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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致感染微生物人工智慧鑑定技術 
Method of Creating Characteristic Peak Profiles of Mass Spectra And 
Identification Model For Analyzing And Identifying Microorganizm 

盧章智、王信堯、劉翠萍 | 長庚醫院 

智慧型特徵質譜圖譜與鑑別模型建立之方法
以及分析、鑑別微生物表徵之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每年約有3,000萬人因感染造成敗血症，直接導致
約600萬人死亡。辨識造成感染的微生物是重要的臨床需求。 

微生物有多樣的演化變異，需要有大量詳細的
菌株質譜資料庫，且在進行鑑定時，必須和數
量龐大的資料庫數據進行比對，加上每次鑑定
時，質譜訊號常常出現左右飄移的異常狀況，
需要耗費許多時間進行校正與運算。 

對於某些特定微生物物種，目前的鑑定方法只
足以正確鑑定其屬名，無法提供精確的種名報
告，也無法系統性地提供高精確度的亞種、抗
藥性及毒性鑑定。 

美國發明專利 US 10930371 

以離散化、密度分群的方法得到出現頻率
較高的質譜訊號，並建立特徵質譜圖譜，
解決訊號飄移問題。 

依據上述質譜訊號產生比對向量，明確定
義所有維度並保持維度數固定，使得微生
物的質譜分析得以導入機器學習進行鑑定
與分類，節省人工判讀的時間與人力投入。 

陳春賢 | 長庚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圖：本專利之人工智慧鑑定微生物的成效 
圖：本專利之人工智慧鑑定流程 

回檢索首頁 

感染治療、醫學檢驗、
微生物、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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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老人慢性併發症風險自動化分析技術 
Method For Data Consolidation 

褚柏顯 | 長庚醫院 

資料整合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預估台灣老年人口於2025年將達到470萬人，至
2050年成長到最高點時可達746萬人。 

國健署106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發現，有超過86％的老人至少罹患一項慢
性病，69%老人罹患二項慢性病，47%老人同時罹患三項或更多的慢性病。 

對於個人、開業不久或者規模較小的診所而言，其資料庫中就診紀錄的樣
本數並不充足，並不適合用以進行併發症的統計及分析，從而產生對輔助
樣本數不足的併發症研究工具的需求。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40018、 
中國發明專利 CN 108630287B 

本專利能將健診資料庫中符合某
預設疾病的健診紀錄及健保紀錄
匯整為整合病史資訊，不僅指示
出此預設疾病的診斷資料，還更
進一步地指示出其他相關疾病的
診斷資料。因此，本發明能協助
評估患者因罹患某一疾病而引起
其他疾病的風險，而能輔助醫師
或患者先進行預防。 

利用K折交叉驗證法驗證整合病
史資訊並產生驗證結果，對於研
究人員而言，能輔助其評估整合
病史資訊的參考價值。 

謝邦昌 | 台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 

圖：本專利系統運作流程 

回檢索首頁 

慢性病、資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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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即時重症病人死亡風險及介入分析技術 
Method of Digitizing Nutritional Status, Muscle Turnover, And Risk 
Assessment 

王兆弘 | 長庚醫院 

數位化營養狀態、肌肉生成代謝運轉狀態及
風險評估的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2016 年全球重症加護病人監護評估產品市場規模達26.8億美元，2018年
全球重症加護單位使用監護評估市場總值達243.2億元，預計2025年可以
增長到316.2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3.8%。 

依工研院推估資料，2020年全球精準健康市場規模約3,198億美元，
2025年預估達5,847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12.8％，市場潛力龐大。 

重症病人入住加護病房30日內死亡率，目前均由住院之生化參數算出風
險值，雖預估能力算中等，但僅止於風險分數，不具治療建議能力。 

傳統Albumin, pre-albumin, transferrin等營養狀態評估方法，產出的
結果均不夠即時，且半衰期長。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26444、 
中國發明專利 CN 107919170B 

利用含有四種胺基酸的計算公式即時化
分析，並精準計算重症病人死亡風險及
提供介入治療建議。 

重症病人經由精準分類其營養狀態，能
得到正確飲食及藥物介入，減少死亡率。 

營養師在加護病房中，無法精準得知新
病人當下的營養狀況下，可經由本方法
精準分類病人，即時給予正確飲食介入，
減少死亡率，縮短恢復期。 

對臨床醫師而言，本專利是最好的風險
評估工具，優於過去重症加護單位使用
之生物指標。經由精準醫學協助，可快
速追蹤醫療處置對重症病人的療效，讓
治療更有效，減少死亡率。 

圖：對於急重症住院病房中或加護病房
中之病人，若為type 1 之病人，
存活率較低，與「low risk」相比，
死亡風險升高57倍; 若為type 2 
之病人，死亡風險升高16倍。 

存活率 

回檢索首頁 

資料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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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住院保險理賠管理系統創新 
Med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And Server Thereof 

廖振成、林啟文 | 長庚醫院 

醫療資訊處理系統及其伺服器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健保署統計2020年全台住院數超過190萬人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公布的調查指出，2019年台灣每人平均持
有3.16張健康險保單。 

傳統的保險理賠方式在計算理賠金額時，需要人力資源及較長的審理時間，
且當保戶出院時，保險公司無法即時地得知保戶已出院，使得保險公司也
無從啟動主動服務，此種情況造成保戶出院前需預籌醫療費用的煩惱。因
此，如何自動理賠受理加快理賠審理時效，並解決保戶出院後才能申請理
賠的困擾，以成為業界急欲解決的問題之一。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56536、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538207 

透過將保險公司的伺服器直接與醫院
的伺服器建立通訊連結，使得保險公
司的伺服器可即時取得保戶的醫療資
訊，以兼顧時效性與便利性地計算出
理賠金額。進一步而言，本案技術已
打破傳統理賠模式，保險公司由原先
事後、被動的等待保戶提出理賠申請
轉變成主動的提供住院關懷與理賠申
請服務，由於理賠案件在保戶出院前
已由系統自動受理，故理賠案件可在
保戶出院後之最短時間內完成審理。
此外，經由整合保險公司與醫院雙方
的資訊後，可使用此些資訊進行理賠
審理與住院關懷，達到使保險公司在
保戶提出理賠服務需求前，即可事先
完成主動式服務之功效。 

陳世傑 |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圖：本專利系統運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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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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擴增實境應用於提升清醒開顱手術效率之系統創新 
Surgery Assistant System 

陳品元、魏國珍、張韡瀚、裴育晟 | 長庚醫院 

外科手術輔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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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台惡性腦瘤病人新增718人，因上
述癌症死亡之人數641人。 

現行對病人進行的一種清醒開顱手術的過程中，需要復健科醫師以口頭或
紙本指示的方式要求清醒的病人去執行一些認知、語言、計數、運動等任
務，造成人力負擔。 

習知的定位手術導航系統係結合磁振造影技術之虛擬實境成像，即可針對
大腦腫瘤與周遭組織進行三維定位。但手術過程中，神經外科醫師還須不
斷抬頭檢視導航系統的顯示介面，有礙手術之進行。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36768 

手術醫師可透過眼前的智慧鏡片看見探針及患部的模擬三維影像訊號，及
相關於患部的電位資訊等。藉此，醫師在手術過程中不需再抬頭觀看其他
顯示介面，俾使手術過程更為流暢。 

病患可操作電子裝置的顯示面板配合手術醫師完成任務，不需要復健科醫
師從旁給予指示，而能節省手術過程之人力配置。 

趙一平 | 長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圖：本專利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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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致感染微生物人工智慧鑑定技術 
Method of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in Analyzing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of Body Fluid to Detect Microbes 

盧章智、洪忠志、王信堯 | 長庚醫院 

以機器學習演算法分析檢驗數值以偵測體液
中微生物的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每年約有3,000萬人因感染造成敗血症，直接導致
約600萬人死亡。辨識造成感染的微生物是重要的臨床需求。 

人工鏡檢方式可以增加體液中微生物的檢出率。 
但若將每一體液檢體以人工鏡檢方式進行檢驗，
將會耗費許多人力，特別是在檢體量大的醫療
單位更是明顯有此問題存在。 

在體液檢驗自動化的趨勢下，目前市售的體液
自動化機台均沒有檢測微生物的能力。 

中國發明專利 CN 109830260A、 
美國發明專利 US 20190147136A1 

以機器學習演算法協助臨床醫檢人員篩選
感染可能性高的檢體進行微生物相關檢驗
法確認，避免全面性地對所有檢體進行檢
驗，不但可提高微生物體的檢出率，而且
可以大幅減少人力物力的花費。 

以不同的機器學習演演演算法進行尿液檢
驗結果資料形式學習，其操作特徵曲線下
面積證明其使用可顯著地提高篩檢效能。  

相較於傳統作法，使用本發明的方法可以
減少645(分鐘/天)的工時。 

曾意儒 | 長庚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圖：本專利輔助微生物檢驗流程 

體液偵測 

使用體液偵測模組來衡
量體液數值並產生樣本 

機器學習訓練 

將生物樣本及各階段的
微生物感染數值導入機
器學習模組，以演算法
建立體液感染預測模型 

陌生檢體分析 

將陌生的體液樣本數值
導入完成訓練的體液感
染預測模型來判定該陌
生樣本是否受感染 

微生物檢驗法驗證 

以微生物檢驗法驗證經
過上述預測模型檢測為
受感染的檢體是否實際
含有微生物 

回檢索首頁 

感染治療、醫學檢驗、
微生物、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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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人工智慧輔助提升失能照護效率 
Method of Predicting Daily Activities Performance of A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陳智光、王信堯、林宛瑩 | 長庚醫院 

一種預測失能者日常生活功能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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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技術係使用人工對單一危險因子的復健評估量表進行判讀，以評估失
能者日常生活功能之方法，然而上述方法缺乏系統性的評估、未使用多項
實驗室檢驗數據、無法評估整體數據的分佈型態且效率低下，無法輕易得
知失能者未來的日常功能狀態，進而影響其在臨床使用上的效能，因此在
正確性、時效性及判讀結果重現性上仍有改善的空間。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49699、 
中國發明專利 CN 109841297A、 
美國發明專利 US 20190216368A1 

以多項復健評估指標套組對複數失能者施
測，並將測量結果及其對應各個失能者的
日常生活功能狀態以機器學習的方式辨識
出數個分類效能最佳的復健評估指標套組
之變量數值，搭配其相對應的日常生活功
能狀態，藉由監督式機械學習演算法以建
立日常生活功能狀態預測模型，最後對新
受檢者進行多項復健評估指標套組的施測，
再把施測後結果輸入至前述預測模型中，
即可進行日常生活功能狀態的運算，並得
到日常生活功能狀態之預測結果，可提醒
受檢者採取後續行動，並據以分配照護資
源，減少不必要的照護資源浪費。 

陳春賢 | 長庚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圖：本專利系統運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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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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冠心病風險人工智慧預測技術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Screening Method by Using Cardiovascular 
Markers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盧章智、王信堯、詹益欣 | 長庚醫院 

一種以心血管標誌及機械學習運算法進行冠
心症篩檢的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美國20歲以上人口中，約1,800萬人擁有冠心病史。中國冠心病人口則約
有1,100萬，台灣約100萬。 

目前無症狀的病人篩檢冠心病可使用的工具不但不便利、價錢高，而且可
能使受檢者暴露在潛在的醫源性傷害及輻射量下。 

以心血管標記數值評估受檢者罹患冠心病的風險時，個別數值亦常並不代
表冠心病風險上升，但臨床並無相關工具可整合所有心血管標記數值讓醫
師進行綜合評估。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41963、 
中國發明專利 CN 109841278A、 
美國發明專利 US 20190221309A1 

結合監督式機械學習運算法，最大
程度從多種心血管標記的檢測數據，
分析冠心症與非冠心症個案及其血
管標記分布上的差異，從整體的綜
合數據分布樣貌中找出分類依據，
且訓練完成之冠心症預測模型亦可
多方面地複製至使用者的終端機進
行使用，因此可廣為冠心症篩檢所
應用，進而增加醫療診斷之進步，
在正確性、時效性、經濟效益及重
現性上，與傳統人為判讀相比皆獲
得重大改善。 

陳春賢 | 長庚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圖：本專利輔助冠心病風險預測流程 

施威祥 | 國泰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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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免疫疾病視覺化診斷及追蹤平台 
Method For Establishing Computer-Aided Data Interpretation Model 
For Immune Diseases By Immunomarkers And Visualization 

陳智光、王信堯、林宛瑩 | 長庚醫院 

一種以免疫標記及視覺化方式建立免疫疾病
輔助判讀模型的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目前醫學上已有超過 120 種不同的自體免疫疾病，全球約8%人口受影響。 

目前在風濕免疫疾病的臨床實務上，缺乏可行的技術可方便且經濟實惠地
診斷與追蹤「無法明確定義的風濕免疫疾病」，幫助醫師評估合適的處置，
而是仰賴醫師個人的臨床經驗判斷為主。以上做法不但缺乏客觀性、價錢
高，而且可能使病患暴露在潛在的醫源性傷害下。 

中國發明專利 CN 110346564A、 
美國發明專利 US 11011276 

受試者在不同的時間進行檢測，其多次的檢驗結果可全部顯示於輔助判讀模
型上，通過圖像化的呈現，能便於臨床照護人員理解個案的檢驗結果與疾病
狀態隨時間變化的情形，並客觀地提供上述檢驗結果與該免疫標記套組檢驗
資料庫間的相似度關係，也可以得知疾病與已知疾病種類的相對關係，客觀
地追蹤特定案例的疾病演變。運用此方法，無論是免疫疾病或是無法明確定
義的免疫疾病的診斷、追蹤，都可以通過簡單視覺化的方式提供。 

陳春賢、曾意儒 | 長庚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圖：本專利針對免疫疾病標記進行視覺化分析之成果 

回檢索首頁 

慢性病、自體免疫疾病、
醫學檢驗、資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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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多重用藥副作用風險自動化分析技術 
Method And System For Detecting Side Effect of Drug Interaction 

張尚宏、郭昶甫、邱孟君 | 長庚醫院 

偵測藥物相互影響產生副作用之方法及其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65歲以上老年人中約有5%患有心房顫動，但是在大於80歲以上的族群中，
其盛行率高達10%。隨著人口老化，心房顫動的盛行率將會越來越高。 

非瓣膜性心房顫動患者的常用藥物為非維生素K口服抗凝血劑。然而，非維
生素K口服抗凝血劑往往伴隨同時服用其他藥物，但這樣的組合可能造成大
量出血的風險。現有的用藥指南並未明確建議或限制同時服用其他藥物的
組合，當患者同時服用具有高風險的藥物組合，將可能產生嚴重之副作用，
進而降低原本疾病治療之成功率。 

習知的患者資料當中，即便記載使用的處方藥物及治療的結果，但並未能
自動分析及偵測治療過程中，用藥的方式是否具有缺失。加上不斷有新開
發的藥品問世，廠商並無法在上市前即針對所有可能共同使用的藥品組合
進行試驗。因此，藥品的使用上，並無法明確得知與其他共同用藥所可能
產生副作用的相關性。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201915799 

本專利系統能預測第一用藥與一或多種
同時服用其他藥物之間增加第一用藥副
作用之發生機率，在開立處方用藥時，
避免同時開立容易產生副作用之共同用
藥，降低患者產生副作用之可能性，進
而提升治療效率。 

本專利系統可適用於不同第一藥物與共
同處方藥物的偵測，在患者資料更新的
同時也能即時更新副作用發生機率，進
而即時提出高危險性組合的警示。 

圖：本專利系統運作流程 

回檢索首頁 

慢性病、心臟科、心臟慢性病、 
心律不整、資料整合、藥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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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輔助提升失能照護效率 
Rehabilitation Game System 

徐琦溦、林幼麗、侯柏羽、許建隆、呂聖輝、廖敏雯 

復健遊戲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在台灣，60-79歲是中風發生率最高的年齡層(40.7、48.5/每10萬人)。
依據台灣地區中風發生率的研究指出，36歲以上人口的發生率約為千分之
三，若以台灣地區36歲以上人口數接近一千萬來計算，每年的中風新發生
數約為3萬人。 

目前腦中風病人的復健活動十分單調無趣，讓病人無法長時間規律執行。
此外，針對腦中風疾病所導致的失能，包括認知、視力、色彩辨識度、肢
體無力等嚴重程度的不同，醫護團隊如何提供適合病人的上肢、下肢、骨
盆等全身肌肉活動的復健活動，便成為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571760 

增添復健活動的趣味性，以提高肢體復健執行率達到醫療效果與滿意度：
將復健活動融合遊戲的方式，搭配音樂增加律動，提高復健率以達醫療效
果與病人滿意度，也可根據病人的康復狀況調整遊戲難易度。 

復健紀錄資料數據化、客觀性、降低工時：以往無客觀性的資料輔助紀錄，
無法看到病人復健活動的變化與進度，利用體感遊戲時，將病人活動時的
姿勢作紀錄，能客觀的呈現數據，以紀錄病人復健期間的發展與變化。此
外，透過遊戲後台批次匯出復健數據，也可節省治療人員記錄個別病人復
健內容的工時投入。 

圖：本專利遊戲介面 

回檢索首頁 

慢性病、中風、復健、居家照護、
偵測、資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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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05414、 
中國發明專利 CN 110443105A、CN 110543806A、 
美國發明專利 US 10943157、US 10937521、 
歐盟發明專利 EP 3564857A1、EP 3576011A1 

自體免疫疾病抗核抗體之人工智慧篩檢技術 
Pattern Recognition Method,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Autoantibody Immunofluorescence Image 

郭昶甫、林器弘、陳宜凌、邱孟君 | 長庚醫院 

自體免疫抗體免疫螢光影像型態識別方法、
分類系統及其分類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目前醫學上已有超過 120 種不同的自體免疫疾病，全球約8%人口受影響。
抗核抗體篩檢是自體免疫疾病診斷的重要步驟，相關檢測營收預估2021至
2025年複合成長率可達7%，約3.62億美元的成長幅度。 

目前篩檢抗核抗體的標準篩檢方法是採用免疫螢光法進行檢驗，且仍以人工
判讀為主。由於自體免疫疾病病人口逐年增加，免疫螢光方法使用越趨普遍，
未來檢驗量勢必逐年增加檢驗而造成人工判讀上的負擔。 

要利用機器學習技術來進行判讀，則檢體影像的前置處理過程反而增加了判
讀的步驟，降低判斷抗核抗體結果的判讀效率，但若不進行前置處理，則判
讀結果的準確率無法達到要求的水準。因此，現有的抗核抗體檢驗及判斷方
法，仍無法以簡化且準確的方式，利用機器學習來完成抗核抗體的判讀。 

本專利能直接分析原始細胞免疫螢光影像，無須前置處理的步驟，有效提
升判讀效率，並且透過多層的卷積神經網路運算，擷取細胞免疫螢光影像
深層的特徵，使得判讀結果更為準確，提升判斷的正確率。 

本專利透過機器學習方式建立可提取核抗原分類模型，直接輸入細胞免疫
螢光影像來預測可提取核抗原之類型，減少人工判讀方式及過多血液檢驗
之浪費，減輕檢驗人員負擔並降低檢驗花費成本。 

本專利透過機器學習方式建立疾病分類模型，直接輸入細胞免疫螢光影像
來預測對應疾病之類型，提升屬於各種疾病種類的分類結果的判斷效率。 

本專利針對9種免疫疾病抗體辨識正確率達99%。 

回檢索首頁 

慢性病、自體免疫疾病、
醫學檢驗、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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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與智能兼備的腎病照護新利器 
Drug-Targeted AKI E-Alert System 

蘇建豪、許茜甯、王郁青、戴慶玲、李浩銓 | 長庚醫院 

智能化急性腎損傷藥物警示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重症加護病房的病人發生急性腎衰竭的比率為30~40%，需要洗腎的比
例高達50%以上，如何即時察覺並適當處置以提升病人預後為照護重點。 

現行preESRD衛教計畫已正式給付急性腎損傷後的門診照護。 

以此專利技術為核心，可架構出完整的門急住一條龍跨團隊照護系統，而
Precedence Research統計全球醫療資訊系統市場2021年營收達2,680億美金。 

警示過度：(1)警示的頻率過於氾濫導致對警示的注意力下降；(2)警示不夠
即時，警示時醫療端早已察覺；(3)偽陽性太高：因Scr隨機變異、實驗室儀
器標準化改變、或提示到透析病人；(4)未考量警示顏色、大小以及過多內容
對使用者視覺的負荷；(5)未提供相關藥品處置、劑量建議或替代用藥選擇。 

人機介面互動複雜：(1)強制點選警示修改、中斷、延緩反應或認為為正確劑
量，降低醫師自主醫療判斷，可能導致劑量不足或完全避免必要藥品；(2)未
使用現存醫療病歷資料，要求需手動鍵入額外資訊以提供劑量建議。 

中斷工作流程：(1)需額外溝通裝置或未嵌入電子病歷使用介面；(2)干擾預
期工作流程而覆蓋警示。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586446、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692777 

降低警示疲倦：(1)兼顧資訊系統運算效
率與發送次數，達到及時提示與用藥整
合效果；(2)採取國際定義AKI嚴重程度
與藥物調整共識，降低偽陽性發生風險，
並提高藥物適度中斷或調整接受度；(3) 
提供視覺化、人性化與結構化設計，降
低使用者視覺的負荷。 

簡化人機介面互動：(1)採用軟式警示互
動，保留醫師醫療自主性；(2)減少手動
輸入額外資訊以提供劑量調整建議。 

避免中斷工作流程：協助醫師判斷處置
優先順序，避免中斷預期工作流程。 圖：本專利系統運作流程 

回檢索首頁 

急性症狀、腎臟科、急性腎損傷、
偵測、資料整合、藥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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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傾向人工智慧鑑定技術 
Evaluation Method And System For Suicidal Ideation Based On Multi-
Featur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陳錦宏、翁駿程 | 長庚醫院 

基於多特徵磁振造影與人工智慧之自殺意念
的評估方法及評估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衛福部統計2020年約3,600人死於自殺。 

現有的自殺風險評估主要是由具有經驗的
臨床醫生採用臨床會談診斷及其他量表輔
助，而導致沒有客觀的指標，因此無法排
除病人不據實回答的可能性。因此，如何
在具有自殺意念的早期階段作出相對客觀
的評估與診斷便成為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藉由對多個b值的全腦影像作處理而獲
得通用擴散波數取樣造影(GQI)的通
用擴散不等張性指標(GFA)、標準化
定量不等張性指標(NQA)、或方向分
佈函數的各向同性值(ISO)，再藉由
自編碼器獲得對應的壓縮影像，使得
運算單元根據對應的機器學習模型對
每一壓縮影像作分類，以輔助評估與
判斷使用者是否具有自殺意念，而能
夠實現一種以客觀數據分析為基礎的
輔助評估與診斷方式。 

本專利以機器學習(LR、XGB)預測自
殺意念準確率為85%，特異性為
100%，敏感性為75%。 

圖：本專利模型運作流程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595486、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202128080 

圖：本專利系統架構 

回檢索首頁 

慢性病、精神疾病、憂鬱症、
人工智慧、偵測、醫學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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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01680、 
日本發明專利 JP 2020062378A、 
新加坡發明專利 SG 10201907613PA、 
美國發明專利 US 11080852 

人工智慧輔助提升髖骨骨折判讀效率 
Method And System of Analyzing Medical Images 

廖健宏、鄭啟桐、何宗穎 | 長庚醫院 

分析醫學影像之方法及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因骨鬆所引發的髖關節骨折，一年新增超過1600人，且發生後第一年
的死亡率高達15%。 

美國髖骨骨折發生率：男性每10萬人197-201人，女性每10萬人511-
553人。 

過去研究顯示合格的醫療專業人員使用骨盆X光影像判讀髖骨骨折情形時，
誤診率高達7-14%，延誤正確的診斷及治療，使髖部骨折的預後惡化。 

為了避免因延誤診斷導致進一步的健康後遺症及醫療成本，目前臨床上建
議使用額外的放射線攝影，亦即核子醫學骨骼掃描、電腦斷層掃描、核磁
共振造影掃描作為例行診斷工具。然而，使用這些診斷工具作為例行檢查
並不是有效、高效或符合經濟的方法。 

在骨盆X光上的髖部骨折的偵測及診斷能夠
藉由輸入完整尺寸的放射線顯影至本專利建
立之人工智慧模型進行，而不需先識別特定
部位。 

本專利人工智慧模型所需的影像不需要過度
處理、病灶分段或特定區之可視骨折的擷取，
而是以有限的手動特徵，直接從影像標記及
原始像素進行端對端的訓練。 

本專利人工智慧模型以骨盆X光影像判讀髖
骨骨折成效：敏感性98%、準確性91%。 

李道一 、周敬程 | 無所屬單位 

圖：本專利系統判讀介面 

回檢索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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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27741 

人工智慧輔助提升子宮頸癌影像處理效率 
Fully-Automated Tumor Segmentation of Cervical Cancer And 
Extraction of Diffusion-Weighted MR Radiomics Features 

林育駿、林家弘、林吉晉 | 長庚醫院 

磁共振影像的分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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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2019年全台子宮頸癌病人新增約4,500人，
因上述癌症死亡之人數約674人。 

從整個腫瘤體積分析的表觀擴散係數(ADC)所得出的直方圖特徵已在子宮
頸癌的腫瘤分級和復發預測中顯出進展。擴散權重磁共振成像顯示出將表
觀擴散係數的數值與臨床信息整合以提高預測準確性的潛力，但仍在等待
高通量提取定量特徵的發展，從而將圖像轉換為可挖掘的數據，即一種精
確且及時的放射學方法。要從整個腫瘤(影像)中提取定量特徵，有效的腫
瘤分割方法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以人工方式作分割非常耗時，並且會隨
觀察者不同而有差異。因此，如何提供一種客觀的評估與影像辨識方法便
成為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本專利以人工智慧模型對磁共振影像進行影
像分割，當受檢者具有子宮頸癌的腫瘤時，
腫瘤會在分割後磁共振影像中被標記出來，
以客觀地提供醫學人員作為評估的輔助參考。 

圖：本專利系統判讀介面 

圖：本專利模型運作流程 

回檢索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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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作業 ： 

口內影像的分類及辨識都是透過專業的技師或醫師判斷來完成，此流程耗費
大量的時間。 

需費時教導新進工作人員 ： 

專業人員需要長時間臨床訓練才能養成，並不是每間醫療院所接可負擔；如判
斷錯誤，將可能導致醫療糾紛。 

牙科影像人工智慧牙位判讀技術 
Oral Radiography Image Identification Method And Oral Radiography 
Image Identification System 

陳孟琪 | 長庚醫院 

口腔放射影像辨識方法及口腔放射影像辨識
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12393 

陳政學 | 童綜合醫院 

圖：本專利自動化判讀並歸納牙科影像示意 

陳木熊 |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Before 

After 

國內每年拍攝口內 X 光片約為 1,200 萬張 : 

根據衛福部提供之統計資料，100至105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目執行件數中，每年所拍攝口內X光片約為1,200萬張左右。 

用途廣泛 ： 

牙科儀器或HIS軟體端皆可使用。 

共32種檢查類別 : 

本專利目前所演算之AI模型，可辨
識成人及兒童最常拍攝之28種類口
內檢查，且另有訓練4種口外檢查之
類別。以上檢查項目皆可進行4種角
度翻轉辨識。 

國家新創獎 ： 

此專利於2020年12月1日獲得第17
屆國家新創獎 - 臨床新創獎之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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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48485、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56793 

人工智慧輔助提升睡眠呼吸中止症診斷效率 
A Channe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陳濘宏、莊立邦、林士為、陳嶽鵬、黃健瑋、 戴聞 、郭昶甫、范佐搖 | 
長庚醫院 

一種通道資訊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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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臨床檢查睡眠問題的流程為：患者至睡眠醫學中心檢查並產生6~8小
時的睡眠生理數據資料，後續再交由人工判讀，耗時費工且判讀結果往往
正確率及敏感性都不足，甚至有錯誤判讀的情形。 

利用本發明之資訊處理系統及其方法所產生出的估
測模型，可進行遠端睡眠狀況檢測流程。首先，進
行遠端資料提供動作，目標睡眠檢測者(患者)能以
可攜式睡眠生理檢測裝置(例如，個人可攜式)及/
或居家睡眠檢測(HSAT)裝置對睡眠生理多項狀態
進行檢測，並經由有線或無線網路，將睡眠生理狀
態的判讀所需為較重要而非全部的多項生理訊號通
道(channel)的生理訊號提供至本發明之資訊處理
系統；繼之，進行訊號處理動作，處理模組對待分
析的該些生理訊號進行預定訊號處理；進而，進行
睡眠資料產生動作，處理模組根據進行過預定處理
的待分析的該些生理訊號，使用估測模型估測目標
患者的生理狀態以產生多項睡眠生理資料；再之，
進行睡眠狀態判斷動作，處理模組判斷睡眠狀態是
否符合預定警示條件，若是，則處理模組經由輸出
單元輸出訊息，若否，則直接結束處理程序。 

圖：本專利模型運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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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癲癇人工智慧鑑定技術 
Method For Identifying Types of Neonatal Seizures 

一種辨識新生兒癲癇發作之通道資訊處理系
統及其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兒童癲癇盛行率約0.5%。而Coherent Market Insights指出全球兒
童癲癇治療藥物市場2017年營收達8.3億美金，並預測2026年可成長至
16億美金。 

現有的新生兒癲癇鑑定主要是由具有豐富
經驗的臨床醫生每8-12小時回朔性判讀腦
電圖(EEG)有無癲癇發作，每次判讀需要
約2小時，鑑定的頻率和判讀所消耗的時
間都太長，無法即時針對癲癇發作的新生
兒做介入治療。 

藉由新生兒癲癇人工智慧鑑定技術，
可以在記錄腦電圖的同時做癲癇的即
時判讀。一旦人工智慧判斷腦電圖為
癲癇，可以即時以燈光及聲響作為通
知警告，以利臨床醫生即時介入治療。 

圖：本專利模型運作流程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申請中  

圖：本專利系統架構 

林建志、林光麟、周怡君、陳嶽鵬、 戴聞 、范佐搖、郭昶甫 | 長庚醫院 

圖：本專利模型技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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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202141517、 
美國發明專利 US 20210334958A1 

人工智慧輔助提升血管造影影像處理效率 
Method For Establishing Three-Dimensional Medical image 

蕭庭毅、杜振豐、馬誠佑、郭昶甫 | 長庚醫院 

三維醫學影像的建立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以全球人統計而言，腦中風終生的發生率是六分之一，目前美國每年會新
增約60萬名中風病人，台灣則每年新增約3萬名中風病人。 

台灣主動脈瘤(包括胸主動脈及腹主動脈)的發生率為每十萬人口7.35人，
美國則約有600萬名主動脈瘤病人。 

低劑量血管攝影技術具備發展成中風或動脈瘤等重大疾病之早期篩檢或健
診服務的潛力，創造新自費醫療市場。 

習知的血管造影三維重建技術都需要數量不少的輸入影像，也就是說，受
測者必須承受對應照射次數的X光劑量，因此，如何降低輸入影像的數量且
能夠達到所建立的三維醫學影像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品質便成為一個待解決
的問題。 

大幅度減少3D血管攝影所需拍攝的X光影像，藉此減少病人接受檢查時所
承受的輻射劑量(傳統需要超過100張的X光攝影可降低至30多張)。 

減少檢查所需的能源及X光系統的損耗。 

圖：本專利系統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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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595871 

提升飲食與藥物交互作用分析效率之智能系統 
Intelligent Medication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許茜甯、蘇建豪、陳瑞仁、李浩銓 | 長庚醫院 

智慧化用藥暨健康管理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腦中風與心臟病是導致全球人口死亡的主因之一。2019全球約有1,790萬人
因為心血管疾病死亡，其中740萬人因心臟病死亡、670萬人因為腦中風死
亡；2030年估計死亡將上升至2,300萬人。2020年在台灣，32,000多人
因為心臟與腦血管疾病死亡。 
藥品能夠有效預防腦中風與心血管疾病的發生與死亡。規則性用藥追蹤能夠
避免藥品-藥品/食物交互作用等重大藥品副作用，達到最佳藥品治療效果。 
行動化數位用藥管理系統能夠評估早期藥物不良反應風險並發展為人工智慧
輔助藥品治療決策系統，創造個人化精準醫療與自費醫療市場。 

現今一般用藥系統以紀錄用藥品項及提醒用藥時間為主，並未具備分析藥品-
藥品或藥品-飲食交互作用的功能。尤其針對慢性病人而言，因為飲食習慣、
共病與併用藥品複雜，更需要正確詳實的醫藥資訊與系統化分析，為病友用
藥安全把關。 

分析藥品飲食、藥品藥品交互作用，
可提供使用者輸入本地富含有維生素
K蔬菜的名稱及所食用的份量，藉此
紀錄個人平日飲食習慣。當藥品效果
控制不佳時，可以藉此幫助醫療人員
有效判別療效不佳的原因、減低病人
擔憂，有助醫病溝通以及個人化用藥
調整與管理。 

在整合頁面上，以圖表方式呈現抽血
檢驗結果值、用藥名稱、時間與份量，
維生素K飲食紀錄模組，進行資訊分
析並整合輸出一份報告，提供用藥異
常警示訊息。 

圖：本專利維生素K監控模組介面示意 

李俊男 | 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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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人工智慧鑑定技術 
Method For Generating Models to Estimate Bone Density, Method For 
Estimating Bone Density, And Electronic System 

裴育晟、范佐搖、陳嶽鵬、何長軒、郭昶甫、戴聞、翁唯城 | 長庚醫院 

產生用於估測骨質密度的模型的方法、估測
骨質密度的方法及電子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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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骨質疏鬆評估方式為藉由雙能X光吸收儀
所產生之骨礦物質含量、骨質密度、T評分及Z
評分等參數數值，輔助醫師進行骨質疏鬆的診
斷。此項檢驗病患需承受輻射劑量之風險，若
病患先前已接受一般骨盆X光檢查，則有二次
輻射劑量承受之風險。 

根據訓練影像資料及骨質密度資料訓練第一卷
積神經網路模型而產生估測模型，使得目標患
者只要被X光機拍攝過就可以根據X光機產生
的待分析影像資料產生骨質密度估測資料，不
需再透過雙能X光吸收儀檢測，從而降低病患
承受輻射劑量之風險，以及醫療單位對於該雙
能X光吸收儀這種昂貴儀器的依賴程度。 

針對每一訓練影像資料及待分析影像資料進行
該預定影像處理，以透過限制識別部位而降低
雜訊干擾，從而還能進一步提高估測的準確率。 

圖：本專利模型運作流程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19843、 
中國發明專利 CN 113303817A 

圖：本專利模型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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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輔助髖關節置換手術定位 
Automatic Landmark Detection And Alignment Analysis System of 
Musculoskeletal Radiographs 

林郁智、葉祐成、蔡宗廷、郭昶甫、陳嶽鵬、范佐搖 | 長庚醫院 

產生用於自動定位出定位點的模型的方法、
骨骼狀態分析方法及電子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每年髖關節置換手術實施數高達10,000次。 

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在術前、術中、術後、
預後追蹤都需要精確的定位，以避免植入
物校正失準，亦可長期觀察是否發生異常。
以往的定位方式，是由醫師或技術人員觀
察骨盆部位X-ray影像，以電腦軟體手動定
位重要標的物，從而判讀人工髖關節置換
後的狀態。然而前述現有技術高度仰賴專
業之醫療人員進行手動定位，且手動定位
難免有失誤或誤差。 

針對每一定位點，根據指示出該定位點的
位置的手動定位資料及訓練影像資料，訓
練卷積神經網路模型而產生自動定位模型，
且藉由使用自動定位模型以分別產生多個
分別指示出待分析影像資料中定位點的位
置的自動定位資料，且根據自動定位資料
產生相關於距離或角度的骨骼狀態參數值，
從而改善先前技術中手動定位可能發生的
失誤或誤差，並讓專業醫療人員不必將時
間耗費在執行手動定位上。 

圖：本專利模型運作流程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5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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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深度學習分析髖關結狀態的方法及電子系統 
A Deep Learning System Analyzing Hip Joint Growth Condition Based 
on Ultrasound Images 

高軒楷、 林建志、范佐搖、陳嶽鵬、郭昶甫 | 長庚醫院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髖關節發育不良是嬰幼兒常見的骨骼問題，發生率高(1‰~70‰)，使用
超音波進行髖關節檢查，是目前公認最有效的篩檢工具。 

新生兒髖關節篩檢尚未納入健保，但少子化現象使家長更注重兒童成長發
育的照護，使此技術具備發展自費醫療市場的潛力。 

目前臨床篩檢新生兒髖關節發育不良的方式為：醫師或技術人員觀察髖關
節部位超音波影像，以電腦軟體手動定位重要標的物，從而推算α角及β角。
然而前述現有技術高度仰賴專業之醫療人員進行手動定位，且手動定位難
免有失誤或誤差。 

專利之運算模型可相容於大型
超音波儀器以及手持便攜式超
音波裝置，全台各類型兒科醫
療院所均可使用。 

能即時自動判讀髖關節構造，
精準找出罹病的嬰幼兒。 

判讀速度快且準確率高，能節
省醫療人員大量的時間。 

可降低髖關節超音波的操作門
檻，有利於大量篩檢。 

圖：本專利模型之影像處理介面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46109 

人工智慧超音波檢測兒童髖關節發育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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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609723、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202211251、 
美國發明專利 US 11197645 

人工智慧輔助於X光影像中辨識喉部異物 
System And Method of Throat Abnormal Object Recognition 

林偉哲、羅盛典、陳悅生 | 長庚醫院 

喉部異物辨識系統及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2020年美國每10萬人中，約1.5人死於異物哽塞(choking)。兒童與老人
是異物哽塞的高風險族群，且失能的老人經常無法查覺自己被異物哽到，
即使查覺後也無法求助，死亡風險大幅增加。 

美國老年人口預估2040年將超過8,000萬人。 

醫療保險給付流程壓縮醫院獲利空間，低成本的醫療診斷工具有助於提高
醫院獲利能力，可提高醫療院所引進此技術的意願。 

喉部異物會受到周圍其他組織的干擾，造成視覺上的混淆。有經驗的醫生
較能正確的判斷喉部異物，或者，需要多次的拍下不同角度的X光片以供進
一步精確比較，不過會造成醫生在視覺上的疲勞，而且累計的幅射量增加
對病患也會有不良作用，缺乏效率。 

臨床上，無法使用上述方法辨識異物的病人必須接受進一步的檢查，如電
腦斷層等，導致病人接受更大量的輻射；亦或是增加急診留院觀察的時間，
因而增加醫療花費。 

利用喉部異物辨識裝置的喉部異物辨
識處理單元，對X光片的喉部側面影
像進行異物辨識而找出卡在喉部中的
異物，並利用標記圖框以標記異物，
藉以輔助醫生診斷病患喉部異物，並
快速判斷異物的位置，及時進行必要
的救治。 

圖：本專利影像處理介面示意 

林建奉 | 未來電商科技有限公司 

陳友南 | 廣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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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申請中  

輔助醫師評估抗血管內皮因子(anti-VEGF)藥物適用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mmon Retinal 
Vascular Diseases 

賴旗俊、楊嶺、吳政修、康祐銓、林睿彥、李沂倫、郭昶甫、林器弘 | 長庚醫院 

人工智慧用於輔助視網膜疾病治療決策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藥物適用於糖尿病黃斑部水腫(DME)、老年黃斑部病
變(AMD)、視網膜靜脈阻塞(RVO)、高度近視黃斑部病變(mCNV)等多種
視網膜相關病變，而Grand View Research指出此類藥物2021年於美國
市場營收達123億美金。 

在台灣，上述視網膜病變的發生率分別為：糖尿病患者中約7-11%會發生
糖尿病黃斑部病變；老年黃斑部病變盛行率11%，是中老年人失明的主要
原因之一；50歲以上人口視網膜靜脈阻塞盛行率1%；高度近視患者中約
5-10%會發生高度近視黃斑部病變。 

Anti-VEGF藥物單價昂貴，因此雖然可以申請健保給付，其審核過程卻充
滿限制，審查時間也十分冗長。除了容易延誤病人的治療時機，健保審核
機制也會消耗醫院、政府內部及外部審核人員的資源。 

目前臨床上只能由醫師根據經驗及檢查數據，逐案評估有視網膜病變的病
人是否適用上述藥物，缺乏快速且客觀的評斷機制，輔助臨床醫師加速評
估，同時讓後端藥物審核人員快速覆核來自不同醫院的申請。 

結合醫學影像及人工標示建立深
度學習模型，從各項視網膜檢查
結果中自動辨識常見的視網膜病
變(AUC達0.987)，並預測病人
是否適用anti-VEGF藥物(AUC
達0.969)。 

此模型將可提供客觀資料，讓臨
床醫師及藥物審核人員快速達成
共識並核准病人使用藥物，掌握
視網膜病變的黃金治療時機。 

圖：本專利AI模型架構 

彭書彥 |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 高銓澤 | 無所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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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申請中  

智能手機結合深度學習輔助雙眼皮手術評估 
Smartphone-Based, Deep Learning Prediction Method And System For 
Eye Measurements 

陳宏彰 | 長庚醫院 

眼部數值量測系統及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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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眼瞼手術為全球第三大整型手術，占比
12.1%。 

COVID-19疫情使遠距醫療需求大增。 

上眼瞼緣至瞳孔中心亮點(MRD1)，下眼瞼緣至瞳孔中心亮點(MRD2)等數
值對臨床評估雙眼皮手術的術式設計非常重要，但目前MRD1及MRD2的
影像辨識需要病人在指定的拍攝環境中完成拍攝才可運算。 

另一項雙眼皮手術評估需要的重要數值為提眼瞼肌功能(LF)，但目前的影
像辨識技術尚無法計算LF的數值。 

本專利影像辨識技術讓醫師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機拍攝的照片直接評估雙眼
皮手術的術式設計，使遠距問診發揮更大的作用，且醫學中心、中小型醫
院或醫美診所均可使用。 

本專利可加速醫師評估眼瞼下垂病患的時間，減少人為測量失誤的風險。
甚至病人也可以觀察診斷自己眼瞼位置是否正常，記錄自己眼瞼位置變化。 

圖：本專利系統架構 

李光申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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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623474 

資訊整合提升重症病人照護效率 
Visualization Dashboard And Consolidation System For Critical Care 

陳一伶、張博勛、王郁青、賴偉弘、石富元、許穎任 | 長庚醫院 

視覺化及智能化醫療照護整合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健保署統計2020年全台住院數超過190萬人次。 

重症病人照護需要醫護團隊密切配合並共享資訊，但現階段的資訊系統卻
將照護資訊分散在各職類的系統中，無法讓醫護團隊針對病患的現況問題
即時整合及評估病人的照護狀況，對於臨床決策的提出較耗費時間與人力，
也對病人治療造成負面影響。 

自動擷取並統合院內手術紀錄系統、護理紀錄系統、呼吸照護系統、檢驗
系統及藥物系統，並以視覺化呈現相關資料，幫助醫護團隊即時掌握重症
病人的身體狀況，提升照護效率。 

圖：本專利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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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輔助眩暈病況分析 
Deep Learning Method And System For Analyzing 
Videonystagmography 

吳靖農、羅盛典、范佐搖、陳嶽鵬、郭昶甫 | 長庚醫院 

利用深度學習分析眼振感測資料的方法及眼
振感測分析系統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台灣眩暈人口盛行率約5%~10%，40歲以上則達到40% 。 

急性眩暈至醫院急診就診的人數眾多，其病因可能是輕微的周邊型迷路失
衡，也可能是需緊急處置的中樞型病變，如中風。病患求診時常伴隨噁心，
嘔吐及全身不適等急性症狀，急診一線醫師不易由病史或理學檢查來判斷
其病灶之來源為周邊型迷路失衡還是中樞型病變。若是將需緊急處置的中
樞型病變誤診為周邊型迷路失衡，將延誤患者的治療時機；反之，若是將
周邊型迷路失衡誤診為需緊急處置的中樞型病變，將造成無謂的影像醫療
（如MRI）資源浪費。 

使用對應於參考患者的取樣參考眼
振感測資料、取樣誘導模板資料及
標註資料，以對比式學習訓練該神
經網絡模型以產生第一分析模型，
根據對應於參考患者的參考中樞異
常機率統計數值及標註資料使用分
類演算法，訓練分類模型以產生第
二分析模型。透過該第一分析模型
及該第二分析模型分析目標患者的
待分析眼振感測資料，而產生指示
目標患者中樞正常或異常的分類結
果，從而增進對急性眩暈病患之檢
傷分類的精準度。 

圖：本專利模型之運作流程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I74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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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度卷積網路模型辨識X光影像中的隱性舟狀骨折 
Method For Providing Fracture-Detection Tool 

郭昶甫、林器弘 | 長庚醫院 

提供骨折檢測工具的方法 

市場潛力 

現有技術水準 

專利創新重點 

專利資訊 

中國老年人口預估30年內將超過4.8億人，美國老年人口預估2040年將超
過8,000萬人。 

老人跌倒的風險隨年齡增長而上升，而跌倒時用手支撐體重的動作是造成
手部骨折的主要原因之一。 

骨質疏鬆也是手部骨折的成因之一，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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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保險給付流程壓縮醫院獲利空間，低成本的醫療診斷工具有助於提高
醫院獲利能力，可提高醫療院所引進此技術的意願。 

明顯的小骨骨折(例如，明顯的舟骨骨折)可以由經驗豐富的醫師從放射線
照片中識別，但隱性小骨骨折(例如，隱性舟骨骨折)難以從放射線照片中
確認。 儘管可以利用CT或MRI來幫助確認隱性骨折，但這種方式價格高昂，
需要一種用於檢測隱性小骨骨折的經濟解決方案。 

中國發明專利 CN 113450306A、 
美國發明專利 US 20210275123A1 

可以根據普通的手部X光照片有效地獲得高準確度的舟骨骨折檢測，並且引
入的重複和選擇流程可以帶來更高的檢測準確度，也可降低醫療成本。 

Kevin C. Chung | 密西根大學 

圖：本專利影像處理流程 圖：本專利影像處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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