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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人工膝關節感染後重建創新醫材 
Porous Artificial Knee Joint 

張毓翰、李炫昇、翁文能 | 長庚醫院 

多孔式人工膝關節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每年約有15,000人次置換人工膝關節。 

衛福部統計2020年台灣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後，90天內發生置換部深度感
染的機率為0.29% 

人工膝關節感染後，於第一階段清創手術時，膝關節必須保持在伸展的姿
勢，等待醫師將含抗生素的骨水泥墊片調整塑形後，植入到感染部位進行
治療。然而，膝關節長期處於伸展的姿勢會導致膝關節僵直，提高第二階
段重建手術的困難度。 

人工膝關節感染後，於第一階段清創手術使用的骨水泥無法長期負重，若
手術時間太長，反而會因骨水泥斷裂導致軟組織變形與膝關節功能喪失，
提高第二階段重建手術的困難度。 

人工膝關節感染後，於第一階段清創手術使用的骨水泥無法調整抗生素配
方，感染控制效果有限。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65151、 
中國新型專利 CN 203341865U 

以合金與超高分子聚乙烯等實體骨材取代骨水
泥墊片於清創手術時使用，防止軟組織及關節
功能因骨水泥斷裂而再次受損，且此結構可深
入骨髓腔內治療感染。 

骨材內預留之孔洞可用來填充骨水泥，由於不
需使用固定規格的墊片來植入，骨水泥中的抗
生素配方可以依照病人感染的微生物種類及嚴
重程度進行調整，強化感染控制效果。 

圖：多孔式人工膝關節結構示意 

回檢索首頁 

慢性病、骨科、退化性關節炎、人工關節、
二次手術、感染治療、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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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產後大出血急救創新醫材 
Pelvic Compression Hemostasis Kit 

鄭博仁 | 長庚醫院 

骨盆約束套組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產後大出血是指出血量達1500㏄以上，全台初估一年有120例，死亡率約
2.6％。 

中國產後大出血發生率約0.9%。 

目前臨床產後大出血急救方式第一種是將優碘稀釋液浸潤的紗布條，從子
宮腔頂部開始將子宮緊密填塞，配合宮縮劑使用，如無持續出血情形則可
取出紗布。然而，紗布因與子宮宮腔粗糙面粘連，容易發生再次出血。 

目前臨床產後大出血急救方式第二種是子宮內氣球式壓迫止血裝置，但是
只能做到局部子宮壓迫，無法全面性壓迫血管，也會讓子宮處於擴張狀態，
違反以子宮收縮抑制出血的原則，還會增加感染風險。 

目前臨床產後大出血急救方式第三種是子宮支撐裝置，尺寸大小固定，不
易配合不同體型之患者使用，且進行壓迫時，並無壓力表或相關指示裝置
來顯示合適之壓迫力量。此外，也沒有出血監測的設計可供醫護人員即時
觀察是否已確實止血。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50353、 
中國新型專利 CN 203122505U 

套組零件可依所需而設計，以適應不
同體型人士使用。 

套組不僅可全面壓迫腹部，同時可包
覆並罩住子宮，由腹部針對子宮外側
進行全面性壓迫。 

設置引流裝置於該人體之陰道及子宮
頸開口，於壓迫止血過程中，子宮內
之血液及體液可由引流裝置所形成之
連續的通道流出，護理人員可監測出
血量，以判斷止血狀況。 

劉振凰、楊志文、陳庭軒 | 工研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 

圖：骨盆約術套組作用於人體示意 

回檢索首頁 

婦科、產婦照護、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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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睡眠呼吸中止症治療創新醫材 
Negative Pressure Respiratory Muscle Training System and Method 

陳濘宏 | 長庚醫院 

負壓式呼吸肌訓練系統及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睡眠障礙學會指出：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盛行率約人口的3%，以台灣
2,200 萬人口計算，保守估計也有66萬名患者 

目前阻塞性睡眠中止症的治療方式如：持續性氣道正壓呼吸器、口內裝置
等並無法針對病人身體結構的根本問題做治療，一旦脫離上述裝置，病人
的阻塞性睡眠中止症隨時會復發。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17330 

藉由施加負壓氣流至人體之呼吸道，以作
為人體吸氣時之阻力，進而鍛鍊人體之呼
吸肌。 

藉由一回授電路量測人體之呼吸狀態，並
依據呼吸狀態而停止產生負壓氣流，以避
免人體在訓練過程中發生危險。 

藉由輸出負壓氣流至人體之呼吸道，並維
持負壓氣流之壓力，以訓練人體之呼吸肌
的耐力。 

藉由輸出負壓氣流至人體之呼吸道，並逐
漸提升負壓氣流之壓力，以訓練人體之呼
吸肌的肌力強度。 

李明義、劉家駒、林文彥、周文正 |  
長庚大學機電醫療工程研究所 

圖：負壓式呼吸肌訓練系統作用於人體示意 

圖：負壓式呼吸肌訓練系統裝置結構 

圖：負壓式呼吸肌訓練系統運作流程 

回檢索首頁 
慢性病、睡眠呼吸中止症、
胸腔、居家照護、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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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人工髖關節置換後髖臼骨缺損治療創新醫材 
Universal Interlocking Type Acetabulum Enhancer 

謝邦鑫 | 長庚醫院 

萬向互鎖式髖臼強化器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每年約有10,000人次置換人工髖關節。 

以2007年至2014年的健保登錄資料為例，醫學中心髖關節的1年與5年置
換率分別為1.21%與3.1%，高出近3倍。而再置換的手術費用，也比第一
次多出了2至3萬元。 

傳統用於治療人工髖關節手術後髖臼骨缺損的醫材為半球殼狀髖臼強化器，
其固定孔皆無內螺紋設計，完全藉由骨釘所建立的壓力固定，一旦骨釘所
建立的壓力減弱，將會使得骨釘與傳統半球殼狀髖臼強化器間產生相對運
動，因此患者于術後日常活動中，只要髖關節發生過大的內、外轉扭力，
易使傳統半球殼狀髖臼強化器與髖臼骨間產生扭轉位移，導致傳統半球殼
狀髖臼強化器產生不穩定或破壞的後果。 

透過各該螺帽及各該第一螺孔的互鎖式機
構，使各該第三曲面分別迫緊各該第二曲
面上段，可以保護強化器後側的移植骨不
受外力(load sharing)，產生極高的穩定
性，強化萬向互鎖式髖臼強化器在扭轉及
受壓情況下的起始穩定度，有效提高髖臼
二次手術的成功率以及避免患者因術後的
日常活動造成該髖臼骨與該髖臼骨植入物
的間發生鬆脫及位移；該骨釘具有可多角
度植入的特性，藉由該螺帽對該骨釘產生
的摩擦力及幾何干涉可提高該骨釘的穩定
性；該骨釘的第二曲面和該髖臼骨植入物
的第一曲面具有相同的幾何形狀，可使醫
師於植入該骨釘時較具靈活性，大幅提升
手術進行的效率。 

戴金龍 | 長庚大學機電醫療工程研究所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495839、 
中國新型專利 CN 203777104U 

圖：萬向互鎖式髖臼強化器安裝位置示意 

圖：萬向互鎖式髖臼強化器結構示意 

回檢索首頁 

慢性病、退化性關節炎、骨科、
人工關節、二次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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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預防輕度或慢性脫水之創新醫材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Detecting Dehydration 

楊仁宗、林稜傑、李一能、黃若雯 | 長庚醫院 

用於檢測脫水的方法及設備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慢性脫水容易導致白內障、腦血栓、心律不整、心肌梗塞、慢性中毒等問題，
且輕度脫水也會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影響力遍及各年齡層。 

美國每年因脫水送醫治療的人數約1.5億人，而全球相關醫療支出高達350
億美元。 

工作現場因脫水或熱傷害導致的職業災害在美國造成230億的周邊成本。 

臨床上檢測脫水的方法仍以抽血及驗尿為主，但脫水的狀況在日常生活中經
常發生，現有的檢測方法無法在日常情境中廣泛應用，及時發現脫水病人並
及早治療。 

微量非侵入性樣本採集量：利用平
躺式電極擺放設計，與傳統直立平
行擺放方式設計相比，所需檢測樣
本體積可由原本5 ml降低至10 μl 
(相差500倍)，符合臨床樣本採集可
行性及實用性。唾液、汗水等均可
作為檢測樣本。 

小體積的即時監測裝置：現場救護
人員可及早確認病人是否脫水並及
早評估救治措施。 

抗干擾物能力：與傳統導電度計相
比，本專利儀器設計可有效降低唾
液中蛋白質對於電訊號的影響。 

林致廷、高佳鴻 | 國立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51531、中國發明專利 CN 107300576B、 
美國發明專利 US 10299678、歐盟專利 EP 329021 

林明瑜、盧彥蓓、葉哲良 | 國研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圖：本專利裝置運作方式 

圖：本專利裝置外觀 

回檢索首頁 

急性症狀、居家照護、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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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提升骨折手術品質之創新醫材 
Kirschner Wire Fixation Structure 

高軒楷 | 長庚醫院 

克式鋼釘固定結構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2020年健保署統計全台因關節病變住院治療人數約38,000人。 

2016年健保署統計全台因骨折就醫人數約27萬人。 

The Lancet 統計2019年全球新增骨折病人數約1.78億人。 

一般在植入克氏鋼釘後，除了上石膏並未再施加適當的固定手段。因此，植
入的克氏鋼釘很容易因外力碰撞或患者活動產生偏移，從而對病人造成傷害。 

本發明之克氏鋼釘固定結構可對植
入一病人之至少一骨頭內的至少二
根克氏鋼釘提供一外部固定作用。 

本發明之克氏鋼釘固定結構可提供
三個軸向的調整自由度，便利至少
二克氏鋼釘之骨頭植入作業。 

本發明之克氏鋼釘固定結構可避免
植入至少一骨頭內之至少二克氏鋼
釘因外力碰撞或患者活動產生偏移
而對病人造成傷害。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572318、 
中國新型專利 CN 206138192U、
美國發明專利 US 100052133 

胡志中 |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圖：本專利作用於不同骨折部位示意 

圖：本專利作用於不同骨折部位示意 

回檢索首頁 

兒科、兒童骨科、骨科、
骨折、骨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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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提升癌症放射治療品質之創新醫材 
Apparatus And Method For Imaging Gamma Rays 

洪志宏、詹美齡 | 長庚醫院 

加馬光子偵測成像裝置與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癌症登記報告統計2019年初次診斷為癌症的人數共有121,254人。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2020年中國新增457萬名癌症病人。 

在癌症放射治療過程中，對病人的質子或重離子照射區進行監測，確認質
子束在病患體內的路徑是否需要修正，這將可縮小治療安全範圍的擴增，
提高劑量給予，進而提升腫瘤控制率與治療效果。 

臨床現行的偵測方法存在PET造影技術無法避免生物洗出效應(biological 
washout effect)的影響，而瞬發加馬光子造影技術雜訊過多、偵測用儀器
體積過於龐大等問題。 

結合PET及康普吞散射偵檢技術，製造具有量測正子互毀光子對和瞬發加
馬光子的二合一(2-in-1)偵檢系統，具有量測正子互毀光子對和瞬發加馬
光子的造影功能，一機雙用途，便利性高，且PET/PG雙功能成像融合造影
所得的資訊更可提高影像品質與質子/重離子射程驗證精準度。 

採取共用探頭以及時序式數據擷取，其優點除了節省成本之外，更可以提
升影像信雜比，其原因在於瞬發加馬光子的信號為正子互毀光子對的數十
倍，本發明透過個別量測瞬發加馬光子信號以及正子互毀加馬光子對，將
兩種數據取其長處再予融合，因此可以兼顧正子互毀加馬光子以及瞬發加
馬光子對於重建活度分佈影像的優點。 

中國發明專利 CN 107544086B 

圖：本專利裝置結構示意 

回檢索首頁 

癌症、尖端醫材、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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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提升失能人口長期照護品質之創新醫材 
Apparatus And Method For Swallow Function Detection 

王錦滿 | 長庚醫院 

吞嚥功能檢測及喉帶裝置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衛福部2018年的調查2021年的失能人口約85.5萬人，到了2025年將會突
破百萬。 

2019年主計總處統計指出，台灣女性平均壽命84.2歲、男性77.7歲，平
均失能時間，女性長達8.2年，男性6.4年。 

不論是侵入式或非侵入式的吞嚥困難評估方法，都需要在醫院醫療人員陪
同下實施之。然而大部分病患用餐時間是在家裡或照護機構由家人或照護
人員陪同。在醫院檢測出吞嚥困難反應前，病人很可能已經因此窒息或因
嗆咳引發吸入性病變，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大部分的評估系統僅能做到量測、紀錄與評估功能，無法給予最適化的吞
嚥方式推薦。 

現有穿戴型吞嚥功能檢測裝置雜訊干擾嚴重、穿戴不舒適及感測效果不佳。 

提供適合居家量測之穿戴容易且舒適之吞
嚥功能檢測器，使用者可以在家中由家人
或照護人員照顧，減少前去醫院之頻率。  

提供適合臨床使用之吞嚥功能檢測系統，
醫生可直接進行床邊評估，避免病患往返
檢驗室的負擔與不便。  

可結合雲端伺服器提供資料檢索、復健資
料、身分認證、資料下載、生理回饋訓練
計畫等功能。 

利用薄膜型壓力感測器為軟性可撓式材質，
置於喉部時，可以精準感測人體吞嚥時咽
喉收縮的相關數據，也較不會於量測時造
成局部不適，以致於影響病患的吞嚥能力。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536962、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536966 

謝萬雲、張家碩 | 長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圖：專利裝置結構示意 

回檢索首頁 

復健、失能照護、
居家照護、偵測 



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提升脊椎側彎矯正手術品質之創新醫材 
Spine Correction Apparatus 

賴伯亮、陳宗興 | 長庚醫院 

脊柱矯正裝置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全球脊椎側彎人口約占總人口數的3％。 

目前已知的生長棒系統雖能夠有效矯正脊柱側彎並提供脊柱充分的支撐力，
但植入後每4至6個月必須再次開刀進行延長手術，於生長桿處開刀，調整
螺絲以使生長棒系統延長，患者長期承受重複開刀之苦，且傷口大，感染
風險高。 

雖有可自行延長的矯正裝置，但有些結構複雜且體積過於龐大，植入患者
體內容易向皮膚外側凸出、或擠壓到組織器官，而體積較小的選擇軸心容
易斷裂的缺點。 

臨床上尚有Luque trolley及Shilla等生長桿系統可使用，利用引導脊柱生
長的方式來矯正脊柱彎曲，但其矯正效果不明顯。 

本發明之脊柱矯正套組可根據每一個患者脊柱
側彎的實際情況，組合成適當的矯正裝置類型，
再將第一桿件及第二桿件固定在患者之需矯正
區段之椎體上，隨著脊柱生長進而延長或縮短
裝置長度，在脊柱凹側延長、在脊柱凸側縮短。 

本發明之脊柱矯正裝置係由少數零件組成之簡
單結構，容易操作且應用性廣，可針對患者個
別需求而客製化出合適的矯正裝置，相對於習
知裝置不易產生機械疲勞而失效，故能長久使
用，無須經常重複開刀汰換，具有臨床可行性。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58822、中國發明專利 CN 107198560B、 
中國新型專利 CN 205758687U、美國發明專利 US 10441320 

王兆麟 |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圖：本專利裝置作用於脊椎示意 

回檢索首頁 

骨科、脊椎側彎 



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提升脛骨平台骨折二次手術品質之創新醫材 
 The Method of Design For Surgical Instruments And Guider 

詹益聖、張世昇 | 長庚醫院 

設計手術器械的方法及定位器械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2020年健保署統計全台因關節病變住院治療人數約38,000人。 

2016年骨折就醫人數約27萬人。 

脛骨平台骨折是膝關節創傷中最常見的骨折之一。目前對於脛骨平台骨折
的處理是以手術為主。若首次手術後骨折復位不完全或固定方式不恰當，
將會產生畸形癒合的情形。此情形常常合併有巨大的骨缺損、膝關節內翻
或外翻變形及膝關節不穩定，需要再次進行手術。然而當首次手術時植入
的骨板和骨釘還在體內，醫療人員不易設計手術用器械。 

提供一種能改善前述現有技術缺點的設計手術器械的方法，根據三維骨骼
模型及三維第一植入物模型，產生定位器械設計資料。 

提供一種能改善前述現有技術缺點的定位器械，適於設置於該骨骼及該第
一植入物表面，並適於導引該定位件插置於該骨骼未被該第一植入物覆蓋
處，進而使得該導引器械能透過該定位件精準地移動至預定位置，從而讓
切割的程序順利執行，不受第一次手術植入物的影響。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39409 

許啟彬、林上智 |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圖：本專利提供之設計手術器械的方法 圖：本專利提供之定位器械運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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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提升骨質疏鬆修復手術品質之創新醫材 
 Bioresorable Synthetic Bone Graft 

賴伯亮、吳佳容 | 長庚醫院 

可被生物吸收的合成骨植入物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50歲以上女性每3位就有1位、男性每5位就有1位會因骨鬆而骨折。 

大部分生物陶瓷骨植入物釋放鈣離子的速率過快。因骨質疏鬆症所導致的
骨折處或骨中的創傷處通常需要數月的時間才能再生或癒合，但目前大部
分的生物陶瓷骨植入物降解之速度較骨生成所需的時間快。如此可能導致
不完全的骨生成，因而使骨組織的強度下降。 

以燒結的方式最佳化生物陶瓷材料釋放鈣離子的速率，及在因骨質疏鬆而
導致的骨折處釋放抗骨質疏鬆的制劑皆為理想的技術手段。因此，本專利
旨在提供一種經燒結的生物陶瓷材料，其具有較慢的釋放鈣離子速率，且
在植入骨中時釋放至少一種抗骨質疏鬆的制劑，以調控骨再生作用。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52075 

段維新、張曼蘋、許秀菁 |  
國立台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圖：本專利骨材植入大鼠頭骨後之X光影像 
圖：本專利骨材植入大鼠頭骨

24個月後之X光影像 

對照之一般骨材 對照之一般骨材 本專利骨材 
本專利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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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提升脊椎側彎矯正手術品質之創新醫材 
The Pedicle Screw System With Single Plane Motion And Axial Rotation 

賴伯亮 | 長庚醫院 

具單平面活動與軸向旋轉功能之椎弓螺釘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全球脊椎側彎人口約占總人口數的3％。 

目前臨床上最常使用椎弓根螺釘系統進行脊椎側彎之矯正，依結構的不同
可分為單軸向及多軸向椎弓根螺釘兩大類。其中，多軸向椎弓根螺釘由於
螺絲頭的部分提供了多軸向的活動，使得手術進行時，較易與矯正桿進行
組裝，並且接合部位較不會產生應力集中的情形。多軸向椎弓根螺釘在矢
狀面以及冠狀面能夠達到良好的矯正率，但在軸向面的矯正卻不如預期。 

相反的，單軸向椎弓根螺釘有更好矯正效果，並且在軸向面可以達到椎體
去旋轉的效果。但是單軸向螺釘與矯正桿組裝困難且易產生椎體骨折，一
直是臨床上難以克服的問題，並且容易產生額外應立集中等情形。 

另外，利用椎弓根螺釘系統融合術治療脊椎側彎或其他脊椎退化性疾病時，
也會有螺釘鬆脫、螺釘拔出、術後脊椎復位丟失等併發症。 

提供一種椎弓螺釘結構，其固定座
體可上下調整角度，利於連接桿置
入，且不管螺釘軸桿植入深度為何，
都可將固定座體與連接桿接合之缺
口朝向上下方，螺釘軸桿能限制於
軸向面之活動，以利於椎體去旋轉
矯正手術進行。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39410、美國發明專利 US 10918417 

林峻立、劉柏毅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圖：本專利裝置作用於脊椎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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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提升脊椎手術品質之創新醫材 
Guiding Apparatus for Minimally Invasive Pedicle Screws Insertion 

蔡宗廷 | 長庚醫院 

椎弓根螺釘微創定位裝置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椎弓根釘被廣泛地應用於脊椎固定的治療，而美國NCBI統計則指出，全美
一年約有90萬人接受脊椎手術。 

現有椎弓根釘植入手術的導航系統十分昂貴，多數醫院還是藉由在手術中
不斷拍攝電腦斷層影像，來確認骨釘植入位置的正確性。然而，上述流程
不但讓手術團隊及病人長時間曝露在輻射中，其影像與醫師實際見到的手
術視野也有很大的落差，需要醫師憑經驗判斷。一旦骨釘植入位置錯誤，
周遭的肌肉、血管及神經也會跟著受損，對病人造成更大的傷害。 

以病人的電腦斷層影像重建脊椎3D
模型，並設計手術導板。 

醫師於手術中沿著3D列印之導板預
留之通道，即可快速植入骨釘。 

使用本專利產出之導板植入骨釘可
大幅縮小傷口面積，避免損傷周遭
肌肉、血管及神經。 

美國發明專利 US 10603085 

胡志中 |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圖：本專利手術導板作用於脊椎表面示意 圖：本專利手術導板結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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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提升骨釘植入手術品質之創新醫材 
Bone Pin Guiding Structure 

翁凌睿 | 長庚醫院 

骨釘導引結構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2020年健保署統計全台因關節病變住院治療人數約38,000人。 

2016年骨折就醫人數約27萬人。 

現有骨釘植入手術還是藉由在手術中不斷拍攝X光影像，來確認骨釘植入位
置的正確性。然而，上述流程不但讓手術團隊及病人長時間曝露在輻射中，
其影像與醫師實際見到的手術視野也有很大的落差，需要醫師憑經驗判斷。
一旦骨釘植入位置錯誤，周遭的肌肉、血管及神經也會跟著受損，對病人
造成更大的傷害。 

在骨釘植入手術中提供一精準的骨釘導引機制以確實固定骨折部位。 

藉由一定位穿孔區提供複數個骨釘植入微調位置。 

降低因人為錯誤而產生的骨釘插拔次數，以避免對骨折部位造成二次傷害。 

中華民發明專利 I634867、 
中國新型專利 CN 208435780U 

胡志中 |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圖：本專利裝置作用於足部手術示意 圖：本專利裝置結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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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提升胸甲穿戴舒適度之創新醫材 
Adjustable Respirator Shell 

王圳華 | 長庚醫院 

可調式胸甲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每年因慢性肺阻塞病變死亡人數超過5,000人，臨床上可透過穿戴胸
甲的方式延緩病情。 

胸甲的尺寸雖有很多，但因為其構型的關係，常常會有貼附性的問題，影
響負壓呼吸治療時的壓力形成效果。 

因為其材質的關係，長期使用胸甲後會導致與軀幹接觸的部位斷裂，尤其
是包覆在軀幹腋下兩側的部位。 

藉由包含有氣墊之緩衝件設計，使接觸部透過緩衝件與人體軀幹接觸，可根
據穿戴者之體型充氣以提升密合度，並能同時解決胸甲邊緣易於破損的問題。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78198、 
中國發明專利 CN 109833186A、 
美國發明專利 US 10940083 

陳廷軒、蘇忠信、李若屏 | 工研院 

圖：本專利裝置作用於人體示意 

緩衝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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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操作簡便且可大幅降低早產發生率之創新醫材 
Device, Instrument And Belt For Tightening Cervix 

用於約束子宮頸的裝置、其器械及其束帶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在台灣，國民健康署統計每年約8%至10%的新生兒是早產兒。 

中國衛計委統計全中國新生兒早產發生率約7%。 

美國CDC統計全美早產發生率約10%。 

目前預防早產的第一種方式需要孕婦麻醉後進行子宮頸環紮手術，不但對
胎兒發育造成負面影響，更容易造成感染而導致流產或死胎。 

另一種不需手術的子宮托裝置需要孕婦長期住院才可使用，且經臨床證實
對預防早產效果十分有限。 

結構簡單、操作方式簡單，可在門診施行、不需要外科手術、不需要麻醉、
不需要住院，可提高孕婦的接受度，並大幅降低早產發生機率。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72131、 
中國發明專利 CN 109925033B、 
美國發明專利 US 10918414、US 20210128199A1 

圖：本專利裝置結構示意 

鄭博仁 | 長庚醫院 楊志文、陳庭軒、劉振凰 | 工研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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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多種心律調節治療合併血流封阻之創新醫材 
Cardiac Pacing Device And System 

心律調節裝置及心律調節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JACC統計指出，2019年全球心血管疾病案例數已超過5億人。 

2020年美國心律調節器市場整體營收達15億美金。 

現有心律調節器無封阻功能，且不同心律不齊的問題需由不同調節器治療，
若病人有合併不同心律不齊症狀，則配戴調節器的治療效果有限。 

藉由設置於心臟同一側之心房與心耳之間的第一心律調節裝置進行心律調節，
除可減少以往設置於心室內異物留滯感，還能封閉該心房與該心耳的該連通
開口，而阻斷由心房流向心耳的血流。 

藉由搭配設置於心臟右心房的第二心律調節裝置以及透過該主控裝置適時驅
動該第一心律調節裝置或第二心律調節裝置，實現心房與心室按實際需求進
行起搏的作業，而提供依據單腔或雙腔速率做出反應的緩脈節律、連續性雙
心室節律與心房頻脈心律不整的治療。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96476、中國發明專利 CN 110314282A、 
日本發明專利 JP 2019181177A、JP 2021130022A、 
美國發明專利 US 20190299011A、 
歐盟發明專利 EP 3549634A 

圖：本專利裝置於人體內運作方式示意 

褚柏顯 | 長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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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可於低溫常壓之大氣環境中製備之高純度水溶性量子點材料 
Two-Phase Preparation Method for Water-Soluble Quantum Dots 

製備水溶性量子點材料之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全球量子點材料的主要供應商Nanosys預估2026年全球量子點材料產值可
達110美元。 

目前量子點材料需要在高溫高壓的鈍氣環境中生成，且製備過程需要使用
大量昂貴的溶劑和還原劑，導致產量低且成本居高不下。 

量子點材料投入到生醫領域使用時，還需要在高溫高壓的鈍氣環境中多次
加工，過程中除了需要高價溶劑，還會產生多種劇毒物質。 

可在大氣、常壓及低溫的環境下，
使用一般的玻璃反應槽體，在不需
要還原劑及大量的高沸點有機液體
的反應物的狀況下，利用調控反應
及製程條件來製備高純度水溶性量
子點材料，不僅可以大幅簡化製程
的程序與時間，提升量子點材料的
生產效率，同時還能達到降低生產
成本及製程危險的效果。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04108 

圖：本專利製備流程示意 

傅再生 | 長庚醫院 盧信冲、吳孟芸、藍立璿 |  
長庚大學化工與材料工程工程學系 

圖：本專利生成之量子點材料 
(250KX TEM相片) 

圖：本專利製備之量子點材料成品(白光及紫外光照射) 

回檢索首頁 

尖端醫材 



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簡便移除心血管斑塊之椎狀螺旋結構創新 
Catheter Device 

導管裝置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JACC統計指出，2019年全球心血管疾病案例數已超過5億人。 

台灣心導管醫材市場產值約3,000萬台幣，中國市場產值約20億台幣。 

現有心導管表面為平滑的結構，如果在血管中發現阻塞血流的斑塊，平滑
的結構幾乎無法移除這些阻礙。 

於導管表面增設椎狀的螺紋區段，
可以用於清除鈣化的血管斑塊。 

增設導管鞘套螺紋結構，可於鑽
鑿血管斑塊時提供支撐點，同時
避免在移除導管時造成血管損傷。 

日本新型專利 JP 3220573U 

圖：本專利裝置應用於人體血管之情境示意 

褚柏顯、李信賦 | 長庚醫院 

圖：本專利結構於心導管上的相對位置 

回檢索首頁 

慢性病、心臟科、心臟慢性病、
冠狀動脈阻塞 



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提升視網膜剝離手術後復健效率之創新醫材 
Eye Rehabilitation System 

眼部復健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視網膜剝離盛行率約每十萬人有十五至十七人，2018年因視網膜剝離接受
手術之病人數超過6,000人。 

對於進行視網膜剝離手術後，患者是否遵照醫囑讓臉部盡量趴著以利於復
健，一直是困擾醫生之問題。(1)患者是否有趴著？(2)患者臉部趴著的位
置與姿勢；(3)每次或每天總共趴多久？等都是影響復健結果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知，若能有效監控或追蹤患者的復健流程，不僅有助於患者復原，
更有助於醫生診斷及提供建議。 

提供裝設有壓力感測器的枕頭來感測患者的使用情況，並透過感測值來判
斷使用者趴著的位置、姿勢及復健時間長度。而前述資訊可在復健過程中
或結束後提供給使用者了解，亦可回傳給醫師以方便追蹤患者的眼部狀況。
此外，透過大量數據收集及分析，還能進一步推論適於不同患者的最佳姿
勢及最佳復健時間長度，有助於患者復原。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04108 

吳為吉 | 長庚醫院 黃有評、林伯軒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圖：視網膜剝離術後病人以俯臥姿勢
復健之成效 圖：安裝於復健枕之感測器及配套行動監控界面 

回檢索首頁 

眼科、視網膜、復健、偵測 



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提升脊椎手術品質之創新醫材 
Guiding Apparatus for Minimally Invasive Intervertebral Disc Surgery 

廖振中 | 長庚醫院 

經皮內視鏡椎間盤定位裝置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聯合報統計2019年全台確診頸椎椎間病變人數接近20萬人，脊椎融合術及
椎間盤切除手術量合計約13,000件。 

衛福部統計2020年因脊椎病變就醫者約98萬8千人。 

現有椎間盤手術的導航系統十分昂貴，多數醫院還是藉由在手術中不斷拍
攝電腦斷層影像，來確認椎間盤手術切口位置的正確性。然而，上述流程
不但讓手術團隊及病人長時間曝露在輻射中，其影像與醫師實際見到的手
術視野也有很大的落差，需要醫師憑經驗判斷。一旦切口位置錯誤，周遭
的肌肉、血管及神經也會跟著受損，對病人造成更大的傷害。 

提供多個不同方位的手術器械導引路徑方便手術的進行，從而縮短手術時間。 

使用本專利裝置進行手術可大幅縮小傷口面積，避免損傷周遭肌肉、血管及
神經。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72119、 
中國新型專利 CN 211094770U 

胡志中 |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圖：本專利手術導引裝置作用於脊椎表面示意 

回檢索首頁 

骨科、脊椎、手術定位 



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簡化外科手術縫合流程之創新醫材 
Surgical Anastomostic Assistance Device And Preparation Process 
Thereof 

外科手術縫合輔助裝置及其製造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2019年，衛福部統計台灣全年手術次數總計217萬6,858次，平均每天約
6,903件。 

手術的縫合和管腔(消化管、泌尿管及血管)的吻合依靠外科醫師的判斷。
故要作一個對稱且完整的吻合更是困難。 

傳統在進行外科手術的過程中，由於傷口的位置往往非常細微而不好找到
縫合針線的進針位置，且在縫合過程中往往需藉由醫師的經驗來穩定針線
的固定位置，避免針線有不對稱及彎曲的情形，造成醫師在縫合過程中需
全神貫注，耗費精力與體力。 

本專利裝置可使用於外科手術縫合中之管腔固定並且藉由複數方向性開
口，限制縫合針線的穿過來達到穩定縫合的效果。 

本專利裝置進一步包含一方向指示器，可以幫助手術者找到合適進針位
置，加強縫合效果，並且藉由指示方向，可以避免扭轉、不對稱或是折
彎之情形。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22865 

圖：本專利裝置於縫合中使用過程示意 

廖健宏、葉大森、陳芝琪 | 長庚醫院 

圖：本專利裝置結構示意 

回檢索首頁 

手術定位 



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84437、 
中國發明專利 CN 110856676B、 
美國發明專利 US 11045347、US 20210290427A1 

全球獨創之內置式造口創新醫材 
Artificial Stoma Device 

人工造口裝置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癌症登記報告統計指出：2019年全台結腸、直腸、乙狀結腸連結部及
肛門癌症(通稱大腸癌)病人新增約22,000人，約6,400人因上述癌症死亡。 

大腸癌病人約30%需要接受腸造口手術，而健保署統計2018年全台約
9,000人接受此手術。 

臨床常見的外接式造口袋有限制身體活動程度、容
易滲漏、與人體之接觸面易引發皮膚過敏或感染、
肥胖者無法安裝、傷口裸露引發病人恐懼等問題。 

臨床常見的造口袋也不適用於暫時性造口手術。 

藉由實心單元與空心單元相互連接而完成安裝的設
計，內置於病人體內，解除對日常活動的限制且不
論體型胖瘦皆可使用，更減少傷口裸露引起的不安。 

盛裝排泄物不需接觸皮膚表面，無滲漏或引發感染
的疑慮。 

手術方式重新設計後，暫時性的造口亦可使用。 

盧建璋 | 長庚醫院 

圖：本專利裝置結構示意 

圖：本專利裝置安裝流程 

回檢索首頁 

癌症、大腸直腸癌、居家照護 



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提升失能人口長期照護品質之創新醫材 
A Tool to Measure The Strength And Speed of Jaw Opening 

王錦滿 | 長庚醫院 

下頷張合力量與施力穩定狀態檢測裝置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衛福部2018年的調查2021年的失能人口約85.5萬人，到了2025年將會突
破百萬。 

2019年主計總處統計指出，台灣女性平均壽命84.2歲、男性77.7歲，平
均失能時間，女性長達8.2年，男性6.4年。 

臨床常見的各種下頷張力量測方法，必須藉由人工管理來記錄及比較治療
前後的量測結果，而且也無法提供累計功能等有助於長期診斷或訓練。 

受測者藉由止滑塊可以在進行張口動作時，將下頜傳達到止滑塊上的壓力，
較精準地被該壓力感測器接收，使得檢測較為精準。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03941 

謝萬雲 | 長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圖：專利裝置外觀示意 

圖：專利裝置量測數據介面示意 

回檢索首頁 

失能照護、偵測 



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提升失能人口長期照護品質之創新醫材 
Safety Protecting Structure For Orbital Blowout Fracture Reconstruction 

廖漢聰 | 長庚醫院 

眼眶底骨破裂性骨折重建之防止眼球破裂的
安全裝置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每年約2,000人需眼眶底骨破裂性骨折重建手術或眼眶重建手術。 

當眼睛之眼眶底骨上設有鈦網後，若該眼球受到過大外力衝擊，則眼球和
鈦網之間可能會產生過大的衝擊力，而使眼球破裂。 

可在該眼睛之眼球因受外力而衝擊該裝置的一片狀本體時，若衝擊力過大，
片狀本體的邊框會斷裂以大幅降低眼球所受到的衝擊力。 

可藉由一簡便的金屬沖壓製程實現。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06774 

胡志中 | 明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圖：專利裝置外觀示意 

回檢索首頁 

整形外科、顱顏手術、骨折 



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599626、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202142194 

提升脊椎手術品質之創新醫材 
Non-Conductive Bone Nail 

防導電骨釘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聯合報統計2019年全台確診頸椎椎間病變人數接近20萬人，脊椎融合術及
椎間盤切除手術量合計約13,000件。 

衛福部統計2020年因脊椎病變就醫者約98萬8千人。 

在進行後側方椎孔間融合手術時，需要將具有螺紋的骨釘自脊椎後側方植入
椎骨中用以固定該椎間融合器，考慮到機械強度與生物相容性等問題，該骨
釘通常由金屬材料構成，且手術而造成的肌肉傷口會產生損傷電流，因此當
該骨釘植入脊椎並與脊椎接觸時，該些損傷電流會通過該骨釘導入脊髓中，
因此對位於脊髓中的脊神經產生刺激而產生神經性放電，此時患者會感受到
如觸電般持續性地疼痛，此種疼痛會沿著神經自其中一隻腿向下傳遞，而使
患者的腿部肌肉感到麻木或無力，導致需要再次進行手術取出該骨釘或導正
該骨釘的位置。 

根據統計，骨釘作為植入物植入人體後，發生錯位的機率高達10%以上，因
此當骨釘的位置稍微偏移時，骨釘本身的螺紋會穿透脊骨進而壓迫位於脊髓
處的脊神經，而使脊髓產生神經性放電，此時患者亦會感受到持續性地疼痛，
且此為神經性損傷，容易造成永久性的後遺症。 

透過令第一植入段內縮及/或表面絕緣的設計，令
第一植入段內縮及/或絕緣的表面鄰近脊髓的位置，
能有效避免損傷電流自骨釘導入脊髓中而產生神經
性放電，造成患者感到疼痛的問題。此外，透過令
第一植入段內縮，還能有效降低因防導電骨釘錯位
而壓迫到脊髓的風險，故確實能達成本發明的目的。 

蔡宗廷、賴伯亮、何怡茹 | 長庚醫院 

圖：本專利外觀示意圖 

戴金龍、劉慕義 |  
長庚大學機電醫療工程研究所 

回檢索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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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600134、 
日本新型專利 JP 3229476U 

提升牙科治療安全性之創新醫材 
 Oropharyngeal Mask 

口咽罩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牙醫師公會統計2019年全台約1,100萬人有牙科就診記錄。 

衛福部2018年的調查2021年的失能人口約85.5萬人，到了2025年將會突
破百萬。 

2019年主計總處統計指出，台灣女性平均壽命84.2歲、男性77.7歲，平
均失能時間，女性長達8.2年，男性6.4年。 

習慣使用嘴巴呼吸的人們於進行如洗牙、牙齒復形、補綴治療等口腔療程時，
雖然會用吸唾管將蓄積於口腔內的水抽出，但習慣使用口呼吸的病患、口腔
腫瘤術後的病患與失智病患，很容易不小心吸入蓄積於口腔內的水而嗆到，
造成病患不適或療程中斷，甚至有可能引起吸入性肺炎。 

牙科病患於牙科治療中偶而會誤吞異物，如：牙科器械或病患被拔除的牙齒，
也會引起緊急事件以致造成病患安全受威脅。 

醫師等操作者可彎折該入口框部
兩側的掛部，將該口咽罩置於患
者的口部，並通過彎折的掛部勾
掛於患者的口部，該入口框部伸
入患者的口部，於患者進行口腔
治療時，該防水透氣單元可承接
口腔治療時流入口部的水並止擋
水往患者的咽喉處流，因此患者
可以採取嘴巴呼吸也不會被水嗆
到，確保治療過程中的安全性與
順暢性，以及降低患者的不適感。 

張儷卿、鐘秋燕 | 長庚醫院 

圖：本專利裝置外觀與佩戴方式示意 

回檢索首頁 

牙科、失能照護、居家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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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抑制生長板增長速度之創新醫材 
Apparatus for Controlling Growth of the Epiphyseal Plate  

張嘉獻 | 長庚醫院 

生長板箝制裝置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兒童長短腳發生率高達40%，而長短腳差距2公分以上者需要以生長抑制
手術或骨骼延長手術矯正。其中，生長抑制手術的使用率是骨骼延長手術
的10倍以上。 

兒童長短腿病患的兩腿長度差異會隨著年紀增長而加重，但矯正鞋具無法
減少腿長差異，此時可選擇使用生長抑制或骨骼延長手術來治療。 

目前生長抑制手術所使用的鋼板或U型釘等醫材皆有內外側抑制不均勻而造
成肢體變形的風險，而且抑制成效緩慢。 

本專利裝置以套組鋼釘連結生長板內外側，提供平衡的抑制效果。 

本專利裝置之鋼釘與鋼板內外交鎖，不易鬆脫。 

本專利裝置藉由一導引機制協助醫師以微創傷口，精確植入鋼板及鋼釘。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46241、 
美國發明專利 US 20220133372A1 

胡志中 |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圖：本專利裝置作用於骨骼示意 

回檢索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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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院產學合作中心    聯絡人：張小姐 / 03-3281200#6708 / chang0925@cgmh.org.tw 

一般醫材 

提升針灸穴位判斷準確度之創新醫材 
Apparatus And Method for Accupoint Detection 

針灸穴位檢測裝置與檢測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QY Research預估2022年全球針灸市場營收可達1億美金。 

目前無論人工針灸或電療針灸都是由中醫師自行找尋穴位後紮針，但穴位
正確與否缺乏客觀的檢測指標。 

利用針刺入人體穴位之電流阻抗數據，比對針刺是否有成功刺入穴位，提
供醫生及病人客觀判斷針灸精準度的基準。 

除了判讀人工針灸之成效，本專利衡量穴位精確度使用之脈衝電流亦可與
電療針灸結合。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領證中、 
中國發明專利申請中 

洪裕強、林建宏、柳硯文 | 長庚醫院 

張鼎張、鄭皓軒、陳穩仲、譚詠方、郭娟瑋 |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 

圖：本專利裝置偵測介面示意 

回檢索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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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自動化管線漏液追蹤之創新醫材 
Composite Liquid Leak Detection Patch 

吳建興、郭麗雀、王春葉 | 長庚醫院 

複合式防漏液檢知貼片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工業廠房、公務機關、公共場所、醫療機構或居家住宅等都會有許多用水
或特用液體的設備，該設備可能會因為長期承受高壓，或接合處的防漏材
料老化等，導致液體滲漏情形。工廠及一般場所等設備液體滲漏時，係會
造成地面溼滑、漏液污染、孳生細菌等環境衛生問題，而醫療場所則會有
為病患進行血液透析或靜脈注射等時脫針，造成漏液、漏血等危及病患生
命安全問題。 

目前管線漏液並無事前偵測機制，多以實際漏水後檢修為主。 

本創作之複合式漏液檢知貼片係可於物件發生漏液狀況初期，即有效偵測
到漏液現象發生，並通知相關人員立即處理，以有效避免漏液現象擴大造
成的災害與損失，另當貼片主體污染時，係可將受污染貼片主體與漏液檢
知晶片模組拆解分離，再取一新的貼片主體與漏液檢知晶片模組相組裝，
以使該單價較高的漏液檢知晶片可重複使用，達到節省使用成本效益。 

劉建源、龔皇光、黃燕昌 | 正修科技大學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589275 

劉要儒、劉冠緯 | 高雄醫學大學 

圖：本專利貼片透過角針傳遞訊號連通晶片
與貼片銅片示意 

圖：本專利貼片結構示意 

回檢索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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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22945 

家用視網膜保健之創新醫材 
A Photo Bio-Modulation Device With Red Light And Near-Ingfrared 
Light for The Eyes And The Method Thereof 

具紅光及近紅外光多波段眼部活化裝置及其
操作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近視人口超過1,300萬人，帶動眼睛保健市場成長。 

視網膜疾病的主要的治療方式，係為於眼球內注射抗血管生長因子，但其治
療花費相當高，且因其注射後，受注射者的的反應難以預估，甚至產生嚴重
後遺症，至今尚無法視為完美的治療方式。 

具紅光及近紅外光多波段眼部活化裝置，使得人體眼睛內不同深度的微血管
及細胞可進行照射吸收，使其得以吸收不同波長的光能，讓眼睛組織具有吸
收光能轉化成熱能的溫熱效果(約35℃至45℃之間)，活化神經元內的粒腺
體，藉以改善視網膜及視神經病變患者的視力。 

結構簡易，同時其光源為一般市面上之發光二極體或雷射，因此可供一般使
用者於家中自由運用，並可配合使用者的時間及需求，具有增進經濟效益及
提高使用便利性的功效。 

林芸萱、黃士銘 | 長庚醫院 

圖：本專利裝置外觀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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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簡化鼻腔手術流程之創新醫材 
Nasal Osteotomy Surgical  Guide 

鼻骨手術導板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國際美容整形外科學會統計指出，2020年隆鼻手術為全球第四大整型手術，
占比8.4%。 

台灣19到34歲的族群在醫美手術中選擇隆鼻手術所占比例最高，超過67%。 

一般彎曲鼻的矯正常用的手術方式為將鼻骨重新敲斷，利用內截骨術和外截
骨術所造成新的鼻部骨折，將彎曲偏移的鼻骨矯正回中線對稱的位置，利用
鼻外手術法施行截骨術來矯正彎曲鼻骨。然而，由於敲擊鼻骨的動作均是在
鼻子或是臉部的皮膚下進行，是以外科醫師的手指觸感為導引，而非直接目
視的敲擊，因此對於經驗不足的初學者容易產生不正確的鼻截骨路徑，導致
不完全骨折或是浮動的鼻骨，影響手術成果並增加出血或產生血腫的機會。 

利用三維影像重建技術，針對鼻子之立體模型進行手術模擬，在術前即精確
規劃出理想的內側截骨及外側截骨的路徑，並利用3D列印的技術列印出鼻
截骨手術敲擊路徑的導引板，在術中架設當作敲擊的指引，將加速手術的進
行，產生正確的Green Stick fracture，避免不可預期的鼻骨骨折，達到
正確的鼻截骨手術的路徑，提升鼻骨敲擊的精準度及手術的成果。如此一來，
不但可加速手術進行，更能避免不可預期的鼻骨骨折，將可確保正確的鼻截
骨路徑，提昇手術成果，也能減少出血，將大大提昇病患手術的滿意度。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62393 

蕭彥彰、顏琤嬑、吳杰才、詹淳勝 | 長庚醫院 

圖1：本專利裝置手術路徑指引示意 圖2：本專利裝置手術導板使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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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簡化腹膜透析流程之創新醫材 
Assistance Tool for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s 

腹膜透析操作輔具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有超過12%的民眾罹患慢性腎衰竭，更有高達9萬4千人需定期接受洗
腎，且每年洗腎患者都在以8至9千人的驚人速度成長，洗腎盛行率高居全
球第一。 

2020年，治療腎臟疾病的費用為562億元，名列健保支出項目第一；當中
有84%都是支付末期腎衰竭患者的洗腎費用，金額達472億元。 

腹膜透析的病人每天需要執行3-5次的換液永久性導管，需要做6-10次的管
路對接。然而，對於視力不良、手部肌肉不協調的病人來說，容易在接管的
過程中發生污染或是管路脫落等問題，進而可能衍生出病人需要更換腹膜透
析管路甚至可能造成病人發生腹膜炎等問題。因此，先前技術中的腹膜透析
存在改善的空間。 

利用輔具本體與識別件，將病人端輸液管與雙袋透析液接頭或單袋透析液接
頭組裝連結。相較於先前技術，視力不良的使用者可以利用本創作的識別件
識別出輔具本體的第二端部，並將雙袋透析液接頭或單袋透析液接頭放置並
卡合於第一定位槽或第二定位槽，再利用連結槽使得病人端輸液管沿連結槽
組裝連結至雙袋透析液接頭或單袋透析液接頭。因為是抵靠著連結槽進行組
裝連結，即便是手部肌肉不協調的使用者，也可以將病人端輸液管準確地組
裝至連結至雙袋透析液接頭或單袋透析液接頭。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621958 

圖：本專利裝置使用示意 

李桂香、邱玫月、支玉鑫 | 長庚醫院 

回檢索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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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改善電療式針灸造成的不適感的方法 
Method For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Needle 

針具的表面改質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QY Research預估2022年全球針灸市場營收可達1億美金。 

若患者於針灸過程中產生痠、麻、脹、重等感覺，稱為「得氣」，針灸過
程的得氣感越高，則針灸的效果越好。 

由於不少接受針灸的患者懼怕進針時的疼痛感，臨床上會以雕刻或研磨等
手法，藉此改變針具的表面結構（例如：使該針具表面具有溝槽），可以
減少進針時患者的不適感。然而，習知針具的表面加工方法所製造的針具
僅能降低進針時的疼痛，利用該針具進行電療式針灸時，對於提昇患者的
得氣感或治療效果而言並無明顯助益。 

利用超臨界流體具有的良好流動性及溶解性，使含氮化合物溶解於超臨界
流體後，能夠均勻地與該針具接觸，使含氮化合物中的氮元素附著於針具
之表面。藉此，可以降低改質後的針具與人體組織間的接觸電阻，也可以
提升電療式針灸的得氣感。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202200103、 
中國發明專利 CN 111719113B、 
香港發明專利 HK 40031247 

洪裕強、胡文龍 | 長庚醫院 張鼎張、施志承 |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 

圖：經本專利方法改質前後的針具運用於電療式針灸的成效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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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提升前位脊椎手術安全性與精準度的創新醫材 
Anterior Spinal Bone Graft Introducer 

脊椎前位植骨導引置放裝置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聯合報統計2019年全台確診頸椎椎間病變人數接近20萬人，脊椎融合術及
椎間盤切除手術量合計約13,000件。 

衛福部統計2020年因脊椎病變就醫者約98萬8千人。 

一般的脊椎手術分前位脊椎手術和後位脊椎手術兩類。其中，脊椎體的前
側包含血管、神經及內臟，而椎板的後側則以韌帶和肌肉為主，因此，在
進行前位脊椎手術時，更須特別小心。 

另外，一般在進行前位脊椎植入骨置放手術時，由於脊椎植入骨係一小圓
柱體，因此，對醫師而言，要將脊椎植入骨準確嵌入一預定的區域內並不
容易，但臨床上並無適當的輔助工具，幫助醫師精確地定位植入位置，安
全地完成植入。 

本專利可藉由一雙腳箝制件夾持一脊
椎植入骨以方便醫師進行置放操作。 

本專利可藉由該雙腳箝制件之一對凹
槽導引橫向擺放之脊椎植入骨，使該
脊椎植入骨在被縱向驅動時能夠準確
地朝一脊椎骨的預定區域移動。 

本專利可藉由一縱向致動件方便醫師
對該脊椎植入骨進行縱向驅動操作。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619684 

圖：本專利導引裝置結構與使用方式 

謝明凱 | 長庚醫院 胡志中 |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本專利裝置結構1與其使用方式 本專利裝置結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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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材 

下肢靜脈病變的新型態影像診療方法 
Non Contrast Media Enhancement Imaging For Arteries And Veins of 
The Lower Limbs 

黃耀廣、陳建瑋、鄭元熙 | 長庚醫院 

利用非顯影劑增強觸發周邊血管造影獲取下
肢動靜脈影像之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新光醫訊指出台灣約有25-40％女性、15-20％的男性患有靜脈曲張。
在年齡大於40歲的人口中，大約一半的人有某種程度的靜脈曲張。  

目前常見獲取下肢靜脈影像之方式可為超音波、顯影劑增強的電腦斷層掃
描靜脈造影及核磁共振靜脈造影等。然而，超音波作為初步檢測工具易受
到病患肥胖、水腫、膝蓋或臀部關節置換之影響，檢測上受到限制。此外，
超音波檢測骨盆腔靜脈或深部靜脈較為困難，且不能揭示特定的解剖結構
特徵，例如靜脈、動脈壓縮症、腔內刺或側支發育。另一種常見的檢測工
具斷層掃描靜脈造影及核磁共振靜脈造影，雖然骨盆靜脈成像更清晰，檢
測時間也縮短，但皆須透過大量輻射及顯影劑，安全上較有疑慮，且對於
兒童、孕婦或腎功能不全之患者是禁用的。顯影劑中釓的成分，對於腎功
能不全患者，更有引發嚴重併發症腎因性全身性纖維化的風險。 

本專利為非顯影劑增強觸發周邊血
管造影的技術，透過心臟收縮期與
舒張期血流速度之差異，得到不同
訊號。心臟收縮時，高速度血流會
導致血流無訊號，呈深色且訊號強
度低。反之，心臟舒張時，低速度
血流會產生高強度訊號，呈鮮豔的
色彩且訊號強度高。再利用兩個時
段核磁訊號的差距，形成血管的剪
影。透過反向剪影的方式，將使下
肢動脈及靜脈解剖更加清晰。 

圖：本專利血管造影法之診斷效率以及與
傳統造影成果對照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40594 

傳統血管造
影取得之下
肢靜脈影像 

本專利造影
法取得之下
肢靜脈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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