智慧製造工具、提供顧客解決方案，發展可持續的共創策
略，成為面對未來的智造者！」 產品介紹

新書由三個國籍五位作者執
筆，工工系黃欽印前主任與
台灣引興王慶華董事長向劉
仁傑教授表達祝賀

創新防疫醫療級TTA空氣清淨機

教師系所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經營策略、精實系統
產業升級與轉型

聯絡信箱 
liurj＠thu.edu.tw

主  持  人 劉 仁 傑

教師系所
工業設計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工業設計、機構設計、設計管理、
造型心理電腦輔助設計

聯絡信箱 
mike.ko＠thu.edu.tw

主  持  人 柯 耀 宗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TA奈米抗菌抗病毒材料，是一種無色、無味、無臭、無毒

之環保奈米材料，應用TTA抗菌抗病毒材料所設計出的防疫

醫療級空氣清淨機，已獲得SGS認證，確認所設計研發出的

防疫醫療級TTA空氣清淨機在PM2.5、抗菌抗病毒及揮發性

有機物質的去除率均達到99.99%，顯示其在抗菌抗病毒方

面具有一定的功效。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TTA奈米抗菌抗病毒材料突破了既有二氧化鈦光觸媒需要光

照的限制，也就是說此項TTA奈米材料可以在沒有光照的環

境下發揮抗菌抗病毒的功能，因此它是一種非光觸媒的材

料，此項特性在實務應用面上就更加便利。最終應用此TTA

材料所開發出來的空氣清淨機經SGS測試結果也顯示其具有

非常好的抗菌抗病毒的功能。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TTA奈米抗菌抗病毒的材料可應用於3C產業、家電用品業、

口罩業、紡織業、地墊業、窗簾業及燈具產業等。而所開發

出的創新防疫醫療級TTA空氣清淨機未來則可應用於一般3C

家電產業、醫療產業、幼兒園產業、餐廳旅宿業及長照產

業等。

《面對未來的智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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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以產品體驗架構理論為基本核心，以機車族群的自我形象聯

結產品象徵意義，進行隱喻抽取技術，再以圖片連結隱喻、

隱喻連結構念，開發「圖像式隱喻聯結問卷測量方法」做為

風格意象板及設計元素圖片建構發展的核心技術，用以調查

目標族群現況，建構風格意象板工具及驗證設計元素圖像。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人們無法精確的傳遞一項設計或圖像，但卻能傳達一種生活

經驗聯結的情緒感受和概念，因此造型所反應出來的情感或

意義是相當直接也最具脈絡的，能成為設計者探索造形的重

要線索。

本技術能將群體潛意識的共通性符號萃取，並以圖像化呈現

而非文字，提供設計者有效的設計思考方向及策略。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1. 本技術能改善產品概念設計的前期研究流程與方法，提升

　 前期研究工具的客觀性及量化結果，能做為合作企業在概

　 念初期市場研究的技術改良基礎。

2. 本技術以圖片萃取視覺隱喻，整合產品在審美、功能、材

　 質的造型因素視覺意象做為研究調查工具，改良文字性的

　 研究調查工具，改以圖像式的連結。

研究成果與教育訓練

技術簡介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本技術即在於建構機車造形評鑑指標，主要針對「造形審

美」、「造形功能」及「造形情感」三大構面進行指標的發

展，除此之外決策的方法及決策者本身的背景差異，也列入

本研究進行考量。在決策方法的部份，將以ANP法計算權

重發展評鑑工具而決策者，也將包含專家與非專家的比較

研究。

科學突破　Scientific Innovation

完整的造形評鑑系統能夠協助公司進行有效的設計決策以協

助新產品開發的評估正確性，協助公司在市場端開發出符合

消費者造形美感的產品，做為新產品開發之決策依據，同時

提供未來設計者進行設計造形改進之建議，以及做為新產品

開發的設計基礎。

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1. 本技術能改善決策結果，提升建立設計評鑑指標以促進優

　 良設計作品產出，能做為企業對於設計概念客觀的決策。

2. 本技術以專家及非專家(消費者)做為決策指標發展對象，

　 涵蓋三個層次的指標，包含「造形審美」、「造形功能」

　 及「造形情感」建構一個有效的評鑑工具。前期圖片研究

專家ZMET訪談

教師系所
工業設計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互動設計、設計與創造力、
文創產品設計、體驗設計

聯絡信箱 
cclu＠thu.edu.tw

主  持  人 呂 佳 珍

教師系所
工業設計學系
 
學術專長及研究
互動設計、設計與創造力、
文創產品設計、體驗設計

聯絡信箱 
cclu＠thu.edu.tw

主  持  人 呂 佳 珍

機車造型設計：風格意象板視覺
隱喻象徵意義感知

機車造形評鑑指標與工具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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