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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國家新創獎參賽項目500字內中/英文摘要重點說明。 

前言： 

  傳統上對於處理腿部內、外翻矯正的裝置大都為金屬架體所構成，一

旦穿戴，患者常表示有明顯笨重情事，更重要的是穿脫麻煩不便，

故患者的接受度較低。另外，這些矯正輔具通常盡考量或處理偏癱

側的問題，對於健側腳會與患側邊的表現有連動情事，通常無法同

時處理。因此，連動式足部側翻矯正裝置之創作目的，就在於提供

一種連動式足部側翻矯正裝置，其兼具拆裝容易、具有不同之使用

模式、特殊之連動線使左右腳在臨床治療時相互連動，與不論是內

翻或外翻均可矯正等優點。 

材料與方法： 

    連動式足部側翻矯正裝置，係包括(一)、腰帶，係具有一帶體、一

固定管體及一連動線；該帶體具有一第一扣合端部及一第二扣合端

部，該固定管體係沿該帶體分佈固定，該連動線係可滑動的設於該

固定管體內，且該連動線之兩端分別具有一連動端部，該兩連動端

部係分別伸出該固定管體之兩端；(二)、腳部固定帶，該每一腳部

固定帶係具有一對腳部扣合端部及一外接扣合端部；(三)、彈性拉

伸帶，該每一彈性拉伸帶係具有一上扣合端部及一下扣合端部。 



 

 3 

  藉此，該帶體係用以圍繞於一使用者之腰部，該第一扣合端部及該

第二扣合端部係相對扣合，使該帶體呈封閉環狀而固定於該使用者

之腰部，該使用者具有一對腳部及一對腿部，該對腳部固定帶分別

用以環繞該對腳部，該每對腳部扣合端部用以相對扣合，使相對應

之該腳部固定帶呈封閉環狀，而固定相對應之該腳部；該每一彈性

拉伸帶係螺旋纏繞於相對應之該腿部，並以該上扣合端部固定於相

對應之該連動端部，且以該下扣合端部固定於該外接扣合端部，進

而使該彈性拉伸帶對該腳部產生拉力，而降低該腳部側翻之程度 

結果與討論： 

    本創作已通過中華民國新型專利第M533974號之認可，在臨床觀察與運

用上確實可以達成健側與患側腳步距一致與增加穩定度等，惟需進一步實際

科學研究數據(如動作分析)予於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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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團隊簡介 

(一)單位簡介：請簡述 貴單位之成立、定位及發展方向等 

 

 

 

(二)研究團隊組成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電話／分機 傳 真 電子信箱 

陳明義 中山醫附設 職能治療師 21520  cmi1239@gmail.com 

      

      

 

 

 (三)研究團隊成員介紹 

1. .姓名：（中文） 陳明義（英文）Ming-I Chen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系學士 

國立陽明大學復健輔具科技研究所碩士 

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資深職能治療師 

研究領域：復健輔具、職能治療、低溫熱塑副木製造設計 

主要研發經歷或成就： 

專利：(1)、環繞式固定帶體.專利字號.M471870 

(2)、斜向雙環式固定帶結構.專利字號.M471869 

(3)、大腿外翻控制輔具.專利字號.M483780 

(4)、用於高背輪椅之頭部固定裝置.專利字號.M459198 

(5)、連動式足部側翻矯正裝置.專利字號.M533974 

  成就：中山新創獎第二屆第二名 



 

 5 

參、技術優勢 

ㄧ、關鍵特色與創新性 

   【技術理論與機轉】 

    腳部側翻，可能是病患之下肢天生不良，也可能是後天因姿勢不當，而不由自主的

側翻(可能是外翻也可能是內翻)，進而產生相當突兀、不雅的行進姿勢。    然而，傳統

的矯正裝置可能為金屬架體所構成，一旦穿戴，相當明顯且笨重，最重要的，穿脫麻煩

不便，故接受度較低。 

    【獨特性】 

本創作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連動式足部側翻矯正裝置，其兼具拆裝容易、具有不

同之使用模式、特殊之連動線使左右腳在復健時相互連動，與不論是內翻或外翻均可矯

正等優點。特別是，本創作所欲解決之問題係在於傳統腳部側翻矯正裝置可能為金屬架

體所構成，一旦穿戴，相當明顯且笨重，最重要的，穿脫麻煩不便，故接受度較低等問

題。 

    【創新關鍵與優勢利基】 

     產品應用範圍於醫療、復健及相關輔具領域，本創作包括有： 

１．一種連動式足部側翻矯正裝置，係包括：(a).腰帶，係具有一帶體、一固定管體及一

連動線；該帶體具有一第一扣合端部及一第二扣合端部，該固定管體係沿該帶體分佈固

定，該連動線係可滑動的設於該固定管體內，且該連動線之兩端分別具有一連動端部，

該兩連動端部係分別伸出該固定管體之兩端；(b).一對腳部固定帶，該每一腳部固定帶係

具有一對腳部扣合端部及一外接扣合端部；(c).   一對彈性拉伸帶，該每一彈性拉伸

帶係具有一上扣合端部及一下扣合端部；   藉此，該帶體係用以圍繞於一使用者之

腰部，該第一扣合端部及該第二扣合端部係相對扣合，使該帶體呈封閉環狀而固定於該

使用者之腰部，該使用者具有一對腳部及一對腿部，該對腳部固定帶分別用以環繞該對

腳部，該每對腳部扣合端部用以相對扣合，使相對應之該腳部固定帶呈封閉環狀，而固

定相對應之該腳部；該每一彈性拉伸帶係螺旋纏繞於相對應之該腿部，並以該上扣合端

部固定於相對應之該連動端部，且以該下扣合端部固定於該外接扣合端部，進而使該彈

性拉伸帶對該腳部產生拉力，而降低該腳部側翻之程度。 

２．腳部固定帶係圍繞於相對應之該腳部的足弓位置。 

３．一對輔助非彈性帶，該每一輔助非彈性帶係具有一上輔助扣合端部及一下輔助扣合

端部。 

４．輔助非彈性帶係螺旋纏繞於相對應之該腿部，並以該上輔助扣合端部，與該上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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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固定於同一該連動端部，且以該下輔助扣合端部，與該下扣合端部固定於同一該外

接扣合端部，進而與該彈性拉伸帶同時對該腳部產生拉力，而降低該腳部側翻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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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成熟度 

請具體說明並勾選研發進程階段(□量產 □試量產 ■雛型 ■實驗室階段 □概念 

□其它/請說明    )、已經完成之必要分析與驗證等。 

三、技術科學驗證數據 

目前已完成初步動作分析，數據解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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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商化評估 

ㄧ、商化應用之標的與潛力 

本創作為行走訓練時醫療輔具設備，所有腦傷(腦中風、腦病變與腦外傷等)患者皆為潛在

用戶。 

二、法規與查驗登記 

依 照 “ 醫 療 器 材 管 理 辦 法 ” 之 附 件 一 醫 療 器 材 之 分 類 分 級 品 項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L0030054)之規定本創作應可

劃分為編號“J.5160 醫療用束帶”通常是由布所製成的醫療器材，是藉著綁紮的方式來

支持身体其一部位或用於固定敷裹。醫療器材管理辦法中分級為“1”也就是申請報備查

驗登記即可。 

三、產製可行性評估 

本創作分為四大部份： 

１．一種連動式足部側翻矯正裝置，係包括：(a).腰帶，係具有一帶體、一固定管體

及一連動線；該帶體具有一第一扣合端部及一第二扣合端部，該固定管體係沿

該帶體分佈固定，該連動線係可滑動的設於該固定管體內，且該連動線之兩端

分別具有一連動端部，該兩連動端部係分別伸出該固定管體之兩端；(b).一對腳

部固定帶，該每一腳部固定帶係具有一對腳部扣合端部及一外接扣合端部；(c).

一對彈性拉伸帶，該每一彈性拉伸帶係具有一上扣合端部及一下扣合端部；藉

此，該帶體係用以圍繞於一使用者之腰部，該第一扣合端部及該第二扣合端部

係相對扣合，使該帶體呈封閉環狀而固定於該使用者之腰部，該使用者具有一

對腳部及一對腿部，該對腳部固定帶分別用以環繞該對腳部，該每對腳部扣合

端部用以相對扣合，使相對應之該腳部固定帶呈封閉環狀，而固定相對應之該

腳部；該每一彈性拉伸帶係螺旋纏繞於相對應之該腿部，並以該上扣合端部固

定於相對應之該連動端部，且以該下扣合端部固定於該外接扣合端部，進而使

該彈性拉伸帶對該腳部產生拉力，而降低該腳部側翻之程度。 

２．腳部固定帶係圍繞於相對應之該腳部的足弓位置。 

３．一對輔助非彈性帶，該每一輔助非彈性帶係具有一上輔助扣合端部及一下輔助

扣合端部。 

４．輔助非彈性帶係螺旋纏繞於相對應之該腿部，並以該上輔助扣合端部，與該上

扣合端部固定於同一該連動端部，且以該下輔助扣合端部，與該下扣合端部固

定於同一該外接扣合端部，進而與該彈性拉伸帶同時對該腳部產生拉力，而降

低該腳部側翻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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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術研發模式與商（產）業化現況 

■獨立研發   

□產學合作（資助企業：       企業／公司） 

□政府補助   

□已成立公司（       企業／公司） 

□已技術授權或移轉： 

□專屬（      ）   □非專屬（地區：    區） 

   □技轉廠商：        

 

五、未來預期合作對象 

醫療院所、診所與個人工作室為潛在的合作對象，另外本創作可“技轉”給醫療儀器製

作商與醫療儀器通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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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市場機會 

ㄧ、市場或臨床應用價值與效益 說明技術實用價值與評估使用者效益。 

    本創作為中風與腦外傷後之復健期行走之訓練輔具，打破目前所有輔具只處理患側

部問題，而不考量可以健側部正常動作型態協助與限制患側部的異常動作。此外，

也可以讓病患行走時有正常的步態，對於治療師而言，更可以讓治療師可以容易控

制病患的身軀，不必隨時留意個案的“安全”。 

二、市場競爭性/潛在競爭商品評估 標準品或通用技術之比較與差異分析。 

    目前固然有矯正輔具(例如矯正支架、矯正鞋)，但是，所費不貲，且使用麻煩不便，

更重要的，是走在路上相當突兀，患者使用的接受度相當低。本設計相當容易，因

此病患的接受度相對高。 

本創作為中風與腦外傷後之復健期行走之訓練輔具，綜觀目前所有行走輔具，尚無

連動性作動由健側趨動與控制患側部的輔具，市場潛力極大。 

三、市場收益評估與模式 說明技術商業應用收益模式、市場發展潛力。 

 

四、法規及臨床規範要求 

■需申請商品驗證  

□需申請上市核可  

□需進行安全性試驗  

□無  

□其他（請說明）         

 

五、預期商品化時程 

□立即可商化    ■一年內      □三年內 

□五年內      □五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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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智財保護 

一、智財保護策略 含專利、PCT、營業秘密、其他型態之智權布局等。請敘述已取得或

申請中的相關專利資料，含發明人、專利權人、專利(申請)號、權利項描述等；另此專利

之應用是否需先取得其它技術或專利之授權?請說明。 

    已通過中華民國專利“連動式足部側翻矯正裝置”專利字號.M533974，發明人陳明

義、專利權人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申請專利範圍 

１．一種連動式足部側翻矯正裝置，係包括： 

    一腰帶，係具有一帶體、一固定管體及一連動線；該帶體具有一第一扣合端部及一

第二扣合端部，該固定管體係沿該帶體分佈固定，該連動線係可滑動的設於該固定

管體內，且該連動線之兩端分別具有一連動端部，該兩連動端部係分別伸出該固定

管體之兩端；一對腳部固定帶，該每一腳部固定帶係具有一對腳部扣合端部及一外

接扣合端部；一對彈性拉伸帶，該每一彈性拉伸帶係具有一上扣合端部及一下扣合

端部；藉此，該帶體係用以圍繞於一使用者之腰部，該第一扣合端部及該第二扣合

端部係相對扣合，使該帶體呈封閉環狀而固定於該使用者之腰部，該使用者具有一

對腳部及一對腿部，該對腳部固定帶分別用以環繞該對腳部，該每對腳部扣合端部

用以相對扣合，使相對應之該腳部固定帶呈封閉環狀，而固定相對應之該腳部；該

每一彈性拉伸帶係螺旋纏繞於相對應之該腿部，並以該上扣合端部固定於相對應之

該連動端部，且以該下扣合端部固定於該外接扣合端部，進而使該彈性拉伸帶對該

腳部產生拉力，而降低該腳部側翻之程度。 

２．如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所述之連動式足部側翻矯正裝置，其中，該腳部固定帶係圍

繞於相對應之該腳部的足弓位置。 

３．如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所述之連動式足部側翻矯正裝置，其又包括：一對輔助非彈

性帶，該每一輔助非彈性帶係具有一上輔助扣合端部及一下輔助扣合端部。 

４．如申請專利範圍第３項所述之連動式足部側翻矯正裝置，其中，該每一輔助非彈性

帶係螺旋纏繞於相對應之該腿部，並以該上輔助扣合端部，與該上扣合端部固定於

同一該連動端部，且以該下輔助扣合端部，與該下扣合端部固定於同一該外接扣合

端部，進而與該彈性拉伸帶同時對該腳部產生拉力，而降低該腳部側翻之程度。 

二、研發成果與知識管理機制 

說明研發過程有關知識管理、實驗紀錄或機密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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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計畫附件 相關佐證文件影本。（如：實證或臨床數據報告、專利證書、期刊論文……） 

附件：專利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