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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創新應⽤

曾煜棋、⿈宣誠
執⾏⾧：胡伯奇



使命：
AI 為神經，X 為元，加速⼈⼯智慧普適研究

⼀、願景：AI + X

⼆、推動⽅案：跨領域合作

附錄：計劃盤點



「AI＋X」，百穫⾃來
• 「AI ⼤航海時代」來臨，成為國家及學

術機構競爭之關鍵領域。
• 以「AI＋X」為願景，在校內以⼈⼯智

慧結合各種領域之應⽤

• 提出「AI 為神經，X 為元」，串聯各學
院專業領域，建⽴學校之優勢項⽬。

「AI ⼤航海時代」



推動⽅針： 「AI 為神經，X 為元」

• AI in Education: 
• 台南分部「AI學院」：全台第⼀個專注AI之學術學院
• 跨學院之研究所模式，如「數據科學與⼯程研究所」
• 跨校區之『資訊學院跨校區合作推動辦公室』

• AI in Pervasive Services:
• AI in X：如「精準⽻球」(體育室合作)、「智慧⾦融」(管院合作)
• 普適AI醫學應⽤：系統化推動醫院合作，如榮總系統(醫影、穿戴、急診)

• AI as Core: 
• 在校內組成百⼈之AI 核⼼團隊 (AI Core Team)
• 資⼯/吳毅成是「台灣棋王」， 帶領團隊⾧期深耕強化式學習(RL)理論，

從圍棋「奧林匹亞」⾦牌，到⾃駕、AOI應⽤。



推動步驟

AI核⼼團隊 向外鏈結

(校友媒合)

領域專家

(資訊、電機教授50名)

(如醫學,運動,⾦融,
教育,科學等)

取得

種籽計劃

(如科技部、深耕計劃)
取得喜瑪拉
雅計劃

(如⽉會、季會)



典範案例：台中榮總合作

資訊、電機

(16組教授)

校友合作

醫師團隊

(16組)

500萬 500萬

1000萬

導⼊研華
WisePASS



期許Himalaya更多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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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科技部AI創新研究中心計畫

研究方向
• 普適 AI 智慧服務應用，包含核心技術及各類應用研究

團隊成員
• 陽明交大及中央、師大、中興、東華等AI團隊

未來展望

• 科技部「回應國家重要挑戰之人工智慧主題研究專案」

「普適 AI 服務：數位轉型趨勢下的智慧型代理人」

深化自適應AI核心技術、
建構TwinsTalk整合平台
、於實際場域實踐AI應用

AI 模型之可解釋性及可
信任性、FedDGM資料
治理平台、AI物聯網化



盤點：榮總合作

• 學術團隊: 深耕計劃⽀援，成⽴AI Core Team
• 提出「AI Next - ⼈⼯智慧下⼀個⾥程」之願景，以【⾃適應AI核⼼技術】

為主軸，發展【AI 模型之可解釋性及可信任性】核⼼技術，以【普適AI
服務】為願景，在智慧影像、⼯業⾃動化、5G/IoT、智慧醫療、智慧⼈
機界⾯及⼈機協作等領域，產出學術及產業的影響⼒之成果。

• 醫療團隊(Medical Core Team)：
• 榮總等各教學級醫院

• 產業界：
• 校友及對智慧醫療投資有興趣之企業
• 半導體、晶⽚、 感測器、穿戴式裝置、 5G、⾏動通訊等相關領域



盤點：科技部「國防學研中心」人工智慧研究主軸

研究方向

• 人工智慧領域學術與產業最前端科技整合規劃建議

•提供國防部在未來國軍國防科技發展的意見

團隊成員

• 陽明交大林一平、林勻蔚、馬清文、陳建志、陳俊勳、方凱田、王學誠、

王蒞君、國防大學鄭紹宏、台科大花凱龍等教授

未來展望

• 完成民間版的國防科技技術藍圖

•爭取未來國防部學合案及突破式先進科技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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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照+資安+ 5G產業（林寶樹教授）

• 計劃題⽬：基於健康照護應⽤之⼈⼯智慧帶動5G專網資安管理
(通訊＋AI ＋照護合作)

HOSPITAL/
HEALTHCARE

1



盤點：Healthy Aging計劃
（產業＋NYCU ＋台北榮總＋⾧庚）

温瓌岸 教授

以智慧物聯運動感測器分析

A.癲癇抽搐動作 (溫瓌岸教授; 鄭美雲醫師; 廖庭偉醫師)

B. 退化性脊椎病變之⼿⾜動作

C. UPDRS量表⾃動評估系統 (曾煜棋教授; 吳昆儒; 劉祐岑醫師; 劉康渡醫師; 蔡
君怡護理師)

D. 步態軌跡偵測App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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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榮與陽明交大之智慧醫療合作計畫

研究方向

•普適 AI 醫學應用，與台中榮總成立16項共同研究計畫，涵蓋心血管、麻醉、

神經、骨科、內科、復健、放射線、外科等部門

團隊成員

•陽明交大溫瓌岸、吳育德、盧鴻興等教授共同指導

•含括電機、資訊、統計、生物醫學、智慧科學等院系所20多位教授參與

未來展望

•爭取陽明交大學長們的加碼補助(共一千萬)，及醫智亮加速器新創投資。

•未來也爭取與台北榮總及新光醫院等之類似合作計畫

項

次	
主持人機關	 主持人單位	

主持人

( 職稱略) 	

共同主持人( 職稱

略)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 系/ 所) 	
計畫名稱	

1 臺中榮民總醫院	心臟血管中心	 李政鴻	 陳適安/ 帥宏翰	 電機工程學系	

評	估	腕	帶	式	手	錶	之	光	體	積	描	記	

圖( phot opl e t hysmogr aphy) 與標準心電圖在

診斷心房顫動之可行性與準確性	

2 臺中榮民總醫院	麻醉部	 沈靜慧	 魏群樹	 資訊工程學系	
精準麻醉的未來：設計與研發強化學習演	算

法於迴路自動調控麻醉藥物輸入	

3 臺中榮民總醫院	神經醫學中心	 黃金安	
柯立偉/ 郭怡真/

邱一	

生物科技學系/

電機工程系	
慣性測量組於巴金森症之臨床評估與應用	

4 臺中榮民總醫院	腎臟內科	 陳呈旭	 洪瑞華	
電子工程學系

暨電子研究所	

慢性腎臟病的疾病嚴重程度與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的偵測研究	

5 臺中榮民總醫院	重症醫學部	 吳杰亮	 盧鴻興	 統計學研究所	 穿戴式腦波在加護病房中的臨床應用	

6 臺中榮民總醫院	骨科部	 王舜平	
李政鴻/ 鄭耿璽/

? ? 岸
電子研究所	

運用慣性測量單元( I MU) 比較踝關節融合及人

工關節置換手術後病患步態差異	

7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腫瘤部	 游惟強	
林彥宇/ 陳建志/

曾煜棋/林宜慧	
資訊工程學系	

透過深度學習自動偵測頭頸癌電腦斷層的淋

巴病變	

8 臺中榮民總醫院	復健科	 程遠揚	 柯立偉	 生物科技學系	
腦機介面之外骨骼機械人的復健效果及預測

因子探討	

9 臺中榮民總醫院	
心臟血管中心/

教學部	
林維文	 伍紹勳	 電機工程學系	

建立心衰竭心臟復健照護智能物聯網，架構

實時監測及準確性	

10 臺中榮民總醫院	骨科部	 陳昆輝	 彭文孝	 資訊工程學系	
應用深度學習骨盆腔電腦斷層以預測骨質疏

鬆導致股骨頸骨折	

11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腫瘤部	 游惟強	
吳育德/林文杰/

謝秉均/張永儒	

生物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學系	

建立深度學習於放射手術動靜脈畸形之偵測

與圈註	

12 臺中榮民總醫院	骨科部	 陳昆輝	 李大嵩	 電機系	
I oT	

110 	年臺中榮民總醫院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智慧醫療合作計畫

及慣性微感知晶片技術結合深度學習應

用於關節置換術術前評估及術後復健之監測

13 臺中榮民總醫院	精神部	 藍振嘉	 王蒞君/林志堅	 電信工程所	 經顱磁刺激抗憂鬱療效預測生物指標	

14 臺中榮民總醫院
重症醫學部/胸

腔內科	
傅彬貴	 洪瑞華	

電子工程學系

暨電子研究所	

應用電子鼻( eNose ) 於慢性呼吸道疾病(氣喘

、肺阻塞、間質性肺病) 偵測與表現型研究	

15 臺中榮民總醫院 整形外科	 賴志昇	 陳奕廷	 資訊工程學系	 利用人工智慧準確判讀I CG	影像偵測淋巴管

16 臺中榮民總醫院	骨科部	 李政鴻	 林秀菊	 光電學院	 I MU	應用於駝背畸型之偵測與分析	



AI + 單細胞基因體⼤數據

• 單細胞定序為當前⽣醫科學最前沿的研究⼯具，亟
需先端AI技術從複雜多樣的資料中萃取⽣物知識

• 整合多⾯向單細胞體學資料建⽴⾼解讀性細胞圖譜
• 建構單⼀細胞層級的基因調控網路模型
• 結合影像與基因資訊的單細胞空間分佈剖析技術

• 建⽴⽣物資訊AI核⼼技術，解析單細胞系統⽣物學，
釐清腫瘤免疫微環境，協助個⼈化藥物開發

⿈宣誠教授
計算與系統⽣物學、⽣物資訊

吳俊穎所⾧
健康⼤數據、癌症轉譯

巫坤品教授
計算體學、⽣醫⾃然語⾔處理

洪哲倫教授
深度學習、醫學影像分析

王禹超副教授
轉譯⽣物資訊、系統⽣物學

林振慶副教授
癌症計算⽣物學、⽣物網路

陳卓逸助理教授
⽣醫數據科學、⽣物資訊



資訊領域核⼼成員

• 【深度學習】曾煜棋、彭⽂志、林⽂杰、陳添福
• 【⾃適應AI核⼼技術】吳毅成、謝秉鈞、陳添福、簡仁宗
• 【智慧視覺】彭⽂孝、林彥宇、邱惟⾠、⿈敬群、陳奕廷
• 【AI 模型之可解釋性及可信任性】彭⽂志、帥宏翰、鄭⽂皇、魏

群樹
• 【以AI為基礎的⼈機互動介⾯及⼈機協作】張永儒、林⽂杰
• 【普適AI服務】需求導向分組參加，含榮總相關智慧醫療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