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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工程領域 

創新醫材轉譯研發中心-打造世界級智慧健康生態基地 

故事緣起 

隨著資通與生物技術的飛速演進，現代醫療的觀念已從傳統疾病的診治，提升至預防與

預後，如基因檢測、精準醫療及智慧醫療，並精進到健康照護與預測等。藉由各種尖端工程

技術的發展、突飛猛進的生醫材料、大數據資料庫與人工智慧技術應用，不但是未來醫療預

防/診斷/治療的發展主流趨勢，更是全球未來生醫產業的重點領域。 

為促進生技醫藥產業的發展，同時增進國人健康福祉，政府自 106 年起推動「生醫產業

創新推動方案」，以「連結未來、連結國際、連結在地」為主軸，更於 110 年通過「國家重

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支持企業與國立大學合作設立研究學院，加速人才

培育與產業創新。顯見人才、新創團隊的培育與跨領域整合，正是未來重要趨勢。而推動生

醫產業創新，更是國家「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重要一環。 

國立陽明大學以生物醫學聞名於世，而國立交通大學更是全球工程產業的推手，二校自

2021 年 2 月合併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後，藉由多元與跨領域的深度合作，將開創未來產業的

宏觀格局與前驅的布局。其中，強強聯手，融合生物醫學能量與創新工程技術，配合與時俱

進的醫療器材法規，及本校附設醫院與憶卿醫院的建設與臨床應用，使創新醫療器材進入嶄

新的轉譯應用，不僅培育創新醫材產業研發人才，進而帶動國家高值產業發展。 

面對新興傳染疾病、腫瘤等來勢洶洶，人口社會的快速高齡化，乃至於現代化精神疾病

的威脅，醫材產業的發展，無疑擴大至預防/診斷/治療層面，以達到人類健康為最終目標。

在合校後多元的工程技術與生物醫學整合驅動，以及肩負國內外新興產業的發展使命下，如

何有效整合本校醫學/生物/工程/資訊/材料/管理/人文等領域，同時結合相關產業及醫院發

產實務性/可用性/商業性安全有效之創新醫材，勢必為當務之急。「創新醫材轉譯研發中心」

的成立，無疑是新世代創新醫材產業在研發人才培育、跨域整合與產業鏈結的重要推手，更

是創新醫材產業發展的新契機。 

現況 

本校在醫療器材產業人才培育上已投入相關資源，並次第成立生物醫學工程學系(陽明校

區)與生醫工程研究所(交大校區)，在凝聚生醫工程知識與技術，培育醫療與工程整合人才已

有健全基礎。同時已在醫療植入物/復健輔具/醫學影像/醫學電子(人工電子眼/耳)/生醫感測器

/藥物嵌入釋放/人工晶片/神經工程/醫學超音波/醫學放射等均有優異之研發成果，與國內生醫

產業亦有深入合作，所開發之相關醫材亦多項取得美國 FDA，歐盟 CE 及台灣 TFDA 認證上

市並已應用於臨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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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對少子化及高齡化的世代，各種罕見/老化疾病、腫瘤惡化、新興傳染病及後疫情

時代衍生疾病，乃至於精神疾病等威脅，醫療發展將不只是單純的生物與醫學領域，進一步

應將護理/復健/高齡/生科等醫學領域與電機/資訊/光電/機械/材料/影像/AI 等工程技術深度整

合，在醫療器材、臨床應用及生物技術上發展個人精準及智慧化創新醫材，有效將所發展的

醫材應用於和本校合作之臨床醫院。 

十年願景 

臺灣擁有領先全球的半導體產業與先進的醫療技術，已經具備新創醫療器材產業的能量。

然而，醫療器材產業相對於其他產業，更需要具備精準的生醫與工程技術跨領域整合，然而

醫材首重安全有效，因此相關技術檢測及產業品管法規更左右醫材產業的發展速度，本校除

了工程與醫學專長之外，更可將科技法律及管理有效整合。耑此，「推動生醫工程鏈結」與

「發展醫材產業聚落」是本校成立 「創新醫材轉譯研發中心」的重要工作目標與任務，也是

推進臺灣醫療器材產業創新發展的使命。 

本中心將整合 “護理/復健/高齡/生科”等生物醫學領域與 “電機/資訊/光電/機械/材料/影

像/AI”等工程領域，結合相關產業資源，發展個人精準及智慧化創新醫材轉譯領域，同時結合

各教學(附設)醫院知識與數據，促進「整合健康醫療資源」，並在生物醫學工程學系(陽明校

區)與生醫工程研究所優良的人才培育基礎上，推動「培育醫材轉譯跨域創新團隊」。 

為落實政府推動「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的完善生態體系、整合創新聚落、連結國際

市場資源、推動特色重點產業等四大行動方案。本中心將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既有的優勢與

基礎下，以發展個人精準健康為主軸，朝保健、預防、診斷、治療、照護等全齡健康願景發

展，為達到此目標，預計推進五大主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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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生醫與工程鏈結：媒合醫療資源、健康照護與工程技術，促進生物醫學與工程溝通

與銜接。 

2. 發展醫材產業聚落：協助醫療器材新創與產業化，提供法規服務與試驗場域，並促進醫

療器材產業群落互助。 

3. 整合健康醫療資源：整合附醫及各教學醫院資源，推動醫療器材臨床測試及整建各式醫

療數據資料庫，為人工智慧醫材研發提供最佳環境與資源。 

4. 培育醫材轉譯跨域創新團隊：培育生醫工程產業所需跨領域人才與團隊。 

5. 推動創新研發主軸：著重陽明交通大學特色領域發展與推進，包含： 

 個人精準醫療植入物研發： 

    為協助臨床治療，搭配生物性重建，精準個製化生醫材料搭配嵌合藥物是相當

重要的一環，將以骨缺損填補材料為基礎，建立精準個製化植入物治療應用。 

(團隊成員：台北榮民總醫院-陳威明副院長、吳博貴骨腫瘤科主任; 陽明校區生物醫

學工程學系-林峻立教授、駱俊良教授; 陽明校區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陳志成

教授; 交大校區材料系-陳三元教授; 交大校區生工系-陳榮治教授) 

 

 高值醫材與仿生平台研發： 

    為建立有效藥物傳遞釋放系統與相關治療指引評估平台，將研發高值生醫材料傳

遞系統及醫材仿生晶片與 3D 疾病組織/器官評估系統。 

(團隊成員：陽明校區生物醫學工程學系-駱俊良教授; 交大校區生醫工程研究所-陳

冠宇教授、林子恩教授;陽明校區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許世明教授、陳傳霖教、

吳駿一教授;陽明校區藥學系-林宥欣教授;陽明校區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廖韋晴

教授; 陽明校區醫學系-熊佩韋醫師、吳博貴醫師) 

 

 個人精準醫療器械研發 

    為協助個體化治療、復健等精準醫療器材研發可避免個體差異，將搭配精準影像，

建立個體化醫療器材包含眼科脈衝雷射治療、骨質密度量測等器材。 

(團隊成員：陽明校區生醫光電所-郭文娟教授、吳育德教授; 交大校區電物系-陳永

富教授、蘇冠暐教授；台北榮總總醫院眼科部-邱士華醫師、陳世真醫師) 

 

 智慧醫療器材研發與應用 

    將以人工智慧提升各式醫療器材研發，進行健康照護、診斷、治療、預後等創新

醫材研發與應用。 

(團隊成員：陽明校區生醫工程學系-賴穎暉教授;交大校區電機工程學系-冀泰石教授;

交大校區電信工程研究所-黃紹華教授;交大校區電子工程研究所-張添烜教授; 陽明

校區醫學系-力博宏醫師、廖文輝醫師、鄭彥甫醫師;校外諮詢專家中央研究院資訊科

技創新研究中心-曹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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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準醫療影像技術研發 

    為協助精準醫療與照護，精準成像、分析與預測是重要環節之一，將提升影像取

像質量、分析程序與預測系統，研發精準手術、復健與健康預測影像平台。 

(團隊成員：陽明校區神經科學研究所-林慶波教授;陽明校區醫學系-陳亮恭教授、彭

莉甯醫師、許秉權醫師;台北榮總神經外科-李政家醫師; 陽明校區腦科學研究中心-

周坤賢副研究員; 陽明校區人文社會學院-張立鴻助教授; 交大校區光電系-孫家偉

教授、郭浩中教授; 交大校區生物科技系-黃植懋副教授) 

 

 生醫感測系統研發 

    結合光電、半導體技術，研發輕薄穿戴生理感測器，搭配大數據分析，進行醫療

與健康照護。 

(團隊成員：陽明校區醫管所-唐高駿教授; 陽明校區-神經科學研究所-林慶波教授; 

陽明校區醫學系-陳韋達教授; 陽明校區牙醫系-李士元教授; 台北榮總榮心臟外科-

張效煌醫師;交大校區光電系-孫家偉教授、郭浩中教授; 交大校區生工系-莊競程教

授) 

 

三年工作目標 

「創新醫材轉譯中心」承接學校系所的學術量能，將以精準健康為主軸，朝保健、預防、

診斷、治療、照護等全齡健康願景發展，為臺灣奠定醫材轉譯與產業新創所需的基礎，更為

產業提供法規教育與醫材驗證，促進學界與業界的跨域連結。故將以「推動生醫與工程鏈結」、

「發展醫材產業聚落」、「整合健康醫療資源」、「培育醫材轉譯新創團隊」與「推動創新研

發主軸」為目標，各項三年目標分別如下： 

1. 推動生醫與工程鏈結：定期舉辦醫療與工程媒合研討會，尤其是二校區與各教學醫院溝

通媒合與討論，並建立聯繫討論平台，促進生物醫學與工程銜接與合作。 

2. 發展醫材產業聚落：建立法規服務與醫療器材轉譯試驗場域，搭建溝通管道，促進產學

合作與群落互助並促進新創器材轉譯與產業媒合。 

3. 整合健康醫療資源：推動 IRB相關訓練課程，推動附醫及各教學醫院醫材臨床測試基礎

設施，建設各醫院數據資料庫，收集各式健康與醫療數據。 

4. 培育醫材轉譯新創團隊：逐步整合二校「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生醫工程研究所」以

及「數位醫療學位學程」、「生技醫療產業學位學程」等教學資源，並定期邀請業界講

師，提供師生生物醫學、工程、產業、專利、法規、管理等跨領域課程，培育新創人才

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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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動創新研發主軸：各團隊建立並依短/中/長期推動 

 個人精準醫療植入物研發 

    將開發符合個人化外型且結構輕量最佳化之植入物，同時強化嵌合生長因子與

藥物系統，強化植入物與骨介面整合及藥物治療，使植入物符個人精準化治療。 

短期：精準個製化植入物最佳結構設計及製造。  

中期：生長因子之生醫高分子填補材料研發應用。 

長期：生醫藥物載體研發及精準個製化植入物治療應用。 

 高值醫材與仿生材料研發： 

    將開發多個精準醫療生醫材料介入方案，並以通用型仿生晶片與 3D 疾病組織/

器官加速臨床開發篩選與治療評估，以解決現今及未來臨床治療所可能面對之問題。 

短期：創新高值生醫材料載體/組織再生植入物之開發。 

中期：以仿生晶片或 3D疾病組織/器官進行生醫材料載體/植入物細胞層級評估。 

長期：生醫材料載體/植入物之活體動物藥動/藥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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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精準醫療器械研發 

   整合多波段脈衝治療雷射與即時光學斷層影像系統，建立視網膜色素上皮層人

工智慧自動分層與特徵擷取，達到臨床前動物實驗與人體測試。 

短期：整合多波段脈衝治療雷射與即時光學斷層影像系統。 

中期：建立視網膜色素上皮層 AI自動分層與特徵擷取與輔助系統。 

長期：完成臨床前動物實驗與人體測試及療效評估。 

 

 智慧醫療器材研發與應用 

    將運用人工智慧提升各式醫療器材研發，包含助聽器補償效益，多模態腦功能

分析等，達到智慧助聽器之體外機系統開發與高齡健康照護。 

短期：於手機平台上整合噪音抑制與聽力補償功能。 

中期：於手機平台上整合語音辨識功能、並進行助聽器患者之臨床聽力測試。 

長期：開發智慧助聽器之體外機系統、並進行助聽器患者之臨床聽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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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準醫療影像技術研發 

    將提升腦影像精準質量與分析程序，使應用於精準治療、神經手術與復健等。 

短期：建立精準腦結構、神經、功能、血管影像等整合分析程序，協助高齡健康照護

及神經外科術前規劃。 

中期：建立精準智慧影像辨識/定位/三維呈現等介面，協助腦影像疾病診斷與神經外

科術中定位。 

長期：完成人體測試、療效評估並取得醫療認證。 

 

 

 

 

 

 

 

 

 

 

 

 

 生醫感測系統研發 

    將研發並應用穿戴生理感測器，整合心血管、血壓、呼吸等大量數據，協助醫

療與健康照護。 

短期：建立生理感測器數據庫與智慧分析程序。 

中期：完善分析程序並建立健康預測模型。 

長期：完成人體測試、療效評估並取得醫療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