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年技術搶先看



01

LEADING
INNOVATIVE 
TRENDS

金屬中心 107 年可移轉技術研發成果

金屬中心長期協助政府推動產業政策，不斷研發創新與挑戰自我，積極讓研

發領域朝向多元化發展，本次發表可移轉技術計 22 項，將分為金屬、醫療、

能源、運具四大面向來介紹，目的提出創新技術，以作為產業界研發策略最

佳解決之道，希冀厚實企業核心量能，進而提升國內產業競爭力。

想知道如何高效節能與縮短時程方案，以提高產業自主與升級契機？更多亮

眼技術，將在此手冊為您逐步解密！在金屬成形議題中，我們聚焦在複異材

鉚接及膠合、不銹鋼合金熔鑄、扣件成形等，達到新材料成形解決方案。在

醫療服務品質方面，聚焦病理檢測技術，透過多種類輔助、設計軟體，突破

高階醫學影像設備整合瓶頸，可深入做為口腔 / 顱顏等重大醫療治療使用方

案，使醫療生技產業再進化。另近年中心也積極投入能源相關技術發展，如

建立水熱液化製程、氣 / 液廢熱交換裝置等，加速推動廢棄物能源化，以達

到自產分散基載能源、廢棄物處理、循環經濟等多重目的。最後運具部份，

針對「安全、輕量、高強度」進行材料及結構製程研發，提供安全高強輕量

技術新選擇，站在守護安全第一線。

面對產業快速發展與需求，金屬中心將持續精進研發能量，以跨域整合、一

站式服務、持續與國際接軌，未來與產業共同攜手再創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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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

鑑於石油資源日益減少，交通運具排放易造成空氣汙染，以致電動汽車需求

逐漸增加，包含車體結構、零組件開發等，都是以減輕車體重量、加強車身

結構，並提升電能使用效率為首要目標。

金屬中心協助國內車廠電動車體結構開發，針對「安全、輕量、高強度」進

行材料及結構製程研發，協同國內自主車廠透過關鍵製程技術 design in，掌

握成熟的 CAE 分析手法，協助下世代車型導入超高強度鋼結構模組應用，可

達強度 (>1,300MPa)，結構剛性≧ 1.5KN/mm 以上，以異質結構接合技術，

提升底盤結構碰撞安全，結合應用模組結構，數位化量測解析驗證技術、電

子可調阻尼懸吊技術，來提升電動車體組裝尺寸精度，及操控安全與乘坐舒

適特性。對國內電動車開發，提供安全高強輕量技術新選擇，站在守護安全

第一線。

TRANSPORTATION
交通運具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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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馬達機構進行調整之懸吊，所遭遇問題包括馬達致動應答時間慢、阻尼閥門大出力以至

控制困難、及調整阻尼不連續等。

目前國內業者在性能套件多以馬達進行調整之電控化懸吊，除無法同時滿足駕駛者及乘客在舒

適及安全的需求；且對於路面回饋的即時控制阻尼，也因為馬達致動應答時間慢、阻尼閥門大

以致出力控制困難、及調整阻尼不連續等問題而難以提升機械作動反應時間。

比例閥式阻尼可調機構

電子可調阻尼懸吊技術採用線性可變阻尼力控制減震筒、可變彈簧及可變長度等次系統，結合

感測單元及控制模組，組合成兼具操控安全及乘坐舒適的系統特性，可改善車輛動態側傾、俯

仰情形，透過本中心控制技術，機械作動反應時間節省 1/2 以上。

汽機車產業懸吊避震器。

提供車輛在行駛時對於路面回饋並即時反應調整合適阻尼力，達到適應性懸吊功能，提升舒適

及操安兼固的懸吊。

電子可調阻尼懸吊技術
Electronic Damping Adjustable Suspension Technology

1-1

聯絡窗口 車輛結構與系統組 / 楊純賓     07-3517161 轉 6421     benyang@mail.mirdc.org.tw

問題與需求
Problems and needs

現況
Current situtation

規格
Specification

獨特與創新
Unique and innovative

應用產業 / 產品
Applications and products

成果及效益
Results and benefits

比例閥阻尼調整避震器 阻尼力特性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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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馬達機構進行調整之懸吊，所遭遇問題包括馬達致動應答時間慢、阻尼閥門大出力以至

控制困難、及調整阻尼不連續等。

目前國內業者在性能套件多以馬達進行調整之電控化懸吊，除無法同時滿足駕駛者及乘客在舒

適及安全的需求；且對於路面回饋的即時控制阻尼，也因為馬達致動應答時間慢、阻尼閥門大

以致出力控制困難、及調整阻尼不連續等問題而難以提升機械作動反應時間。

阻尼力精準控制 ±25%+40N@0.3m/s

低功率高彈性比例閥驅動電路設計，採用雙比較放大電路設計，多通道驅動源設計，可接收類

比、脈衝控制訊號，機械作動反應時間節省 1/2 以上。

汽機車產業懸吊避震器。

提供車輛在行駛時對於路面回饋並即時反應調整合適阻尼力，達到適應性懸吊功能，兼顧乘坐

舒適及操控安全。

適應性懸吊系統驅動控制技術
Adaptive Suspension System Drive Control Technology

1-2

聯絡窗口 車輛結構與系統組 / 許偉倫     07-3517161 轉 6432     weilun@mail.mirdc.org.tw

問題與需求
Problems and needs

現況
Current situtation

規格
Specification

獨特與創新
Unique and innovative

應用產業 / 產品
Applications and products

成果及效益
Results and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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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量模組化的設計已是全球車廠之競爭趨勢，台灣自主整車必需擴大整車自主規模與多種車型

及樣式才能進軍國際市場。為了減少開發製造成本，勢必採跨級距共用、降低成本且符合國內

外排廢與結構安全法規。

目前國內自主車廠必須掌握關鍵製程技術 design in、成熟的 CAE 分析手法、高強度鋼應用及

模組化設計、整合車體乘員艙模組，應用熱成形共用模具進行產品試作，方能滿足 2020 年

Euro NCAP 小偏置碰撞安全認證要求，進而提升國內整車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透過力流分析、小偏置結構強化、運用先進熱成形製程技術，開發防火牆結構橫樑模組，提升

產品機械性能，並降低產品重量 20% 以上，有效提高安全性與輕量化成果。該項技術以符合

歐盟 ECE R94 法規為基礎，進行車體乘員艙防火牆結構橫樑模組設計，關鍵模組零組件輕量化

≧ 20%。

藉由車體乘員艙結構變形行為及侵入量力流分析，完成小偏置碰撞設計，達到乘員艙防火牆結

構橫樑模組補強設計。採進行試作驗證，藉由熱成形結構件製程參數掌握，完成模面優化設計

及模具共用化設計，使其關鍵模組零組件輕量化≧ 20%、可共用的模具零件總數 :3、構件共用

比例 50%、降低整車開發成本。

以國內車廠所自主開發之跨級距車為主，可提供國內車廠導入應用。

本技術特點為協助國內車廠下世代車型導入超高強度鋼部件應用，運用超高強度鋼部件

(>1,300MPa)，達到結構剛性≧ 1.5KN/mm 以上。輔導國內 Tiel 1 廠商建立超高強度鋼部件協

同設計能量與 CAE 分析能力，並以共用模具架構降低開發成本為目標。

高強度輕量模組結構技術
The Rapid Mol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Lightweight Modular Components

聯絡窗口 車輛結構與系統組 / 陳泰昌     07-3517161 轉 6430     ichiro@mail.mirdc.org.tw

小偏置碰撞力流分析

1-3

問題與需求
Problems and needs

現況
Current situtation

規格
Specification

獨特與創新
Unique and innovative

應用產業 / 產品
Applications and products

成果及效益
Results and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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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員艙防火牆模組解析驗證 & 可重組治具技術
Vehicle Passenger Compartment Firewall Module Analysis Verification & Reconfigurable 
Fixture Technology

聯絡窗口 金屬製程處銲接組 / 林典永     07-3513121 轉 2515    dylin@mail.mirdc.org.tw

因應車輛輕量化試作需求不斷提高，以及新材料與新製程的導入；然而缺乏數位化分析回饋及

驗證手法與過度仰賴經驗法則 ( 試誤法 )，以致無法累積技術能量。

無法有效預測銲接組裝 / 熱變形問題在於本身銲裝在製程面臨鈑件銲後變形、凹陷以及孔偏移。

此外，相關業者對銲接製程變異因素掌握度的不足以及缺乏解析銲接熱變異問題之方法，造成

目前現況僅能藉以反覆的驗證、進而階段性的改善。

本技術採異種異厚鋼銲接變異分析

分析材質：鋼材→高強度鋼；鈑金厚度：0.9mm → 2.0mm

驗證防火牆模組結構銲後強度分佈 ( 弱化情況 )，變異趨勢 ( 變形、應力、應變 )，及材料相

變化 ( 組織狀況 ) 等解析，對應重組治具應用，達到銲接熱相變耦合驗證技術。

銲接熱變形預測技術→鈑金 / 結構銲接驗證分析，確認殘留應力及塑性應變，確實掌握變異

趨勢，縮短試作開發。

精度控制技術→可改善銲件翹曲變形並降低殘餘應力，並掌握接頭結構幾何 / 材料與製程參

數對銲件之影響，建立銲裝製程。

車輛零組件模組化結構、共用化結構

結合數位快速掃描量測、產學界以及整車試作開發，解析及驗證車體結構銲接熱變異問題，將

該技術授權國內車輛業者，協助輕量模組零組件產品精度變異量，同時完成銲接熱變異驗證。

1-4

問題與需求
Problems and needs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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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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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an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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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車廠尚無 Space Frame 相關碰撞模組 / 元件設計與開發能量，以至於面對國際龐大的

微型車輛市場，卻無法成為供應鏈。

針對前端開發設計，目前國內並無相關的車輛碰撞元件設計與開發，以因應少量多樣的市場需

求；且面對傳統大量生產之汽車車體，皆採用 Unibody 結構而衍生昂貴模具與加工機具等問題。

輕量化碰撞吸能結構模組採兩異質結構組合，分別為異截面鋁擠型管與波紋形液壓成型高強度

鋼殼體，結構模組碰撞吸能分析與驗證達以下規格：

結構模組尺寸 / 重量，長 * 寬 * 高 130*100*100mm，1.52kg

等效截面比吸能驗證≧ 123.1J/mm

等效截面吸能質量比≧ 6.1J/g

本技術採輕量化液壓成型，波紋高強度鋼摺疊潰縮吸能、高強度異質鋁合金管軸，向內翻捲縮

管吸能設計，並透過 CAE 衝擊試驗分析與雛形元件實體衝擊試驗，驗證複雜結構衝擊力流與

吸能效果，以達成輕量化結構，於短距車輛前艙吸收撞擊能量之設計與驗證關鍵技術。

一般乘用車、電動車、微型電動車

短距車輛結構關鍵碰撞吸能設計開發與驗證技術，鏈結利基車產業生產具備智慧化、輕量化、

少量多樣化、高安全性之微型車輛，提供台灣車輛 / 零組件廠商朝向微型四輪車輛平台發展。

車輛短距前艙吸能結構設計與驗證技術
Short-Distance Vehicle Structure Collision Energy Absorption Design Verification

聯絡窗口 製程處銲接組 / 童培鈞     07-3513121 轉 2514     tpc2016@mail.mirdc.org.tw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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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車缺乏相關碰撞法規約束，加上材料本身的剛性與強度較低，相對影響乘車人員的安全性。

有鑒於國內車廠 On Road 利基車種，目前尚無具體開發實績與研發能力，以及懸吊設計目標差

異大，故開發 Space Frame 底盤力傳遞路徑結構設計。

相對於 Euro N-CAP 重視利基車安全性；國內業者對於剛性與強度的結構及乘車人員安全保護

不足，無論在車體、懸吊硬點構皆按圖施工，尚無可因應各種不同情境設計之能力。

本中心之 Space Frame 底盤力傳遞路徑結構設計，可依不同車種與用途定義所需的強度需求。

利用 Simple Structure Surface (SSS) 力平衡法，規劃足夠保護乘員艙的力流趨勢 (Load Path)

結構強度與整車剛性需求，再以 Space frame 結構依規劃進行車體結構設計，其中包含高剛性

材料、高面積二次矩等管件等應用，使整車結構抵抗彎曲、扭轉能力上升，達到輕量化效果。

針對底盤操安性技術，利用控制臂外側硬點、轉向拉桿長度、Roll Center 高度、避震器塔硬點、

控制臂長度…等重要參數進行整車操控性調教。

國內車廠所自主開發之 L6、L7 等級之低速利基為主。

國內既有車輛零組件業者普遍習於按圖施工、缺乏設計整合能力，若能因應全球利基車 ( 如低

速微型電動車 ) 少量多樣趨勢，協同廠商加工製造能力，提升底盤結構功能性與可靠度，降低

生產成本，建構並轉型至高值化利基車產業鏈，面對於 2025 年將成長到 100 億美金的市場。

Space Frame 底盤力傳遞路徑結構設計
Space Frame Load Path Structure Design

聯絡窗口 車輛結構與系統組 / 林祐廷     07-3513121 轉 3202     ek.lin@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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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2

國內產業應用關鍵材料仍需仰賴進口，原料與製程自主性低且易受價格波動

而受限於國外，以致減損獲利空間導致阻礙產業發展。

金屬中心投入相關材料及成形製程研發，促成產業高值化與差異化。應用「輕

金屬 / 熱塑纖維複材異材自攻鉚接及膠合技術」在汽車業鋁合金與纖維複材

接合時，不會受鉚釘破壞造成接合強度不足 ;「GFRTP 局部熱成形技術」針

對大尺寸熱塑性複合材，可節省加熱能源、縮短製程時間 ; 「耐蝕高強度不

銹鋼合金熔鑄技術」更能應用在扣件業，優異機械性質外，兼具良好耐腐蝕

材料特性 ;「扣件成形模具監測技術」建立製程模具智慧損耗分析，提升扣件

模具壽命達 1.5 倍 ; 「鑄件溫度循環尺寸安定化技術」相較於工具機新開發

鑄件傳統自然時效處理，可由一年縮短至約半個月時程 ; 「 6105 鋁合金最佳

成分熔配與處理技術」可利用模擬將 T5 最高強度處理範圍，協助擠型業再

次升級。利用金屬成形相關新技術，提出高效節能，縮短製程方案，提高產

業自主與升級契機。

METAL FORMING
金屬成形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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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巴黎氣候協定、全球環保、循環經濟與運輸工具輕量化市場發展趨勢，金屬對熱塑複材成

形技術，為國際運輸工具大廠積極投入發展之關鍵項目，然而國內產業尚缺且亟需補強發展。

大尺寸之熱塑複材板在扣合處特徵需作熱成形，一般作法是整個材板作加熱後再熱成形，如此

會較耗能且大尺寸熱成形模具成本較高。

加熱溫度≦ 200℃

成形件圓角 / 厚度比≦ 3

玻纖熱塑複材之深度可達 11mm

本技術針對熱塑性複合材料可在局部特徵可作局部加熱後作區域成形，不需整體加熱後再一起

成形，因此加熱成形時間短、設計自由度高

低溫物流廂式車廂、車門、民生用特徵外殼件

在不影響其它不必加熱之區域下，可縮小及簡化模冶具設計，局部同時加熱異材接合成形區域，

有效節省加熱能源及加熱時間、提升效益。

厚度 = 1.8mm 圓角 = 5

深 6.1mm 深 9.1mm 深 11.1mm

輕金屬 / 熱塑纖維複材異材自攻鉚接及膠合技術
SPR and Adhesive Bonding Technique of Lightweight Metal and FRTP

聯絡窗口 銲接組 / 姜志華     07-3513121 轉 2518     cwkg@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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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巴黎氣候協定、全球環保、循環經濟與運輸工具輕量化市場發展趨勢，熱塑複材複合，對

金屬異材接合技術，為國際運輸工具大廠積極投入發展之關鍵項目，亦為國內產業所缺及需補

強發展之項目，開發自冲鉚接 (Self Piercing Riveting  SPR)+ 膠合 (Adhesive Bonding  AB) 複式

接合技術，有甚高之抗剪性能。 

國內運輸工具構件製造廠商，對結構用熱塑複材尚仍陌生，而亦未涉及鋁合金 / 玻纖熱塑複材

異材接合實體商用構件研製。

AA5083H321/GFRTP、SPR+AB 接合件，平均抗剪負荷達 22,046N

車體試作 1 件，尺寸為長 * 寬 * 高 : 2300mm*1515mm*1050mm，GFRTP 板件厚度平均約

2.3mm。    

首創發展 SPR+AB 複式接合技術於冷鏈物流廂式車廂車廂車體、車門應用開發。

運輸工具產業 / 低溫物流廂式車廂、車門和汽車、電動車、船舶等。

Al/GFRTP 異材接合件具高抗剪性能，具輕量化及可循環再用特性，未來可廣泛運於車體結構、

有效減輕車體重量、減低能耗。

AA 5083H321/GFRTP 異材接合及車廂車體 
實體外觀 (2300

l
mm*1515

w
mm*1050

h
mm)

GFRTP 局部熱成形技術
GFRTP Local Hot Forming Technology

聯絡窗口 金屬成形組 / 莊志宇     07-3513121 轉 2548     cissy1@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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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鋼自攻螺絲生產技術純熟，但因製程須施以熱處理及鍍鋅而有環境污染問題，沃斯田鐵系不

銹鋼具有良好耐蝕性及成型性，但材料硬度低只能用於電器家具之低強度自攻螺絲，而單一金

屬沃斯田鐵自攻螺絲，國內少數試驗用料需由日本進口，原料取得困難。

國內鑽尾螺絲業者，主要以碳鋼或麻田散鐵 (400 系 ) 不銹鋼兩種材料，以不銹鋼為桿部，銲

接碳鋼做為螺絲頭部之接合方式生產鑽尾螺絲，藉以獲得高強度、耐腐蝕性能要求。

耐蝕高強度不銹鋼材料開發，硬度達到 630 HV，透過熱處理淬火製程，機械強度可達 1756 N/

mm2，且耐蝕性達 800hr 無銹蝕。

添加 V 及 Ti 增加麻田散鐵系不銹鋼中 N 溶解度，並減少鑄件氣孔發生機率，有效提升機械強

度與硬度。

建築用一體型螺絲、離岸風機扣件、車用扣件、太陽能發電機用扣件。

透過耐蝕高強度不銹鋼材料開發，硬度達到 630 HV，透過熱處理淬火製程，機械強度可達

1756 N/mm2，且耐蝕性達 800hr 無銹蝕，可媲美國際大廠 ( 新日鐵 ) 之材料性質，即可成為

一體型鑽尾螺絲之材料，如取代進口材料，可降低一體型鑽尾螺絲製造成本達 10% 以上。

耐蝕高強度不銹鋼合金熔鑄技術
Casting Technology of Corrosion-Resistant High-Strength Stainless Steel

聯絡窗口 熔鑄組 / 蔣承學     07-3513121 轉 2562     ODALU@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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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國的工具機發展之所以仍居產業龍頭，主要就是具備長期保持精度穩定性；台灣業者若

想將其產品打入國際高階工具市場，勢必要提升材料的穩定性。

德、日高階工具機廠的鑄件鑄造完成，至少須擺放戶外一年，才會進入精加工組裝階段，目的

是為了使鑄件能藉自然環境的冷熱變異，強化鑄件尺寸穩定化卻拉長製程時間；台灣地處亞熱

帶，氣候上不利進行相同的製程，一般國內廠商從接單到出貨，只需 3-4 個月可完成，相對鑄

件尺寸穩定化較難維持。

各式需長期維持高尺寸穩定性之鑄件安定化處理。

大幅縮短傳統自然時效之時間，由原本一年以上之時間，縮短至 10 天以內。

工具機之鑄鐵結構件。

本技術特點為將熱循環處理技術應用於鑄鐵尺寸安定化上，以達到減少庫存成本、增加鑄件穩

定性、縮短製造時程之目標。

鑄件溫度循環尺寸安定化技術
Thermal Cycling Process for Dimension Stability of Castings

聯絡窗口 處理組 / 吳政諺     07-3513121 轉 3555     cywu@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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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環境變遷與高風壓等因素，高樓建築鋁帷幕結構之強度、形狀與功能要求趨嚴，目前

國內常用 AA6063 及 AA6061 鋁合金已不敷需求；國外已開始採用 AA6105 鋁合金，具有高的

強度，且較不易因熱處理變形。

AA6105 擠製成品具有可免除固溶處理、淬火敏感度低且不易變形等特性。但目前國內使用

AA6105 合金元素變異大、不穩定，而使加工成形不易控制，良率偏低。

合金成分與機械性質符合 ASTM B 221M 6105 鋁合金的規範。

本技術應用材料模擬軟體 (JMatPro) 模擬 AA6105 鋁合金不同成份的機械性質，找出 T5 處理

後的最高強度的合金成分範圍。

主要應用目標為 6105 鋁合金擠型件，但亦可應用於其他 6XXX 系列之鋁合金。

從材料端優化合金成分，配合適當的擠型參數與熱處理，穩定製程，有效提升 20% 以上良品率。

鎂矽比 (Mg/Si) 與矽 (Si) 含量對 6105 T5 強度之影響 3" 鋁擠錠

6105 鋁合金最佳成分熔配與處理技術
The Composition Optimization and Heat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6105 Aluminum Alloy

聯絡窗口 熔鑄組 / 唐乃光     07-3513121 轉 2533     tang@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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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件製程感測與監測技術應用層面越趨廣泛，致使扣件成形設備產業的製程技術朝向更穩定、

更精準的目標。本中心透過扣件成形模具監測技術的研發，來降低製程中因人工判定所產生的

誤差，有助提高成形模具壽命及穩定性。

目前扣件成形模具以生產次數計數為主，模具壽命平均約 30~40 萬，一旦發生問題 ( 沖針破裂、

沾黏、潤滑不足等 )，對模具可能會造成無法再使用的情形。

感測器：壓電感測

取樣頻率：~100KHz

監測道次：1~2 道次 ( 本技術目前以扣件最終成形製程為主 )

有別於目前國內多採用人工巡檢之成形模具監測，來確認模具品質。本技術透過成形感測特徵

訊號之管制方案，提供扣件成形模具監測技術，以協助國內廠商扣件成形模具狀態判定技術之

不足。

國內金屬扣件、鍛造成形製品、壓鑄製程等產業

鍛造力感測異常與及時模具拋光處理，可延長模具使用壽命至約 1.5 倍 (40 萬 → 60 萬次 )。而

降低不預警停機現象，可望提升產能提升 5% ( 產值提升約 700 萬元 / 台 )。

扣件成形模具監測技術
Fastener Forming Mold Monitoring Technology

聯絡窗口 智慧系統組 / 曾健明     07-3513121 轉 2643     ming@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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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BIOTECNOLOGY

CHAPTER.3

台灣醫療體系享譽全球，數位醫療產業，更是以重視服務品質、貼近個人醫

療需求為核心發展，再加上政府積極推動新興醫療產業茁壯 ，讓產業前景充

滿蓬勃生機。

金屬中心投入醫療服務品質方面，聚焦病理檢測技術精進，藉由「數位細胞

與病理影像掃描與分析技術」，可加速醫療院所病理特徵判別速度，並獲得

更精確判斷結果，不僅帶給受測者更快速解析資料，亦可減輕醫療工作人員

工作負擔 ; 另在個人醫療需求方面，聚焦「牙科骨缺損及補綴物系統技術」，

透過多種類輔助、設計軟體，建立 total solution 方案，不僅適時滿足個人客

製化需求，更能帶動台灣數位口腔復形產業發展。利用數位加值，使醫療生

技產業再進化，以更貼近人性需求，提供精準貼心完善服務，讓健康永續，

生命永恆。

醫療生技新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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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數位口腔復形產業發展處於剛起步階段，目前並無口腔骨缺損修復方面之軟體系統進行

販售，導致業者必須負擔高成本使用國外系統產品；反觀國外知名軟體業者如 Materialise，善

用併購及合作方式，積極補足其設計規劃軟體方面之缺口。

以 Materialise 為例，透過雲端系統可進行即時傳輸交流，更推出 Materialise Cloud 服務，有

效加值原先單機版服務較弱之缺點。相較於國內相關產品則處於起步階段，目前仍使用國外販

售之醫學影像軟體搭配其他 CAD 軟體工具進行相關設計規劃，既無口腔骨缺損修復方面之系

統進行販售，更無口腔復形相關之雲端服務，導致國內業者必須負擔高成本使用國外產品。

DICOM 影像處理模組

模型編修模組

影像切割模組

融合醫學影像處理功能與 CAD 直覺式設計功能，解決困難又冗長的傳統逆向設計方式，以及

因使用多套軟體搭配難以上手的問題。更新增線上瀏覽與雲端資料庫系統，使整體使用上更為

多便利與多元，透過雲端資料庫系統，可及時傳輸 DICOM 資料與進行網頁即時瀏覽，可有效

節省時間成本。

牙科 / 骨科。

有效強化國內廠商於軟體技術開發之量能，除了降低成本外，更可提升與國際之競爭力。本軟

體融合醫學影像處理功能與 CAD 直覺式設計功能，改善目前軟體設計過程複雜與難以上手之

問題，更加入線上資料庫模組，補足原先單機版於線上與雲端服務之缺口，提升整體使用便利

性。

口腔骨缺損修復軟體線上模組
Oral Bone Defect Repair Software Online Module

定位規劃模組

線上 DICOM viewer 模組

資料庫模組

聯絡窗口 醫療器材研發組 / 羅凱斯     07-6955298 轉 222     kase0118@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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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內牙科診所為患者訂製義齒，僅單一患者適用，屬醫療服務；國內目前並未將義齒納入

醫療器材規範來保障患者、加上義齒品質參差不齊，故常發生使用安全上的隱憂包括消費者難

以分辨優劣以及是否流入臨床口腔醫療機構等。

國內醫療不夠透明，一般民眾只知牙醫師卻對牙技師產業陌生；裝置口腔內假牙並無任何仿單

或說明書，造成醫療程序有問題。

包括牙技所資料管理、客戶管理（診所及牙醫師）、供應商管理、產品 / 原物料管理、收貨管

理及領料管理，或是生產管理及執行工單到整個完成出貨管理模組；系統維護手冊；系統操作

手冊。

針對牙技所做內部的追蹤專案推廣，牙技所從醫生承接牙體製造開始建置條碼，因為要做的假

牙牙體是產品，要把所有相關的資料都要詳細記錄，如牙體相關的材料、製作及品管的牙技師。

另外牙技師遵循的注意事項、SOP 操作流程，甚至醫生特別的習慣及重要的醫囑，都要隨著牙

技師操作掃（Scan）條碼一一記載，利用的是軟硬體科技建全假牙整體方案之服務，讓台灣數

位牙體業者，能將假牙製造服務擴展至全球，進而成為國際亮點。

客製化醫材產業 / 牙體

利用開發之義齒品保平台，結合條碼管控，從每個階段牙技所資料管理、產品 / 原物料管理、

收貨管理及領料管理，或是生產管理及執行工單，到整個完成出貨管理，不僅可以追溯所有牙

材及操作之牙技師，清楚掌握各項製程及管理上的環節，達到事半功倍的管理效益。

牙體補綴物品保機制與優化系統
Dental Prosthesis Quality Assurance and Optimization System

聯絡窗口 醫療器材產業服務組 / 劉曜嘉     07-6955298 轉 214     yauchia@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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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輔助影像判斷是未來醫學診斷的趨勢，目前以人工篩檢病理影像的方式，是無法應付大量

檢驗及有效率的運作。本技術本身可從中創造商機，利用電腦輔助影像分析篩選及 Web-based

平台架構。將有效的協助使用者在數位影像判斷參考且提供有善的人機操作介面。

國內大型醫院每年約 6~10 萬片子宮頸抹片篩檢，均由醫師與醫檢師以人工肉眼與手動調整顯

微鏡篩檢，人工判讀準確率約為 60%，在人力有限下，估計單日每位需判讀超過 100 片。為了

減低相關醫療人員檢驗抹片負荷量及增加可判斷依據，研發病理影像瀏覽平台作為輔助。

數位影像金字塔處理服務。

病理影像瀏覽平台，包含有平台功能：提供全景 WSI 瀏覽、影像處理調整、長度 / 角度測量

工具、註記文字嵌入、標註圈選工具等功能，額外提供線上保存與截圖輸出。

線上影像辨識服務，提供病理病變分類（6 類病變）。

此架構的影像辨識是以服務方式提供辨識接口，除了數位影像上傳判識功能可提供業界獨有的

高解析度截取方式，將整張抹片截取區塊影像判識之功能，再將及其辨識服務結果回傳。另外，

亦可提供全景瀏覽、影像處理調整、長度 / 角度測量工具、註記文字嵌入、標註圈選工具、線

上保存與截圖輸出等功能。

醫療軟體                  影像資訊產業                  醫療機關

有效的協助使用者在數位影像判斷參考、提供支援多家廠商專屬的數位影像格式，實現病理圖

層在平台瀏覽的完整性、滅少使用者對專屬硬體設備綁定的高額費用。

Web-Based 病理影像瀏覽平台
Web-Based Pathology Image Viewer

聯絡窗口 醫療器材研發組 / 曾建嘉     07-3517161 轉 6254     johnny009@mail.mirdc.org.tw

3-3

問題與需求
Problems and needs

現況
Current situtation

規格
Specification

獨特與創新
Unique and innovative

應用產業 / 產品
Applications and products

成果及效益
Results and benefits



M
ED

IC
A

L BIO
TEC

H
N

O
LO

G
Y

C
H

A
P

T
ER

3

25

國內以大型醫院為例，目前每年約有 6-10 萬片子宮頸抹片進行篩檢，由於是由醫師與醫檢師

以人眼手動調整顯微鏡進行篩檢；因人為判讀為主觀意識、加上疲勞因素及時效性的考量以至

於造成人為判讀誤差。

基於病理玻片數量日漸龐大，人工判讀對醫檢人員生理負擔過大，又因應醫療器材國產化產業

政策要求，故自主開發病理玻片數位化平台技術。

具雙數位取像病理玻片數位化系統

近距離對焦時間 (sec@20x)：≦ 0.8

使用 20x 物鏡在 15x15mm^2 範圍，平均掃描時間 ≦ 100 sec

結合醫師臨床資訊與建議以及 AOI/ICT 人才與技術基礎，開發精密病理玻片數位掃描模組，使

其單片掃描時間小於 100 秒；並建立細胞影像分析技術，電腦輔助篩檢靈敏度達 80% 以上；

在不改變現有人力下提高篩檢速度，提供醫生高效率且準確的診斷依據。

醫療器材產業，材料數位分析產業

從我國長期發展光電零組件與半導體系統產業角度來看，所衍生的 AOI 產業具備廣大光學檢測

技術量能與系統開發經驗，以 AOI 產業作為基礎，搭配學研醫技術將能順利轉型投入數位病理

系統，快速建立我國數位病理上中下游產業鏈，衍生出嶄新且新世代的數位病理產業。大幅提

升原先人工判讀準確率 60%~70% 以上。

高速數位掃描機 病理數位化系統

高速數位掃描技術
Fast Scanning Digitalization Technology

聯絡窗口 光電技術組 / 謝余松     07-6955510 轉 318     flow_hsieh@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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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技術門檻高且國內學研醫涉獵甚少，國內於數位病理系統的開發進度落後歐美國家約5~10

年時間，特別在具備自動辨識的玻片全景掃描系統。數位病理產業從過去僅需針對玻片進行掃

描數位化與資料儲檔的工作，朝向更精細的細胞特徵分析、自動病理辨識與巨量資料儲傳之趨

勢發展，目的就是滿足病理師與醫師對玻片全景影像處理、智慧型組織辨識、多平台資料串流

等迫切需求。

因應目前於子宮頸病理影像之龐大臨床資料而開發可自動辨識細胞癌化類別之技術，將可大幅

減輕病理影像診斷人員之工作量與提高辨識率。

具類別標記之數位子宮頸細胞抹片資料庫

子宮頸數位影像資料預處理模組

子宮頸液基薄層抹片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模型，使用卷積神經網路辨識 7 類細胞

(Normal、ASC、LSIL、AGC、HSIL、SCC、AIS)。

陽性陰性辨識準確度 > 90%。

國內首創建立大量數位病理液基影像資料庫，且每張影像均經過專家標記細胞癌化類別；無需

使用傳統影像處理技術分析細胞影像，而以影像資料庫透過深度學習方法建立病理細胞辨識模

型、能自動辨識細胞七類癌化病徵、降低病理醫檢師負擔。

光學檢測、醫療器材、生物科技。

本技術所開發之醫材產品整合設計、製造、檢測、法規、驗證等能量服務，協助業者減少研發

資源、縮短概念智權產生、工程設計試製、原型檢測驗證及上巿時程，促業者加快腳步，提早

進入巿場競爭，強化產業與產值效益。此技術除醫材外可擴展至 AOI 廠商及半導體製造商之產

線良率品質把關及驗證。

深度學習病理細胞影像分析系統
Cell Imaging Analysis System Using Deep Learning

聯絡窗口 醫療器材研發組 / 楊昇宏     07-6955298 轉 224     danny@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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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包含設備與終端使用業者，所採用之電漿設備，在器械運作時，對於高功率造成之硬體物

件老化，會影響產出物的品質，其中包含沈積薄膜之物性及電性品質、薄膜蝕刻深度、及形貌

等。本中心的電漿光譜檢測技術，可檢測設備現況並延伸至預測製程結果，除了有效節省製程

時間，並可降低設備維護成本。

市場現況並無相關技術，可將電漿檢測設備之檢測狀況，投射到電漿設備的操作運用；此外，

針對因高功率所造成的硬體物件老化情況，包含沈積薄膜之物性及電性品質、薄膜蝕刻深度、

及形貌等，目前皆無有效改善方法。

透過本中心電漿光譜檢測技術，有效獲得所有製程狀態下的訊息如下：

系統 (OES) 建置

電漿阻抗實部穩定性

電漿阻抗實部穩定性

電漿的能量再現性

採用 OES 儀器搭配自行設計之夾具及圖控軟體，整合為一監控系統，因監測獲得之訊息透過

人工解讀的方式並整理，再根據製程過程中所產生之氣體成份，所獲得之資訊給予使用者回饋

並鑒別所謂製程穩定性，乃至設備狀況等資訊，該工作流程係具有獨特性。

顯示器面板產業、太陽能產業、光學膜代工產業、晶圓代工產業 / 電漿沉積設備 PECVD 電漿

濺鍍設備 SPUTTER、電漿蝕刻設備等。

對於業者而言，加計本研發成果投入廠商產線後，可為其提高毛利率提升 7~15%，包含考量

產能的提升，有效節省設備維護時間與降低損壞率之因素。

電漿光譜檢測技術
Detecting Technology for Plasma Spectroscopy

聯絡窗口 光電技術組 / 葉昌鑫     07-6955510 轉 310     sin@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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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UTILIZATION

CHAPTER.4

能源短缺與減碳之議題日益關切，開發永續且乾淨之能源變得越來越重要。

以全球現況來看，新興能源投產運轉後，仍不足以供應快速成長電能消耗 ;

為了有效解決能源缺口，技術研發大多朝向「創能」與「節能」方向持續投

入，以求產出最大能效。

金屬中心近年積極投入能源相關技術發展，利用「高溫高壓之水熱液化技

術」，不僅可以將高含水率廚餘或堆肥，轉化成生質炭或生質燃油；還可以

利用「沼氣精製純化與分離製備模組技術」有效提升沼氣中甲烷氣純度，增

加沼氣發電量產出，並回收液態二氧化碳再利用 ; 甚至透過「氣、液廢熱交

換裝置」設計出獨特氣道波浪翅片，可產生高度紊流進行熱交換，消除廢氣

側堵塞，擴大熱交換表面積，大幅提升氣、液廢熱交換性能。藉由開發能源

利用新方法，將有限能源轉化無限應用潛能。

能源利用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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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國內外食品業者對於易氧化、安定性不佳之敏感性機能性成分需要創新對策，本中心研

發褐藻膠微球成形設備技術，藉由包覆技術以改善產品安定性，採低溫製程既不破壞活性，進

而延長產品保存期及品質安全性。

國內業界目前尚無褐藻膠微球成形製程與設備；國外大廠如 GeniaLab 或 BUCHI Gmbh 等，僅

提供實驗型設備，以致無法滿足國內需求。

液體機能性成分，製備成粒徑介於 1.5~5mm 之機能成分粒子，以作為膳食補充飲品或液態食

品的微細顆粒原料。

在常溫下以天然素食殼材包埋，不論是油溶性和水溶性物質皆可被包覆；若機能成分本身能耐

高溫，亦可通過滅菌釜熱消殺菌，為食品業者在保存方法中提供更安定且較長保存期。

機能性食品添加或休閒食品製造。

以褐藻膠微球成形技術為基礎，開發相關的機能成分包埋技術，短期目標能協助產業取代進口

設備，長遠目標則希望引領國內業者，投入相關創意應用研發，加值國內產業。

設備外觀 褐藻膠微粒

褐藻膠微球成形設備技術
Alginate Microsphere Forming Technology

聯絡窗口 生技能源設備組 / 李國正     07-3513121 轉 2618     batch@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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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氣精製純化與分離製備模組技術
Biogas Upgrade Using Cryogenic Technology for Methane Purific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Separation

針對國內一般畜牧業利用沼氣處理發電的設備因未對沼氣先行精煉，導致沼氣內含過多二氧化

碳；不僅降低燃燒發電的效率，更是浪費釋出的二氧化碳可資利用工業氣體。

目前國內的沼氣發電僅在處理過程中將沼氣中的硫去除，儘管保護了燃氣發電機，卻未能將多

餘的二氧化碳分離，以致於部分熱能被二氧化碳吸收，因此降低能源利用效率而產生二氧化碳

之可資利用工業氣體浪費的問題。

此模組分為沼氣增壓、熱交換、分離槽體及氣體儲存槽四大部分。甲烷提純 ( 預估甲烷氣純度

>90%)、操作溫度 :-60~-80℃、操作壓力 :3~4 MPa。

建置沼氣中之雙氣體 ( 包含 CH4 提純及 CO2 的再回收 )；提純與回收模組技術為罕見之應用，

此技術的特色在於避免額外耗材及耗大量電力及水問題、有利於沼氣精煉純化技術，透過精煉

製程分離出沼氣內之二氧化碳，可使燃燒和發電效率提升。此外，收集的二氧化碳為可再利用

之工業氣體，雙重加值且提升沼氣發電之效能。

畜牲業及氣體製造業為主。

沼氣精製低溫加壓甲烷提純與 CO2 分離模組，能有效提升沼氣中之甲烷氣純度並且可增加沼氣

發電量產出及回收液態二氧化碳再利用，本身在提純過程中不需使用任何耗材。

聯絡窗口 生技能源設備組 / 李正雄     07-3513121 轉 2637     lch@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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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 液廢熱交換裝置的低壓損設計，可消除對廢氣側堵塞的敏感性，亦可併聯多組方式安裝，

來分散微渦輪發電系統尾氣龐大的廢氣流量，相較於傳統盤管式氣 - 液熱交換器，在不影響渦

輪發電系統排氣穩定性前提下，本設計具備更好的廢熱交換性能。

傳統殼管式、板式及鰭管等傳統熱交換器已趨成熟，然而受操作壓力、溫域、效率、體積、壓

損等條件限制，僅能在既有冷凍空調、熱泵及工業製程領域應用發揮，卻未能充分支援於再生

能源中低溫廢氣或地熱蒸汽等熱能轉換應用所需要的低壓損、耐高溫、耐高壓、抗蝕等熱交換

模組需求。

工作溫域 >300℃、操作壓力 :10-140 bar、氣側壓降 <1 大氣壓 、熱媒側壓降 <102.5Pa

氣 - 液廢熱交換裝置其氣道波浪翅片設計，可產生高度紊流進行高效熱交換，有效降低空氣通

過的溫度，並消除廢氣側堵塞敏感性 ; 導入可控粗糙表面複合加工製程技術，提升熱交換表面

積，有效提升氣 / 液側熱交換性能。

氣 - 液廢熱交換裝置可安裝於，生質沼氣微渦輪發電系統尾氣排放側，進行中低溫廢熱交換應

用。主要聚焦於生質熱、地熱 / 溫泉、太陽熱、都市固體廢棄物轉換熱等各特色多元創能所需

氣熱交換 / 傳送需求。

低壓損高效氣 - 液廢熱交換裝置，可因應多元創能所需耐高溫、耐高壓、抗蝕等氣熱交換 / 傳

送需求。

氣 - 液廢熱交換裝置
Gas-Liquid Heat Exchanger

聯絡窗口 模具與精微加工組 / 劉宗鑫     07-3513121 轉 3540     inzon513@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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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式進料以及高壓管式反應器容易阻塞，為國內外相關產業面臨的問題，因此本技術利用攪

拌器，使生質物均勻受熱為反應模組設計重點，並可節省大量能源耗損，亦可避免管路阻塞。

批次式進料為目前產業界常用的製程，然對的能源損耗以及單次有限處理量等問題仍待克服。

傳統攪拌反應器為高溫、高壓容器，容器壁需有一定的厚度承受高壓；然而過度的厚壁則會使

裝置於外壁的電加熱器，須要更長時間加熱才能傳給反應器內部生質物，以致溫度的穩定調控

較困難。

進料量 30L/hr、設計溫度 400℃、設計壓力 20MPa 之連續式水熱液化系統技術。

連續式進料模組研發透過低壓、高壓泵浦組合與協同作用達成連續式高固液比漿料高壓進料。

連續式反應器研發，透過分段管式反應器設計與水平配置，並提高漿料線速度方式達成容易

清潔、維護，避免管路阻塞的反應模組。

高溫高壓過濾器、冷卻器、隔膜式壓力控制器組合與控制來維持管式反應器壓力穩定。

管式反應器由熱媒油加熱，利用比例積分控制控制熱媒油溫度、流量，使反應器溫度維持。

國內首創透過分段管式反應器設計與水平配置，並提高漿料線速度方式達成容易清潔、維護，

避免管路阻塞的反應模組。

具有高溫、高壓容器設計、使用經驗廠商。

本技術專門處理高含水率生質廢棄物，快速進料，轉化成生質燃油。一般傳統處理 1T 濕式廢

棄物將耗費約 10,000-50,000 左右處理費用；運用此技術，可妥善處理廢棄物，無須額外付出廢

棄物處理費用並可衍生出生質油販售，估算技術應用對象 ( 產品 ) 之毛利約 10%。

連續式水熱液化反應模組技術
The Continuous Stirring Reactor for Hydrothermal Liquation

聯絡窗口 生技能源組 / 陳登鑑     07-3513121 轉 2633     chentc@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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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鑽削刀具 發明 中華民國 I638645 1071021-1221124

骨植入物 發明 中華民國 I621425 1070421-1221127

椎間植入物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136 1070221-1221205

用於骨外固定裝置之阻隔結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610653 1070111-1231126

鎂合金縫合釘 發明 中華民國 I610651 1070111-1231119

用於濺鍍設備之監測方法及監測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617687 1070311-1231203

雷射加工系統及即時確認加工量的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3367 1070511-1241118

多站式磨料流動拋光加工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237 1070221-1240423

應用於旋轉電極製粉系統的電極單元及電弧單元及

組成之旋轉電極製粉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616253 1070301-1240428

用以製造不等截面擠型件之擠型裝置及擠型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1904 1070121-1241012

整直裝置與應用其之微粒生產設備 發明 中華民國 I610883 1070111-1240922

影像疊合之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8644 1070321-1250505

氣靜壓平台及其間隙調整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31289 1070801-1241203

金屬材熱處理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6537 1070301-1241118

全向輪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288 1070221-1241202

路跑虛擬社群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628609 1070701-1241206

蓄熱式燃燒器之複合蓄熱模組 發明 中華民國 I640725 1071111-1241208

具張力與邊緣調整功能之卷對卷傳輸系統及其控制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3481 1070511-1251122

植入式熱治療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617299 1070311-1241202

沖壓模組的故障偵測裝置及其偵測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7373 1070311-1250807

非接觸式軸承 發明 中華民國 I636200 1070921-1251201

非接觸式軸承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31290 1070801-1251201

除塵裝置、集塵器及集塵器的清潔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7993 1070701-1250818

電磁熱治療估測系統以及電磁熱治療估測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169 1070221-1251115

鑄造冷卻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18587 1070321-1250810

用以製造可變曲率擠型件之擠型裝置及擠型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6245 1070301-1250808

生物檢測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30386 1070721-1251124

萃取濕生物質中油脂之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8794 1070321-1250906

萃取濕生物質之設備及其高壓萃取容器 發明 中華民國 I618564 1070321-1251229

具立體形貌之駐極體薄膜的製作方法及其產品 發明 中華民國 I626854 1070611-1251123

異向性磁石製造方法及磁石製造設備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859 1070221-1251013

抽真空裝置及其多段真空切換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19885 1070401-1251002

全向輪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16356 1070301-1251012

感應式電化學加工裝置及其加工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9128 1070711-1251208

鋁擠複合構件及其製造方法、製造設備 發明 中華民國 I614067 1070211-1251107

金屬板材輥軋曲彎成形回彈補償機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622435 1070501-1251123

專利名稱 案別 國別 證書號 專利權有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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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運動平台之量測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20917 1070411-1251220

握力訓練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11824 1070121-1251018

具有散熱及排水結構之電動車電池箱殼體 發明 中華民國 I623140 1070501-1250929

微波染色設備及微波染色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2689 1070501-1251024

微粒噴頭 發明 中華民國 I626088 1070611-1251011

微粒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31985 1070811-1251025

微粒噴頭 發明 中華民國 I643680 1071211-1251024

微粒噴頭、微粒成形裝置及其微粒成形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1481 1070421-1251123

微粒篩 發明 中華民國 I621483 1070421-1251107

金屬帶材之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228 1070221-1251128

基於深度值之手勢操作方法及其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636395 1070921-1251109

具角錐結構之矽晶圓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989 1070221-1251129

設備振動分析裝置及其分析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8037 1070701-1251214

應用於射出機的射出參數設定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7421 1070311-1251205

醫學影像建模系統以及醫學影像建模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32479 1070811-1251129

熱沖壓成形之低熱傳的加熱模具及熱沖壓件成形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2491 1070501-1251215

感應式電化學加工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224 1070221-1251208

具三維空間重組調整的多功能夾治具 發明 中華民國 I618595 1070321-1251128

具負角結構部件的熱沖壓成形方法及模具 發明 中華民國 I610730 1070111-1251201

複合式自沖鉚接之接合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214 1070221-1251205

金屬鑄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1485 1070421-1251106

薄膜量測設備以及薄膜量測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9928 1070401-1251116

無人搬運系統及其操作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696 1070221-1251205

車輛馬達開關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23173 1070501-1251225

研磨加工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226 1070221-1251213

電助自行車、馬達的驅動控制裝置以及其驅動控制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6057 1070221-1251031

齒顎維持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31936 1070811-1260207

懸吊系統及其可撓控制臂 發明 中華民國 I633021 1070821-1260726

電化學加工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225 1070221-1251211

具溫控設計的坩堝裝置及其溫控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30365 1070721-1251110

口腔咬合路徑量測裝置、用於感測一口腔咬合運動

的方法、以及用於感測一
發明 中華民國 I616193 1070301-1251218

化學氣相沉積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505 1070221-1251206

製造金字塔結構的蝕刻劑及蝕刻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8261 1070311-1251206

連續式真空製程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626702 1070611-1251206

超音波輔助加工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233 1070221-1251128

用於光聲顯像裝置測試的仿生模擬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617294 1070311-1251214

具污染防治之微波腔體 發明 中華民國 I640735 1071111-1251206

雷射加工裝置及雷射加工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6260 1070301-1251208

蓄熱體之組成物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7531 1070311-1251129

專利名稱 案別 國別 證書號 專利權有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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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熱交換器、用於板式熱交換器之隔離板及隔離

板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34306 1070901-1260622

陶瓷表面改質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4228 1070211-1251128

傷口敷料組合物 發明 中華民國 I610694 1070111-1251129

適用於陽極處理的金屬加工件的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217 1070221-1251201

管件量測裝置及其量測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7786 1070311-1251212

用於放電加工機之精度預測的特徵萃取方法及預測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8021 1070701-1261105

血管支架 發明 中華民國 I615135 1070221-1251129

利用無人飛行載具對風機葉面攝影之行徑產生方

法、內儲程式之電腦程式產
發明 中華民國 I627351 1070621-1251212

矽基異質接面太陽能電池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7041 1070301-1251201

齒輪的成型裝置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4076 1070211-1251208

跑步機及其跑速控制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8555 1070321-1251207

計算類弦波之週期數目的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16661 1070301-1251213

電磁閥之密合強化結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628381 1070701-1260328

鑄液取湯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17376 1070311-1260619

光學對位設備與光學對位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3775 1070511-1260911

太陽能電池結構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5865 1070601-1260611

放電加工精度的預測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32968 1070821-1261129

馬達特性檢測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39014 1071021-1260904

輪廓量測系統 新型 中華民國 M556382 1070301-1160921

車架模組化鋼樑 發明 中華民國 I630135 1070721-1261120

用於點雲資料貼合之冗餘點偵測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5700 1070601-1260914

複合靶材 發明 中華民國 I636147 1070921-1260913

不銹鋼表面處理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29378 1070711-1260927

用以製造微粒之水相組合物 發明 中華民國 I637786 1071011-1261101

振動線棒塗佈方法及塗佈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33941 1070901-1261105

兩段式骨釘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35843 1070921-1261011

扭力板手之部分 設計 中華民國 D191354 1070701-1181029

微粒成形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34943 1070911-1261121

微粒製造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38653 1071021-1261121

緩動裝置、水渦輪發電機測試平台及水渦輪發電機組 發明 中華民國 I638945 1071021-1261122

金屬三維列印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34982 1070911-1261128

複動化成形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636838 1071001-1261127

金屬腐蝕監測系統及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36245 1070921-1261120

蓄熱式燃燒爐體之結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640737 1071111-1261121

脫除燃料油中硫化物的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634203 1070901-1261129

電鍍製程之廢液處理系統 新型 中華民國 M557747 1070401-1161114

電解沉積電鍍廢液之處理系統 新型 中華民國 M561687 1070611-1161114

增程式電動車的動力系統及其能量控制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ZL201310656283.0 1070209-1221206

車輛的 A柱結構的檢驗系統及其檢驗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ZL201310619118.8 1070427-1221128

專利名稱 案別 國別 證書號 專利權有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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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體影像的接合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ZL201410238192.X 1071204-1230529

輔助轉向機構及電動車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ZL201410705314.1 1070202-1231128

螺旋傘齒輪鍛造裝置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CN105983638B 1070626-1240126

能調整角度的多軸承載裝置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CN106181909B 1071109-1240624

複合管材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ZL201510859912.9 1070213-1241130

用於電磁屏蔽之鋁鋼金屬複合材料及其製備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ZL201510251456.X 1070907-1240517

狹縫式刮刀結構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ZL201410782311.8 1070309-1231216

三維激光掃瞄系統其彩色點雲圖像建立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ZL201410779833.2 1071204-1231215

三維牙弓貼合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ZL201610643342.4 1071026-1250808

環形釹鐵硼磁石之模具及其製作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ZL201510979026.X 1071026-1241222

具表面適應性能的線棒塗佈裝置 發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 ZL201510968438.3 1071120-1241221

廓量測系统 新型 中華人民共和國 ZL201721313038.X 1070504-1161011

障害物警告システム及びその動作方法 發明 日本 6373820 1070727-1241124

IMPLANT CARRIER, MIXING POT, AND IMPLANT 
CARRIER ASSEMBLY 發明 日本 6300876 1070309-1250927

Continuous Machining System and Machining 
Method Thereof 發明 美國 US10131009 1021106-1221122

AEROSTATIC BEARING 發明 美國 10,030,699 1070724-1231104

可變剛性防傾桿裝置 發明 美國 US10,118,457B2 1071106-1251013

建立物件輪廓影像之掃描裝置及方法 發明 美國 US10,091,493B2 1071002-1251221

STRAIGHTENING DEVICE AND PARTICLE 
PRODUCTION APPARATUS USING THE SAME 發明 美國 US9914173B2 1070313-1250224

ALARM METHOD FOR REVERSING A VEHICLE BY 
SENSING OBSTACLES USING STRUCTURED LIGHT 發明 美國 US9963069B2 1070508-1260113

OPTICAL MEASUREMENT SYSTEM, 
MEASUREMENT METHOD FOR ERRORS OF 
ROTATING PLATFORM...

發明 美國 US9891428B2 1070213-1250516

IMAGE SCANNING SYSTEM FOR TISSUE SLIDES 發明 美國 US10,095,019B2 1071009-1250904

SENSING APPARATUS AND SURGICAL 
INSTRUMENT HAVING THE SAME 發明 美國 US10,039,538B2 1070807-1241229

ERROR CORRECTING METHOD 發明 美國 US10,097,214B2 1071009-1241130

COMPUTER-IMPLEMENTED METHOD FOR 
MONITORING MACHINE TOOL BASED ON USER 
BEHAVIOR

發明 美國 10,042,351 1070807-1241231

檢測細胞受人類乳突病毒 (HPV)感染的裝置及其檢
測方法

發明 美國 US9953208B2 1070424-1250502

METHOD FOR EXTRACTING LIPID FROM WET 
BIOMASS 發明 美國 US9932539B2 1070403-1251129

PUNCHING SYSTEM 發明 美國 US10,099,331B2 1071016-1260526

微粒篩 發明 美國 10,029,280B2 1070724-1251213

齒顎維持裝置 發明 美國 US9980791B1 1070529-1260418

散熱裝置 發明 新加坡 10201610935V 1070730-1251228

冷卻裝置 發明 德國 10 2016 115 593 1070927-1250822

金屬材熱處理方法 發明 德國 102016113325 1070816-1250719

專利名稱 案別 國別 證書號 專利權有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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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類別 國別 專利證號 發明人 專利到期日

鑄造快速模具之預鑄冷卻水道成形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128062

施景祥、梁正華、蔡兆豐、

陳建仁
90/03/11~109/01/13

輕合金輪圈鑄造成形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143380 翁震杰 90/10/21~109/02/17

用於一工件表面之低沾黏表面處理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171768 林昭憲、羅萬中、邱松茂 92/02/11~109/02/02

具有結合元件之金屬薄殼件之製造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126774 郭子禎、鍾自強 90/02/01~109/01/27

金屬結合之鑄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152122 鍾福見 91/03/21~109/05/10

耐濕性二硫化鉬固體潤滑膜及其製

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189442 卓廷彬、李新中、楊玉森 92/09/21~109/06/29

低成本可液化氣體洗淨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161329 郭子禎 91/08/01~109/12/15

金屬溶液快速測渣法及其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152924
康進興、毛世傑、許傳仁、

許光良
91/04/01~110/01/19

非金屬基材表面之多層金屬鍍膜及

其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207037 劉伍健、楊玉森 93/06/21~110/06/10

旋轉傳動軸之複合成形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167826 楊俊彬、黃守成 91/11/21~110/10/10

防靜電薄膜之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27278
劉伍健、卓廷彬、李新中、

楊玉森
94/02/01~110/11/28

用於工件表面之具有低沾黏及低摩

擦之鍍膜
發明 中華民國 199489 朱繼文、羅萬中、邱松茂 93/04/11~110/11/27

用於物理氣相沉積之金屬化靶 發明 中華民國 197561
劉伍健、卓廷彬、朱繼文、

楊玉森
93/02/01~110/12/05

狹窄空間自動電弧銲接方法及其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163776 姜志華、王本智 91/09/21~110/12/24

資料庫管理及檢索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169741 吳永成、呂英誠、施博雲 92/01/01~110/12/24

可撓性印刷電路板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165617 劉伍健、楊玉森 91/10/21~110/12/11

鈦金屬表面氧化層之清除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195370 羅家軒 93/01/11~110/12/19

鋁合金材料製作煞車碟片及壓縮機

渦卷轉子之成型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195901

廖高宇、毛世傑、潘文生、

謝寶賢
93/01/11~110/12/23

無鉛銅最適用於水龍頭衛浴零配件

之製法
發明 中華民國 157317 施景祥、柯錫佳、楊國和 91/06/21~108/04/26

製造發泡鋁之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59210 唐乃光、許傳仁、許光良 95/08/01~111/09/23

硬質鍍膜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48475
朱繼文、楊玉森、羅萬中、

邱松茂
95/02/01~112/04/30

用於物理氣相沉積之金屬化銦錫氧

化物靶
發明 中華民國 195390 朱繼文、楊玉森、邱松茂 93/01/01~111/10/31

中空金屬套管成形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201043 翁震杰、賴逸林、鄭勝元 93/05/11~111/10/20

撓性管之製造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184397 小竹彰、田中鴻二 92/08/21~111/10/23

電漿電弧焊接裝置、其焊槍及波紋

管焊接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224033

吳隆佃、曾光宏、曾界彰、

謝興達
93/11/21~111/11/28

協同資源之搜尋方法與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205882
孫義偉、林勢敏、薛博文、

黃華銘
93/06/11~11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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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紋管之製造方法及該波紋管之膜

片組串接成型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201861

侯信男、曾光宏、曾界彰、

謝興達、黃仁隆
93/05/21~112/02/26

用以成型一微細導電元件之放電加

工法及其成型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230638

嚴水吉、郭佳儱、陳明源、

黃俊德
94/04/11~112/05/04

裝飾用金屬薄板 發明 中華民國 203561 張  桓 93/06/21~112/07/01

波紋管疲勞壽命測試裝置與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38887 吳隆佃、曾界彰、陳嘉昌 94/09/01~112/07/23

投射式可調變圖紋之 3D量測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225147
呂英誠、洪全成、葉光明、

薛博文
93/12/11~112/11/02

清洗基板之方法及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234817 楊勝仲、楊宗鑫、陳進和 94/06/21~112/12/30

製造具內沉孔之平板工件之方法及

實現該方法之沖壓連續模
發明 中華民國 I229636 蔡盛祺、蔡行知、黃建發 94/03/21~112/11/02

高均勻性磁控濺鍍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244109 劉伍健、卓廷彬、楊玉森 94/11/21~112/11/12

磁控濺鍍系統之可變式靶源機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223674 劉伍健、楊玉森 93/11/11~112/11/12

膠合油箱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34528
姜志華、廖英彥、王俊傑、

薛英斌、陳俊良
94/06/21~112/12/29

用於縫銲機之定位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230106 曾界彰、謝興達、黃仁隆 94/04/01~112/12/28

球閥之確動防洩結構改良 發明 中華民國 I230770 林庭凱、江文欽 94/04/11~112/12/18

液態二氧化碳洗淨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234496 柯博文、洪俊宏、郭子禎 94/06/21~112/12/30

洩漏率量測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255913 吳隆佃、林文東 95/06/01~113/06/15

一種管狀結構件之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50054
姜志華、李明富、莊志宇、

薛英斌、鄭炳國、黃建成
95/03/01~113/06/07

兩環形膜片內緣組合銲接之銲接熱

源定位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73942 吳隆佃、陳冠佑 96/02/21~113/07/29

雙色溝槽狀板片製作之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61731 張桓、莊道良 95/09/11~113/09/02

多孔形銅散熱片之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91849
廖高宇、施景祥、許傳仁、

鄭勝元
96/12/21~113/08/12

於工藝品上電鑄之方法及其產品 發明 中華民國 I262963
張瑞模、鄭勝元、陳建仁、

陳正義
95/10/01~113/07/19

用於微細加工之工具組及其製造方

法 , 及微細加工之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55747

林英傑、莊  殷、郭佳儱、

陳明源
95/06/01~113/11/21

低偏擺且易薄化之主軸馬達結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260595
吳春甫、蔡明欽、蔡明祺、

許良伊
95/08/21~113/11/25

高均勻度之雙色光檢查機 發明 中華民國 I263043
嚴水吉、林英傑、陳明源、

黃偉咸
95/10/01~113/09/20

並列式多光束掃瞄共焦量測系統與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47092

呂英誠、林長慶、洪全成、

葉光明、郭士綱
95/01/11~113/10/10

發光裝置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61324 呂金原、朱繼文、邱松茂 95/09/01~113/12/26

具有可水平旋升之鍋蓋的鍋爐組 發明 中華民國 I245874
曾坤三、林燁敏、洪啟銘、

謝幼安、賴建利
94/12/21~113/10/25

熱噴塗輔助固態攪拌合金改質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98745
廖高宇、葉俊麟、許傳仁、

鍾自強
97/07/11~113/12/29

用於雙頻雷射干涉儀之訊號處理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68456
林長慶、洪全成、葉光明、

郭士綱
95/12/11~113/12/22

用於騎乘車製造的電磁脈衝連接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73943 姜志華、汪立德、蘇子可 96/02/21~113/12/29

專利名稱 類別 國別 專利證號 發明人 專利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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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稠相流體於一基板上形成有機

薄膜之方法及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280155 李宜蓁、洪俊宏、郭子禎 96/05/01~113/12/20

應用在主動式 3D量測系統之彈性化
校正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49019
呂英誠、林長慶、洪全成、

葉光明、郭士綱
95/02/11~113/11/25

減壓裝置及具有減壓裝置之高差壓

閥
發明 中華民國 I259250 林國弘、高實祥 95/08/01~113/11/11

真空旋轉式機械引入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247855 傅俊貴、楊景富 95/01/21~113/12/29

以超臨界流體清洗基板之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239558 楊宗鑫、洪俊宏、郭子禎 94/09/11~113/12/29

模型車用鎂合金輪圈的成型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86498 廖高宇、許傳仁、謝寶賢 96/09/11~113/12/30

電子產品基材之複合成形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65764 蘇子可、鍾自強、陳冠佑 95/11/01~113/12/29

腔體接合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64339
吳隆佃、蔡登財、蘇子可、

謝興達、郭俊生
95/10/21~114/05/17

多連桿凸輪機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274658 林志浩、楊明璋、蔡行知 96/03/01~114/12/05

連續性沖鍛料帶之前置清洗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286495 陳弘毅、陳彥志 96/09/11~114/12/01

用於工件表面改質之摩擦攪拌工具 發明 中華民國 I271253 吳隆佃、陳冠佑 96/01/21~114/10/31

薄膜塗佈方法、薄膜塗佈裝置與彩

色化基板的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41547 朱繼文、莊道良、黃建龍 100/05/01~114/10/25

可摺疊之蜂巢狀結構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77511
呂金原、孫義偉、蔡貴霖、

鄭立銘
96/04/01~114/08/16

背光模組之清洗裝置及清洗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12898 李松忠、楊勝仲、鍾明道 98/08/01~114/12/06

雙層板對位運動控制系統之對位標

記設計及其影像處理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88365 張成仲、林崇田 96/10/11~114/12/06

修補平板顯示器亮點區域之系統及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24697 葉昭永 99/05/11~114/10/17

運用於潔淨圓桿工件之清洗裝置及

清洗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62826 楊勝仲、陳進和 95/10/01~114/12/06

用於金屬基材之複合成型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289083 蘇子可、鄭東辰 96/11/01~114/12/28

增加量測距離用之光感測器的有效

量測範圍的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68340

呂英誠、周榮華、薛博文、

蘇昆達、陳柏昌
95/12/11~114/12/25

可調變光源圖像的共焦式顯微成像

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279580 吳家華、呂英誠、方怡欽、

林長慶、葉光明
96/04/21~114/12/21

以複合式潔淨基板之表面污染物之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94313 楊勝仲、郭子禎 97/03/11~115/05/11

多片式燃料電池之極板結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290383 李碩仁、陳弘毅 96/11/21~114/12/21

摩擦攪拌工具及摩擦攪拌銲接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293588 謝興達、郭俊生、陳冠佑 97/02/21~114/12/22

大氣電漿噴流鍍膜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293338 李文浚、林昭憲、羅萬中 97/02/11~114/12/28

點膠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283466 徐世鈞、胡昌明 96/07/01~115/01/19

用以支撐易脆薄板物之卡匣 發明 中華民國 I279373 周政賓、陳明源、黃偉咸 96/04/21~114/12/29

高爾夫球頭及其銲接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07286 呂明賢、林志倫、楊子青、

汪立德、蔡孟修
98/03/11~115/05/11

用以升溫基材之加熱板之接合方法

及加熱板
發明 中華民國 I301780 吳隆佃、陳冠佑 97/10/11~115/10/17

具有內流道鑄件之鑄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04002 吳慶財、廖高宇、翁震杰、

賴銀瀛
97/12/11~115/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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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車碟盤之結構改良 發明 中華民國 I307386 江易儒、賴琦郎 98/03/11~115/09/05

沖床送料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00728 紀家忠、陳弘毅、陳彥志 97/09/11~115/09/06

靶源冷卻器的冷卻水路 發明 中華民國 I320806 傅俊貴、花瑞銘、謝志男 99/02/21~115/10/18

真空滑動式電引入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16969 張凱傑、楊景富 98/11/11~115/09/06

具有複合材質之煞車碟盤結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312392 陳志遠、黃金川 98/07/21~115/08/10

應用於面外位移之光學量測裝置及

其量測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292471 侯博勳、陳鵬仁 97/01/11~115/10/18

金屬板材之連續製造方法及設備 發明 中華民國 I301080 黃金川 97/09/21~115/10/02

連續模內母模傳送機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306042 杜國印、蔡添吉、蔡行知 98/02/11~115/12/27

鎂 / 鎂合金熔液之保護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09992 楊勝仲、邱雲進、郭子禎 98/05/21~115/11/02

機器人足部裝置及包含該足部裝置

之懸臂式四足機器人
發明 中華民國 I309596

李國銘、林燁敏、謝幼安、

邱振璋
98/05/11~115/12/28

電化學處理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26316 吳茂賓、楊宗鑫、洪俊宏 99/06/21~115/12/28

量測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342387
曾健明、朱志良、李佶峰、

林佑整、葉光明、鍾政英
100/05/21~115/12/25

雙激發式外包覆型微膠囊噴嘴模組 發明 中華民國 I307292
李國正、楊勝仲、王覺寬、

黃俊誠
98/03/11~115/12/19

複合研磨拋光之電極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32430 林庭凱、林裕棠、江文欽 99/11/01~115/11/30

可撓性複合研磨拋光之電極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07731 林庭凱、林裕棠 98/03/21~115/11/30

基板之加熱板之接合方法及其結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321339
吳隆佃、賴明村、郭俊生、

陳冠佑
99/03/01~115/12/12

廢液中粉體之回收系統及其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42299
吳文傑、吳瑋特、崔海平、

顏炳華
100/05/21~115/12/12

精密磨輪之成形裝置及其研磨拋光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07650

吳瑋特、崔海平、林大裕、

顏炳華
98/03/21~115/12/12

馬達模組 發明 中華民國 I323066
蔡明欽、蔡明祺、許良伊、

黃廣淼、黃建欽
99/04/01~116/01/09

馬達模組 發明 中華民國 I323067
蔡明欽、蔡明祺、許良伊、

黃廣淼、黃建欽
99/04/01~116/01/09

電子產品金屬殼件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16429
李明富、莊志宇、邱黃正凱、

鄭炳國、黃建成
98/11/01~116/05/15

在殼件表面形成縱向深度可變化的

圖案膜的成型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18935

朱繼文、花瑞銘、莊道良、

黃建龍
99/01/01~116/09/13

金屬板材之電磁成形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12299
李明富、王俊傑、蘇子可、

謝興達、鄭東辰、鍾自強
98/07/21~116/09/09

應用於濕式發色製程之殼件隔離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25831
朱繼文、莊道良、邱松茂、

黃建龍
99/06/11~116/08/29

油壓煞車總泵 發明 中華民國 I314907 賴琦郎 98/09/21~116/06/14

常壓線型電漿噴射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54513 傅俊貴、蔣啟明 100/12/11~116/09/28

精密非晶合金元件快速成形裝置及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14883

周金龍、葉雅青、蔡秉訓、

鄭憲清
98/09/21~116/10/02

金屬玻璃異形條狀材成形系統及其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37105 周金龍、葉雅青、蔡秉訓 100/02/11~116/10/11

可調整變放電空間之常壓微小電漿

流噴頭
發明 中華民國 I339143 林昭憲 100/03/21~11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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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玻璃微量液體點印針及其製造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52812

周金龍、王俊傑、葉雅青、

蔡秉訓
100/11/21~116/12/23

具內藏式冷卻流道靶材背板及其製

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22735

吳隆佃、姬俊宇、許宏旭、

賴明村
99/04/01~116/07/05

常壓電漿產生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64243 傅俊貴、羅萬中、蔣啟明 101/05/11~116/09/18

感應式後視鏡之調整控制方法及其

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313233 林燁敏、陳昌本 98/08/11~116/10/16

沖床之送料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16005 陳弘毅、陳彥志 98/10/21~116/11/06

沖床之滑塊死點位置調整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16004 陳弘毅、陳彥志 98/10/21~116/11/06

馬達 發明 中華民國 I342098
蔡明祺、許良伊、顏國智、

黃廣淼、黃建欽
100/05/11~116/12/23

高壓液位開關 發明 中華民國 I361965 郭子禎 101/04/11~116/12/24

脈衝式電泳研磨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65234
崔海平、張振暉、林大裕、

江文欽、顏炳華
101/06/01~116/12/26

複合研磨拋光裝置及其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63815 林庭凱、洪榮洲 101/05/11~116/12/20

高功率雷射二極體熱沉之陣列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58180
吳春甫、吳隆佃、楊子青、

郭興家、黃昆明
101/02/11~116/12/24

微型馬達或微型發電機之無槽繞組

定子結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349408 王心德、顏國智、黃廣淼 100/09/21~116/12/24

靶材背板之製作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33983 林志倫、連漢濱、郭俊生 99/12/01~116/12/27

發泡金屬表面處理方法及其結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336270 施景祥 100/01/21~116/12/18

3C產品殼件之壓形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15226
吳隆佃、姜志華、李明富、

林志倫、許宏旭、黃建成
98/10/01~116/12/27

動力輔助移載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25935 林崇田、楊駿明、洪國凱 99/06/11~116/12/27

金屬管接合非金屬繩體之方法及其

構造
發明 中華民國 I338750

吳明修、吳隆佃、蘇子可、

許宏旭、謝興達
100/03/11~117/08/31

兩段式上下板影像精密對位方法及

其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88945 劉冠志、張成仲、林崇田 102/03/11~117/10/01

具便利整合傳輸介面模組之工作平

台
發明 中華民國 I330117

吳文傑、林大裕、江文欽、

洪榮洲
99/09/11~117/09/17

輥輪導正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48941 曾中慶、翁文祥、蔡文銘 100/09/21~117/09/18

運動平台之空間誤差補償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87723
劉彥志、呂育廷、安乃駿、

許富銓、邱振璋
102/03/01~117/09/25

製作具表面圖紋之板材之裝置及其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51325 朱祐誼、鄭東辰 100/11/01~117/12/08

製作圖紋之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46014
朱祐誼、李榮顯、王俊傑、

蘇子可、鄭東辰
100/08/01~117/12/11

具多介面傳輸模組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69045
吳文傑、林大裕、江文欽、

洪榮洲、溫梓宏、許志成
101/07/21~117/11/03

引擎輔助啟動構造 發明 中華民國 I361248 楊宗鑫、洪俊宏、陳國豐 101/04/01~117/11/05

異質電纜線對接用之複合金屬接續

端子
發明 中華民國 I358867 江俊憲、黃金川 101/02/21~117/12/02

具有隔離層之鑄件及其製作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72674 張茂盛、蘇子可、謝寶賢 101/09/21~117/12/24

無光罩式曝光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396947 林長慶、葉光明、鄭正元 102/05/21~117/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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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式微型泵浦 發明 中華民國 I407018
吳信毅、吳文傑、江易儒、

陳國豐、顏國智、黃聰文
102/09/01~117/12/23

膨脹軸 發明 中華民國 I361166 黃俊誠、黃宏群、黃金川 101/04/01~117/12/28

噴墨裝置微型嘴 發明 中華民國 I340089 林崇田、楊駿明、洪國凱 100/04/11~117/12/18

形成金屬玻璃鍍膜的靶材及該靶材

形成之具有金屬玻璃鍍膜的複合材

料

發明 中華民國 I406964
卓廷彬、朱繼文、楊國源、

邱松茂
102/09/01~117/12/28

研磨粒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77114
崔海平、林大裕、柯俊宏、

楊子誼、洪榮洲、蔡逢哲、

顏炳華

101/11/21~117/12/30

真空連續式載台傳輸偏壓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93162 張凱傑、楊景富、許恭銘 102/04/11~117/12/29

真空機械引入模組 發明 中華民國 I378151 張凱傑、許恭銘、謝志男 101/12/01~117/12/29

液壓式扭力套筒 發明 中華民國 I341233 陳進和 100/05/01~117/12/30

定子結構與具有該定子結構的微型

馬達及其製作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88109

王靖惠、蔡明祺、許良伊、

顏國智、顏聖展、黃廣淼
102/03/01~117/08/13

壓力回饋式刮刀模組 發明 中華民國 I408055 劉冠志、洪國凱 102/09/11~118/06/15

齒輪之成形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61117 林俞廷、林志浩、鄭淙仁 101/04/01~118/05/26

金屬植入物及其表面處理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71265 施威任、林怡、郭子瑄 101/09/01~118/05/26

音叉式接觸感測裝置及其感測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404921 劉彥志、陳嘉昌 102/08/11~118/07/28

助行器 發明 中華民國 I369200
劉冠志、孫傳家、林崇田、

楊駿明、洪國凱
101/08/01~118/06/10

太陽能電池 發明 中華民國 I401812 翁敏航 102/07/11~118/12/30

化學氣相沉積製程 發明 中華民國 I407578 吳春森、翁敏航 102/09/01~118/12/30

輔助配重壓力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87690
江文欽、洪榮洲、蕭豐專、

許志成
102/03/01~118/11/12

無鐵芯繞組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97242
姚政良、王心德、王靖惠、

許良伊、顏國智、黃廣淼
102/05/21~118/12/08

導磁件成形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70029 朱祐誼、李榮顯、鄭東辰 101/08/11~118/09/16

齒顎實體模型的定位校正方法及其

治具
發明 中華民國 I385606 吳慶財、周金龍、鄭穎隆 102/02/11~118/10/07

旋轉式車門開閉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86322 林祐廷、蔡岳霖、陳志養 102/02/21~118/12/14

熱化學處理設備 發明 中華民國 I409106 洪俊宏、郭子禎 102/09/21~118/11/04

複合式馬達散熱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404307 吳信毅、簡嘉宏 102/08/01~118/11/22

軸體組設裝置與組設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83858
吳春甫、薛博文、陳政言、

馬字倫
102/02/01~118/12/06

生色裝置及其製造方法以及包含該

生色裝置之電子產品及交通工具
發明 中華民國 I415511 莊道良、華振宇、黃建龍 102/11/11~118/12/28

太陽能集熱器之管路結構及其管路

之接合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87715 姜志華、林典永、許宏旭 102/03/01~118/12/21

計步器的編碼元件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408341
施景祥、葉俊麟、鄭勝元、

陳建仁
102/09/11~118/12/30

U 型金屬管架之成型製作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93599
李政信、莊志宇、許昌裕、

邱黃正凱、鄭炳國
102/04/21~118/10/28

防滑梯具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400387 黃金川 102/07/01~11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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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複合層帶體之打包帶及其應用之

打包機
發明 中華民國 I397488 黃金川 102/06/01~118/12/24

鉛酸蓄電池極板及其應用之鉛酸蓄

電池
發明 中華民國 I384673 黃金川 102/02/01~118/12/30

具陶瓷表面之金屬刀具及其製作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95836
江俊憲、蕭志臻、黃建芯、

黃金川
102/05/11~118/12/29

攜帶式太陽能充電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412147 蔡元勛 102/10/11~118/12/21

超精密壓電定位平台 發明 中華民國 I373390
劉冠志、洪國凱、游源成、

黃加助
101/10/01~118/12/24

真空線性引入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86569 許恭銘、謝志男、黃建龍 102/02/21~118/12/17

熱電式主軸滾珠套件預壓調整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85317 簡國諭、胡博期、蔡宗立 102/02/11~118/12/30

應用於滾筒式設備之撥料機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408002 楊濟華、莊道良、高于迦 102/09/11~118/12/22

水解纖維素系統及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400248 洪俊宏、郭子禎、鄧育庭 102/07/01~118/12/28

電化學加工設備及加工方法及其電

極單元
發明 中華民國 I387499

吳文傑、林大裕、洪榮洲、

許志成
102/03/01~118/12/23

量測校準裝置及其輔助台座 發明 中華民國 I386275
吳金舫、呂育廷、莊  殷、

許富銓
102/02/21~118/12/17

電動睫毛刷 發明 中華民國 I395559
姚政良、張碧纓、王心德、

王靖惠、顏國智、黃廣淼
102/05/11~119/05/11

電動睫毛刷 發明 中華民國 I393540
姚政良、張碧纓、王心德、

王靖惠、顏國智、黃廣淼
102/04/21~119/05/31

應用於承載身心障礙者車輛之照護

系統
新型 中華民國 M393305

劉偉中、吳明 �、林宗億、

汪修斌、胡昌明、謝松良
99/12/01~109/05/06

車體 設計 中華民國 D143543 林祐廷、黃士宗 100/11/01~111/06/21

車用電池模組嵌合機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386560
吳信毅、林祐廷、蔡孟修、

黃士宗
102/02/21~119/08/16

啟閉裝置及生物質處理設備 發明 中華民國 I411477 洪俊宏、邱雲進、郭子禎 102/10/11~119/05/30

熱交換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409423
徐世鈞、李國正、林佳賓、

林國偉、江進豐、陳韋仲
102/09/21~119/10/10

醫療器材與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400100
周金龍、施威任、王鍏晴、

陳維德
102/07/01~119/09/28

人工牙根植體 發明 中華民國 I398242
潘柏瑋、王昱傑、蔡東霖、

郭獻南
102/06/11~119/08/31

具倒凹角之殼件、成形裝置及成形

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83846 何承哲、游智翔、鄭東辰 102/02/01~119/06/27

工具機及其複合式橫樑及複合式橫

樑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83859 宋新泉、汪立德 102/02/01~119/10/17

滾輪式微接觸印刷裝置及其印刷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410332
何正榮、李柏緯、林燁敏、

鄭榮偉、陳昌本
102/10/01~119/12/12

管材之液壓成形組合模具及組合模

具的調整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77999

李政信、江子欣、莊志宇、

許昌裕、邱黃正凱
101/12/01~119/10/20

電動車底盤及車體 發明 中華民國 I409188
李政信、許昌裕、邱黃正凱、

鄭炳國、黃士宗
102/09/21~119/11/29

具遠紅外線放射的結構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404627 卓廷彬、梁庭繼、葉庭魁 102/08/11~11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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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式角度量測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411761 吳金舫、許富銓 102/10/11~119/12/28

定張力捲繞裝置及其調控模組 發明 中華民國 I409207 劉冠志、林崇田 102/09/21~119/11/30

具圖樣產出之烤麵包機快速加熱裝置 新型 中華民國 M409799
劉偉中、林政瑤、胡昌明、

謝松良
100/08/21~109/11/08

承載平台 發明 中華民國 I410570 江進豐、陳怡傑、魏宏源 102/10/01~119/12/30

濺鍍設備之複合式滾筒機構 發明 中華民國 I400351
吳政諺、楊濟華、莊道良、

謝志男、高于迦
102/07/01~119/12/15

應用於真空製程之連續送料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414474
張凱傑、楊景富、許恭銘、

黃建龍
102/11/11~119/12/21

傳動軸保護裝置及其組裝方法及傳

動設備
發明 中華民國 I412671 黃俊誠 102/10/21~119/12/30

扭力板手 發明 中華民國 I395641 吳信毅、簡嘉宏、蔡岳霖 102/05/11~119/12/07

根管阻塞物移除器具 發明 中華民國 I387446
姜昱至、林峰輝、潘柏瑋、

王昱傑、郭獻南
102/03/01~119/12/06

軸心及其製作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414380 姜志華、林志倫、蔣偉仁 102/11/11~119/12/13

醫療用剪鉗 新型 中華民國 M405853 楊子賸、江冠虹 100/06/21~109/12/22

烤麵包機 ( 一 ) 設計 中華民國 D142573
劉偉中、林政瑤、胡昌明、

謝松良
100/09/11~111/10/07

烤麵包機 ( 二 ) 設計 中華民國 D142574
劉偉中、林政瑤、胡昌明、

謝松良
100/09/11~111/10/07

具安全性剎車之復健助行車 發明 中華民國 I410242
林崇田、林輝鴻、楊駿明、

洪國凱、黃加助
102/10/01~120/07/13

發泡金屬之製程 發明 中華民國 I411689 吳隆佃、郭俊生、陳金福 102/10/11~120/11/15

發泡金屬之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411690
吳隆佃、呂承祐、林典永、

郭俊生、陳金福
102/10/11~120/12/26

旋轉機構之測試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I353502
張志新、曾博義、林清安、

謝運金
100/12/01~116/12/27

振動加工裝置 新型 中華民國 M438370
呂育廷、林世楨、林惠萍、

洪宗彬
101/10/01~111/06/05

運用於起身便器之馬桶坐墊裝配結構 新型 中華民國 M411207
劉偉中、吳明峰、林宗億、

胡昌明、許建民
100/09/11~110/01/13

舉輪測重結構及其組成之床秤 發明 中華民國 I338123 吳一潔、謝松良 100/03/01~116/09/20

籠型閥改良結構 新型 中華民國 M419846 張志新、曾博義、鄭遠中 101/01/01~110/01/13

多模態轉向構造及其控制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63015
藍兆杰、詹魁元、郭芳富、

顏鴻森、黃士宗
101/05/01~117/12/30

整理取用盒與牙科橡膠圈整理取用盒 新型 中華民國 M449576 林原誌 102/04/01~111/12/10

毛囊植入器械 新型 中華民國 M452746 周哲帆、陳建良 102/05/11~111/11/28

行星齒輪組構造 發明 中華民國 I390128
藍兆杰、郭芳富、顏鴻森、

黃士宗
102/03/21~116/12/17

多模態定軸式方向盤之構造及其控

制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385090

藍兆杰、詹魁元、郭芳富、

顏鴻森、黃士宗
102/02/11~117/12/30

生理訊號量測及氧濃度補償之運動

訓練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I397408

劉偉中、吳明峯、張華洋、

李明德、李明義、林宗億、

胡昌明、蔡文偉、魏遠揚

102/06/01~120/02/10

親疏水性可轉換複合膜及其製備方法 發明 中華民國 I403413 吳臺一、黃建龍 102/08/01~118/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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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結合組件的金屬薄殼件的製造

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146094 郭子禎、鍾自強 93/03/03~110/11/06

壓縮氣體洗淨系統之流體驅動攪拌器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228143 郭子禎 94/09/21~110/12/29

膠合油箱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410031069.7

姜志華、廖英彥、王俊傑、

薛英斌、陳俊良
97/08/20~113/04/12

膠合油箱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610139374.7

姜志華、廖英彥、王俊傑、

薛英斌、陳俊良
97/11/26~113/04/12

主軸馬達結構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410096166.4

吳春甫、蔡明欽、蔡明祺、

許良伊
98/07/29~113/11/29

用以成形一微細導電元件的放電加

工裝置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510053053.0 林英傑、莊  殷 97/08/06~114/03/08

可微調式管件液壓成形沖頭機構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510083987.9

李明富、莊志宇、鄭炳國、

黃建成
97/08/13~114/07/15

背光模塊的清洗裝置及清洗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510132046.X 李松忠、楊勝仲、鍾明道 98/06/24~114/12/21

修補平板顯示器亮點區域之系統及

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510114297.5 葉昭永 97/11/26~114/10/20

運用於潔淨圓桿工件的清洗裝置及

清洗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510132047.4 楊勝仲、陳進和 98/09/09~114/12/21

以複合式潔淨基板的表面污染物的

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610083295.9 楊勝仲、郭子禎 99/12/22~115/05/31

用以升溫基材的加熱板的接合方法

及加熱板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610156381.8 吳隆佃、陳冠佑 98/08/05~115/12/29

一種運用於元件的微細尺寸機上量

測的方法及系統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610156377.1 安乃駿、莊  殷、陳勤志 98/09/09~115/12/29

連續模內母模傳送機構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710111210.8 杜國印、蔡添吉、蔡行知 101/05/30~116/06/18

馬達模塊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610167189.9

蔡明欽、蔡明祺、許良伊、

黃廣淼、黃建欽
99/05/19~115/12/26

馬達模塊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610167190.1

蔡明欽、蔡明祺、許良伊、

黃廣淼、黃建欽
100/02/09~115/12/26

電子產品金屬殼件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710198408.4

李明富、莊志宇、邱黃正凱、

鄭炳國、黃建成
100/06/15~116/12/09

具加工油槽的切削加工機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810000391.1 張文龍、莊  殷 99/09/29~117/01/08

兩段式上下板影像精密對位方法及

裝置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810176471.2 劉冠志、張成仲、林崇田 100/06/22~117/11/13

放電加工盤罩及具有放電加工盤罩

的導引眼模裝置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810185135.4

呂育廷、楊忠義、莊  殷、

許富銓
100/07/20~117/12/09

製作圖紋之裝置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810188254.5

朱祐誼、李榮顯、王俊傑、

蘇子可、鄭東辰
100/12/28~117/12/21

自動調節所需照明亮度的影像擷取

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810188842.9

曾健明、林治中、葉光明、

鍾政英
101/01/04~117/12/30

複合材料快速模具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810190264.2 吳慶財、李明富 102/02/20~117/12/31

骨骼植入物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1010105645.3

潘柏瑋、王昱傑、蔡東霖、

陳奕芩、黃怡文、黃敬傑
102/07/24~11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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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脹軸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1010000118.6 黃俊誠、黃宏群、黃金川 102/08/28~119/01/04

具有撓曲性按壓區的採樣裝置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910223675.1 謝培煥、陳敏華、黃俊維 101/11/21~118/11/22

檢測光源的選用方法及其系統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910149655.4 曾健明、林長慶、鍾政英 101/03/28~118/06/16

金屬植入物及其表面處理的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910164744.6 施威任、王鍏晴、陳琬婷 102/03/13~118/07/21

鍛壓沖頭過負荷保護裝置及具有其

的鍛壓裝置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1010156551.9 杜國印、蔡行知 102/07/24~119/04/06

無鐵芯繞組裝置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910266292.2

姚政良、王心德、王靖惠、

許良伊、顏國智、黃廣淼
102/04/17~118/12/25

U型金屬管架之成型製作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910209414.4

李政信、莊志宇、許昌裕、

邱黃正凱、鄭炳國
101/08/15~118/10/26

電化學加工裝置及加工方法及其電

極單元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910261341.3 林大裕、洪榮洲、許志成 102/11/06~118/12/21

超精密壓電定位平台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910249593.4

劉冠志、洪國凱、游源成、

黃加助
101/07/18~118/12/29

一種人體植入物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0910249594.9

朱繼文、林昭憲、楊國源、

邱松茂
102/07/03~118/12/29

手動輪椅之動力驅動裝置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1010509233.6

吳永成、薛博文、謝幼安、

黃文輝
102/09/11~119/10/13

植牙手術導板及其製作方法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1110094835.4

彭耀德、曾崇智、林建漳、

郭獻南、鄭穎隆
102/11/06~120/04/14

手術用切除裝置 發明
中華人民

共和國
ZL201110258027.7

彭耀德、林政君、郭獻南、

鄭穎隆
102/12/04~120/09/01

膠合油箱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日本 3848340
姜志華、廖英彥、王俊傑、

薛英斌、陳俊良
95/09/01~113/06/16

二氧化碳供應系統 發明 日本 4756025
李國正、楊勝仲、洪俊宏、

鄭宇舜
100/06/03~116/12/19

DEVICE AND  METHOD FOR 
MANUFACTURING A PLATE 
HAVING PATTERNS WITH A 
TUBULAR MATERIAL

發明 法國 2198987 朱祐誼、鄭東辰 101/02/08~118/09/03

SHEET METAL FORMING 
APPARATUS

發明 法國 2324939
張燦勳、王俊傑、蘇子可、

鄭東辰
101/06/06~119/06/09

濕模砂性能自動測試機 發明 美國 US6170557B1
康進興、張朝棋、曾健明、

林清富、歐裕仁、洪全成
90/01/09~108/02/11

具有結合元件之金屬薄殼件之製造

方法
發明 美國 6694594B2 郭子禎、鍾自強 93/02/24~109/12/15

具有磁力作動式閥座防漏裝置之球

閥
發明 美國 6672563B2 張嘉揚、曾錦煥、林國弘 93/01/06~110/11/20

使用於壓縮氣體洗淨系統之流體驅

動攪拌器
發明 美國 US6837611 B2 郭子禎 94/01/04~111/12/22

微陣列用點印針組 發明 美國 US6769760 B1
姜志華、王俊傑、郭獻南、

鍾自強
93/08/03~111/03/18

低偏擺且易薄化之主軸馬達結構 發明 美國 7,109,631
吳春甫、蔡明欽、蔡明祺、

許良伊
95/09/19~11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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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ABLE HONEYCOMB 
STRUCTURE AND METHOD FOR 
MAKING THE SAME

發明 美國 US7,404,428B2
呂金原、孫義偉、蔡貴霖、

鄭立銘
97/07/29~114/09/26

Motor Module 發明 美國 US7,663,279B2
蔡明欽、蔡明祺、許良伊、

黃廣淼、黃建欽
99/02/16~116/08/31

馬達模組 發明 美國 US7,888,834B2
蔡明欽、蔡明祺、許良伊、

黃廣淼、黃建欽
100/02/15~116/08/31

ELECTRONIC CASING AND 
METHOD of MANUFACTURING THE 
SAME

發明 美國 US8,020,423B2
王俊傑、蘇子可、鍾自強、

陳志遠、黃金川
100/09/20~116/12/19

電化學加工裝置及其加工方法 發明 美國 US8,268,137B2 林大裕、洪榮洲 101/09/18~117/12/22

PRESTRESS-ADJUSTABLE 
PIEZOELECTRIC GRIPPING DEVICE

發明 美國 US7,855,491B2
姚武松、林忠憲、蔡明祺、

蕭仕偉、薛博文、陳政言
99/12/21~118/07/05

A DEVICE FOR PRODUCING 
PATTERNS

發明 美國 US8,056,381B2
朱祐誼、李榮顯、王俊傑、

蘇子可、鄭東辰
100/11/15~117/12/30

模組化超音波振動加工裝置 發明 美國 US8,522,893B2 林惠萍、楊忠義 102/09/03~120/11/13

電動機之散熱裝置 發明 美國 US8,466,588B2 黃金川 102/06/18~120/07/05

COIL STRUCTURE FOR A CORELESS 
MOTOR

發明 美國 US8,502,431B2
姚政良、王心德、王靖惠、

許良伊、顏國智、黃廣淼
102/08/06~119/12/06

擠製模具 發明 美國 US8,240,181 B2 張婉琪、蔡秉訓、許志鵬 101/08/14~118/11/04

SINGLE-STAGE ZEOR-CURRENT 
SWITCHING DRIVING CIRCUIT FOR 
ULTRASONIC MOTOR

發明 美國 US8,299,747B2
洪健益、薛博文、謝耀慶、

陳政言
101/10/30~120/06/08

開口扳手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美國 US8,459,152B2 姜志華、洪博煜 102/06/11~120/09/13

籠型套組 (103.9.25盤查專利時登錄
資料 )

發明 美國 US8,490,651B2 張志新、曾博義、鄭遠中 102/07/23~120/12/20

Wheel Life Weight Measurement 
Structure & Bed Balance Thereof

發明 美國 US7,589,288B2 吳一潔、謝松良 98/09/15~116/12/12

膠合油箱及其製造方法 發明 義大利 0001356567
姜志華、廖英彥、王俊傑、

薛英斌、陳俊良
98/03/02~113/06/30

DEVICE AND  METHOD FOR 
MANUFACTURING A PLATE 
HAVING PATTERNS WITH A 
TUBULAR MATERIAL

發明 德國 60 2009 005 164.4 朱祐誼、鄭東辰 101/02/08~118/09/03

ELECTRONIC CASING AND 
METHOD of MANUFACTURING THE 
SAME

發明 韓國 10-1133814
王俊傑、蘇子可、鍾自強、

陳志遠、黃金川
101/03/29~117/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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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weld Procast

包含 鍛造、鑄造、結構、擠型、沖壓、應力等分析軟體。

2019.01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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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窗口

智慧暨系統研發服務處 ( 台中 )

服務創新發展處 ( 台北 )

模具與精微加工技術

銲接技術

鑄造技術

沖壓與精密成形技術

金屬成形技術

產品開發、機械加工、軋延技術

處理製程與設備

車輛結構與系統技術

金屬檢測技術

精密機電系統整合技術

生技能源設備技術

天然物創新應用技術

產業電子化技術

電化學加工、精密沖鍛設備開發技術、流

體控制技術

醫療器材研發

光電技術

複合醫材技術

精微系統技術研發服務

醫療產業服務

人才培訓

金屬產業研究

ISO 系列制度導入輔導等

技術與商務整合服務

管理系統驗證技術

專利諮詢

供應鏈整合推動

工業合作小組

綠色能源技術

李月修

武威宏

劉偉中

莊殷

汪立德

施景祥

魏江銘

張智銘

黃聰文

邱松茂

蔡佳濃

高雄 / 陳嘉昌

台北 / 謝松良

台中 / 陳鍾賢

邱振璋

洪俊宏

連培榮

高雄 / 蔡明岳

台北 / 陳伊誠

台中 / 郭介連

姚志宏

潘柏瑋

吳以德

曾俊傑

陳佳麟

黃博偉

龔傳智

莊允中

高雄 / 胡國信

台北 / 陳伊誠

台中 / 郭介連

林原誌

魏遠揚

魏燕伶

簡志維

劉偉中

何鎮平

07-351-3121~2360

04-2350-2169~102

02-2701-3181~110

07-351-3121~3530

07-351-3121~2510

07-351-3121~2530

07-351-3121~3510

07-351-3121~2541

07-351-3121~2450

07-351-3121~3550

07-351-7161~6410

07-351-3121~2930

02-2701-3181~500

04-2350-2169~703

07-351-3121~2620

07-351-3121~2630

05-291-8866

07-351-3121~2650

02-2701-3181~320

04-2350-2169~601

04-2350-2169~328

07-695-5298~220

07-695-5510~301

07-695-5298~241

07-351~7161~6330

07-695-5298-211

07-351-3121~2440

07-351-3121~2330

07-353-2663

02-2701-3181~320

04-2350-2169~601

07-351-3121-3308

02-2701-3181~600

07-351-3121~2392

02-2755-6157~21

02-2701-3181~110

04-2450-2169~700

07-352-8283

04-2359-6523

02-2702-9703

07-353-3307

07-353-3382

07-355-0961

07-351-1507

07-353-7530

07-353-1708

07-352-2170

--

07-353-3581

02-2708-5460

04-2359-5935

07-353-3982

07-353-9411

05-284-2804

07-354-0280

02-2325-9806

04-2350-2126

04-2350-1174

07-695-5249

07-695-5512

07-695-5247

07-353-7264

07-695-5627

07-353-3971

07-353-3978

07-352-7246

02-2325-9806

04-2350-2126

07-351-7926

02-2702-9703

07-353-4062

02-2754-6157

02-2702-9703

04-2359-5935

項目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技術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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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台中市工業區37路25號

INTELLIGENCE AND SYSTEM R&D 
SERVICE DEPT.

智慧暨系統研發服務處  台中

KAOHSIUNG HEADQUARTERS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001號

金屬中心  高雄
MEDICAL DEVICES R&D SERVICE DEPARTMENT

醫療器材研發服務處  高雄

智慧暨系統研發

服務處

N
N

服務創新發展處

橘色路線為南下方向

綠色路線為北上方向

全 台 據 點 資 訊

可移轉技術研發成果
LEADING
INNOVATIVE
TRENDS

年

[TAICHUNG]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2號6F,8F

SERVI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DEPT.

服務創新發展處  台北

[TAIPEI]

162-24, 6F, HSIN-YI ROAD, SCETION 3,
TAIPEI, TAIWAN 106, R.O.C.
TEL   02-2701-3181
FAX   02-22706-6785

(代表號)

1001 KAOHSIUNG HIGHWAY,
KAOHSIUNG, TAIWAN 811, R.O.C.
TEL   07-3513121
FAX   07-3521528
www.mirdc.org.tw

25, 37 ROAD, INDUSTRIAL AREA,
TAICHUNG, TAIWAN 407, R.O.C.
TEL   04-2350-2169
FAX   04-2350-2127

(代表號)

高雄縣路竹鄉路科五路88號3F
3F, No.88, LUKE 5th Rd., LUJHU TOWNSHIP,
KAOHSIUNG COUNTY, 82151 TAIWAN R.O.C.
TEL   07-6955298
FAX   07-6955246
www.mirdc.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