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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攜⼿國研院 台灣⽣醫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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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科中⼼成⼤辦公室揭牌 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 加速研發成果產品化

成功⼤學產學創新總中⼼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簽署合作備忘錄，並為國
研院儀科中⼼成⼤辦公室舉⾏揭牌儀式。（成⼤提供）

記者羅⽟如⁄台南報導

成功⼤學產學創新總中⼼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簽署合作備忘錄，並為國研院儀科中⼼

成⼤辦公室舉⾏揭牌儀式。雙⽅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學術及技術、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證合作，未來將共同

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加速成立新創事業。

簽約暨揭牌儀式，由成⼤副校⻑蘇芳慶、國研院副院⻑林博文擔任⾒證⼈，成⼤產創總中⼼主任莊偉哲與國研院

儀科中⼼主任楊燿州代表雙⽅簽署合作備忘錄。國研院儀科中⼼成⼤辦公室由蘇芳慶揭牌，楊燿州放入掛牌，宣

告正式啟動營運。

蘇芳慶表⽰，成⼤⼆０⼀⼀年起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０⼆０年設立新創加速中⼼。透過成⼤創新圓夢計

畫，協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百分之⼗八的專利成功技轉。今年成⼤成為全國第⼀所取得醫材製造及販

賣商許可的⼤學，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創新技術可望躍升為產業助⼒。

林博文指出，國研院在⽣醫領域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對新冠疫情與⼈⼝老化議題，可預⾒⽣醫領域創新，對未

來發展⾄關重要。國科會已將精準醫療訂為重要發展⽅向，國研院也將肩負與學界合作的重任。期望與成⼤有更

多合作，導入國研院醫材加速器，為台灣⽣醫開創新未來。透過儀科中⼼與成⼤產創總中⼼的密切合作，可將台

灣積極發展的⽣醫產業推向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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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國研院簽署MOＵ　儀科中心成大辦公室正式揭牌

本文共112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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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 張傑

成功大學產學創新總中心（以下簡稱成大產創總中心）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

研院儀科中心）10日舉行「合作備忘錄簽署暨國研院儀科中心成大辦公室揭牌儀式」，由成大副校長蘇芳慶及

國研院副院長林博文擔任見證人，成大產創總中心主任莊偉哲與國研院儀科中心主任楊燿州共同簽署合作備忘

錄，未來雙方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學術及技術合作、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證合作，將共同推動學界研發技

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成立。

讚 0

成大產創總中心主任莊偉哲（右２）與國研院儀科中心主任楊燿州（右３）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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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副校長蘇芳慶表示，成大自2011年起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並於2020年設立專責輔導與加速新創事業

的新創加速中心，已經透過「成大創新圓夢計畫」，協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而其中專利更是有18%

都成功技轉，成大提供研發、技術、人才等各項協助，使得產業缺口可以快速補足，2022年成大率先成為全

國第一所取得醫材製造及販賣商許可的大學，將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使創新技術可以躍升為產業助力。

副校長蘇芳慶指出，國研院儀科中心在北部有很大的基地著重輔導生醫產業新創，成大則是多年來與企業保持

密切鏈結，加上近幾年南部半導體S廊帶的發展崛起，相信成大未來與國研院儀科中心的合作能夠為產業、為

社會帶來更多創新與加值，加速產品上市的期程，造福民眾，並透過推動產業發展，讓世界看見臺灣。

國研院副院長林博文指出，國研院在生醫領域，投入相當多的資源，輔導學研界成果能夠加速商品化。面對新

冠疫情與人口老化議題，能預見生醫領域的創新對未來發展至關重要，尤其國科會把精準醫療訂為重要發展方

向，國研院也將肩負起跟學界合作的重責，期望與南部龍頭成功大學有更多的合作，為臺灣生醫開創新未來。

國研院儀科中心成大辦公室由蘇芳慶副校長揭牌，代表成大歡迎儀科中心的進駐。 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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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產創總中心主任莊偉哲指出，成大擁有許多優秀且具前瞻性的研發技術，並有大南方科研產業化11所學校

的跨校平台技術，商轉過程中，非常仰賴各界專業能量與資源，協助學界產出跨領域技術成果，像是成大工設

系教授林彥呈團隊開發的「智慧健促服務系統」，即是透過國研院儀科中心協助原型品試製、法規輔導、GMP

廠試量產，從萌芽計畫申請490萬元補助，之後再獲價創計畫2,663萬元補助，並衍生成立智遊科技服務公

司，目前朝向資金募集階段前進，顯見雙方合作具有強大的互補性優勢。

成大產創總中心近來積極招募企業會員，分成「鑽石」、「白金」、「黃金」、「白銀」等4個等級，依據等

級不同提供專利、技轉、產學、新創與人才招募等程度不一的服務，目前已有近30家企業進駐，會員所屬產業

領域廣泛，包括面板、半導體、化工、金融、醫療與新創事業等，而國研院儀科中心的進駐則是首度有國家單

位轄下的機關進駐，這也是成大與國研院共同打造之「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地」2020年底啟動

之後，成大再度與國研院展開合作。

國研院儀科中心主任楊燿州（左）為成大辦公室放入掛牌，象徵正式啟動營運。 成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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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國立成功⼤學攜⼿國家實驗研究院合作再添⼀樁！成功⼤學產學創新總中⼼（以下簡稱成⼤
產創總中⼼）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以下簡稱國研院儀科中⼼）今（10）⽇舉⾏「合作備忘錄簽
署暨國研院儀科中⼼成⼤辦公室揭牌儀式」，雙⽅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學術及技術合作、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證
合作，將共同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成立。

（圖說）簽約暨揭牌儀式10⽇上午於成⼤產創總中⼼舉⾏，由成⼤副校⻑蘇芳慶（右⼀）及國研院副院⻑林博文（左
⼀）擔任⾒證⼈，成⼤產創總中⼼主任莊偉哲（右⼆）與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右三）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記者鄭德政攝）
簽約暨揭牌儀式10⽇上午於成⼤產創總中⼼舉⾏，由成⼤副校⻑蘇芳慶及國研院副院⻑林博文擔任⾒證⼈，成⼤產創
總中⼼主任莊偉哲與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國研院儀科中⼼成⼤辦公室由蘇芳慶副校⻑揭
牌，代表成⼤歡迎儀科中⼼的進駐，楊燿州主任為成⼤辦公室放入掛牌，象徵正式啟動營運，期盼雙⽅未來攜⼿打造
成⼤產創總中⼼培育新創團隊的新⾥程，放眼臺灣、布局全球，扶植更多新創團隊，加速商品化步伐，將臺灣品牌推
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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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國研院儀科中⼼成⼤辦公室由蘇芳慶副校⻑揭牌，代表成⼤歡迎儀科中⼼的進駐。（記者鄭德政攝）
成⼤副校⻑蘇芳慶表⽰，成⼤⾃2011年起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並於2020年設立專責輔導與加速新創事業的新創加
速中⼼，已經透過「成⼤創新圓夢計畫」，協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其中專利更是有18%都成功技轉，成
⼤提供研發、技術、⼈才等各項協助，使得產業缺⼝可以快速補⾜；今（2022）年成⼤率先成為全國第⼀所取得醫材
製造及販賣商許可的⼤學，將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使創新技術可以躍升為產業助⼒。

（圖說）楊燿州主任（左）與成⼤產創總中⼼主任莊偉哲（右）為成⼤辦公室放入掛牌，象徵正式啟動營運。（記者
鄭德政攝）
蘇芳慶也提到，國研院儀科中⼼在北部有很⼤的基地著重輔導⽣醫產業新創，成⼤則是多年來與企業保持密切鏈結，
加上近幾年南部半導體S廊帶的發展崛起，相信成⼤未來與國研院儀科中⼼的合作能夠為產業、為社會帶來更多創新
與加值，加速產品上市的期程，造福⺠眾，並透過推動產業發展，讓世界看⾒臺灣。
　國研院副院⻑林博文指出，國研院在⽣醫領域投入相當多的資源，輔導學研界成果能夠加速商品化。⾯對新冠疫情
與⼈⼝老化議題，能預⾒⽣醫領域的創新對未來發展⾄關重要，尤其國科會把精準醫療訂為重要發展⽅向，國研院也
將肩負起跟學界合作的重責，期望與南部龍頭成功⼤學有更多的合作，導入國研院醫材加速器，為臺灣⽣醫開創新未
來。
　成⼤產創總中⼼主任莊偉哲指出，成⼤擁有許多優秀且具前瞻性的研發技術，並有⼤南⽅科研產業化11所學校的跨
校平台技術。商轉過程中非常仰賴各界專業能量與資源，協助學界產出跨領域技術成果，像是成⼤⼯設系教授林彥呈
團隊開發的「智慧健促服務系統」，即是透過國研院儀科中⼼協助原型品試製、法規輔導、GMP廠試量產，從萌芽計
畫申請490萬元補助，之後再獲價創計畫2,663萬元補助，並衍⽣成立智遊科技服務股份公司，⽬前朝向資⾦募集階段
前進，顯⾒雙⽅合作具有強⼤的互補性優勢。
　成⼤產創總中⼼近來積極招募企業會員，分成「鑽⽯」、「⽩⾦」、「黃⾦」、「⽩銀」等4個等級，依據等級不
同提供專利、技轉、產學、新創與⼈才招募等程度不⼀的服務，⽬前已有近30家企業進駐，會員所屬產業領域廣泛，
包括⾯板、半導體、化⼯、⾦融、醫療與新創事業等，⽽國研院儀科中⼼的進駐則是⾸度有國家單位轄下的機關進
駐。這也是成⼤與國研院共同打造之「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臺南基地」2020年底啟動之後，成⼤再度與國研院
展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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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博文指出，國研院提供國內產官學研界在地球環境、資通訊科技、⽣醫科技、科技政策等領域所需的研發平台與
技術服務，因此與成⼤的各系所都有合作的機會。特別是國研院向來⽀持學研技術的創新及推升，例如儀科中⼼所負
責的「創價醫材加速器平台計畫」，已多次輔導學校團隊技術加值，更幫助串聯醫療器材產業及醫院，⼀次解決⽣醫
新創在技術、驗證、法規、臨床的關卡，建構創新⽣態系，降低研發成本及風險，讓產學合作可以加速前進商品化，
提⾼產學接軌成功率。他相信透過儀科中⼼與成⼤產創總中⼼的密切合作，可以將臺灣正積極發展的⽣醫產業進⼀步
推向國際市場。
　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表⽰，「將學校老師的研發成果技術轉化成臺灣下⼀個新創獨⾓獸」是儀科中⼼輔導團
隊的積極態度，今天在成⼤設立辦公室，集結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財務規劃的協助，以及翔宇⽣技顧問公司在醫
材檢測技術及產品法規的專⻑，讓成⼤的跨領域技術成果能落地發展為新創產業，同時也可串聯廠商，發揮槓桿⼒
道，創造更⼤的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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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與國研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儀科中⼼成⼤辦公室揭牌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22-08-10 20:23

成功⼤學產學創新總中⼼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8/10舉⾏「合作備忘錄簽署暨國研院儀

科中⼼成⼤辦公室」揭牌儀式，雙⽅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學術及技術合作、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證合

作，將共同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成立。

成⼤副校⻑蘇芳慶及國研院副院⻑林博文擔任⾒證⼈，成⼤產創總中⼼主任莊偉哲與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

燿州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國研院儀科中⼼成⼤辦公室由蘇芳慶副校⻑揭牌，代表成⼤歡迎儀科中⼼的進駐，楊燿州主任為成⼤辦公室

放入掛牌，象徵正式啟動營運，期盼雙⽅未來攜⼿打造成⼤產創總中⼼培育新創團隊的新⾥程，放眼臺灣、

布局全球，扶植更多新創團隊，加速商品化步伐，將臺灣品牌推向世界舞台。

成⼤副校⻑蘇芳慶表⽰，成⼤⾃2011年起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並於2020年設立專責輔導與加速新創事

業的新創加速中⼼，已經透過「成⼤創新圓夢計畫」，協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其中專利更是有

18%都成功技轉，成⼤提供研發、技術、⼈才等各項協助，使得產業缺⼝可以快速補⾜；今年成⼤率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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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國第⼀所取得醫材製造及販賣商許可的⼤學，將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使創新技術可以躍升為產業助

⼒。

國研院副院⻑林博文指出，國研院在⽣醫領域投入相當多的資源，輔導學研界成果能夠加速商品化。⾯對新

冠疫情與⼈⼝老化議題，能預⾒⽣醫領域的創新對未來發展⾄關重要，尤其國科會把精準醫療訂為重要發展

⽅向，國研院也將肩負起跟學界合作的重責，期望與南部龍頭成功⼤學有更多的合作，導入國研院醫材加速

器，為臺灣⽣醫開創新未來。

成⼤產創總中⼼主任莊偉哲指出，成⼤產創總中⼼近來積極招募企業會員，分成「鑽⽯」、「⽩⾦」、「黃

⾦」、「⽩銀」等4個等級，依據等級不同提供專利、技轉、產學、新創與⼈才招募等程度不⼀的服務，⽬

前已有近30家企業進駐，會員所屬產業領域廣泛，包括⾯板、半導體、化⼯、⾦融、醫療與新創事業等，

⽽國研院儀科中⼼的進駐則是⾸度有國家單位轄下的機關進駐。

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表⽰，「將學校老師的研發成果技術轉化成臺灣下⼀個新創獨⾓獸」是儀科中⼼

輔導團隊的積極態度，今天在成⼤設立辦公室，集結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財務規劃的協助，以及翔宇⽣

技顧問公司在醫材檢測技術及產品法規的專⻑，讓成⼤的跨領域技術成果能落地發展為新創產業，同時也可

串聯廠商，發揮槓桿⼒道，創造更⼤的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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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國研院簽署合作備忘  儀科中心成大辦公室揭牌

官學攜手共育新創人才 創造產學合作新契機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攜手國家實驗研究院合作再添一

樁！成功大學產學創新總中心(以下簡稱成大產創總中心)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

究中心(以下簡稱國研院儀科中心)8月10日舉行「合作備忘錄簽署暨國研院儀科中心成大辦

公室揭牌儀式」，雙方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學術及技術合作、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證合

作，將共同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成立。

簽約暨揭牌儀式10日上午於成大產創總中心舉行，由成大副校長蘇芳慶及國研院副院長林博

文擔任見證人，成大產創總中心主任莊偉哲與國研院儀科中心主任楊燿州共同簽署合作備忘

錄；國研院儀科中心成大辦公室由蘇芳慶副校長揭牌，代表成大歡迎儀科中心進駐，楊燿州

主任為成大辦公室放入掛牌，象徵正式啟動營運，期盼雙方未來攜手打造成大產創總中心培

育新創團隊新里程，放眼臺灣、布局全球，扶植更多新創團隊，加速商品化步伐，將臺灣品

牌推向世界舞台。

成大副校長蘇芳慶表示，成大自2011年起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並於2020年設立專責輔導

與加速新創事業的新創加速中心，已經透過「成大創新圓夢計畫」，協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

新創公司，而其中專利更是有18%都成功技轉，成大提供研發、技術、人才等各項協助，使

得產業缺口可以快速補足；今(2022)年成大率先成為全國第一所取得醫材製造及販賣商許可

大學，將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使創新技術可以躍升為產業助力。

蘇芳慶提到，國研院儀科中心在北部有很大基地著重輔導生醫產業新創，成大則是多年來與

企業保持密切鏈結，加上近幾年南部半導體S廊帶發展崛起，相信成大未來與國研院儀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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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合作能夠為產業、為社會帶來更多創新與加值，加速產品上市期程，造福民眾，並透過推

動產業發展，讓世界看見臺灣。

國研院副院長林博文指出，國研院在生醫領域投入相當多資源，輔導學研界成果能夠加速商

品化；面對新冠疫情與人口老化議題，能預見生醫領域的創新對未來發展至關重要，尤其國

科會把精準醫療訂為重要發展方向，國研院也將肩負起跟學界合作重責，期望與南部龍頭成

功大學有更多合作，導入國研院醫材加速器，為臺灣生醫開創新未來。

成大產創總中心主任莊偉哲指出，成大擁有許多優秀且具前瞻性研發技術，並有大南方科研

產業化11所學校跨校平台技術；商轉過程中非常仰賴各界專業能量與資源，協助學界產出跨

領域技術成果，像是成大工設系教授林彥呈團隊開發「智慧健促服務系統」，即是透過國研

院儀科中心協助原型品試製、法規輔導、GMP廠試量產，從萌芽計畫申請490萬元補助，之

後再獲價創計畫2,663萬元補助，並衍生成立智遊科技服務公司，目前朝向資金募集階段前

進，顯見雙方合作具有強大互補性優勢。

成大產創總中心近來積極招募企業會員，分成「鑽石」、「白金」、「黃金」、「白銀」等

4個等級，依據等級不同提供專利、技轉、產學、新創與人才招募等程度不一服務，目前已

有近30家企業進駐，會員所屬產業領域廣泛，包括面板、半導體、化工、金融、醫療與新創

事業等，而國研院儀科中心進駐則是首度有國家單位轄下機關進駐；這也是成大與國研院共

同打造之「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臺南基地」2020年底啟動之後，成大再度與國研院展

開合作。

林博文指出，國研院提供國內產官學研界在地球環境、資通訊科技、生醫科技、科技政策等

領域所需研發平台與技術服務，因此與成大各系所都有合作機會；特別是國研院向來支持學

研技術創新及推升，如儀科中心所負責「創價醫材加速器平台計畫」，已多次輔導學校團隊

技術加值，更幫助串聯醫療器材產業及醫院，一次解決生醫新創在技術、驗證、法規、臨床

關卡，建構創新生態系，降低研發成本及風險，讓產學合作可以加速前進商品化，提高產學

接軌成功率；他相信透過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密切合作，可以將臺灣正積極發展生醫

產業進一步推向國際市場。

國研院儀科中心主任楊燿州表示，「將學校老師的研發成果技術轉化成臺灣下一個新創獨角

獸」是儀科中心輔導團隊積極態度，今天在成大設立辦公室，集結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

財務規劃協助，及翔宇生技顧問公司在醫材檢測技術及產品法規專長，讓成大跨領域技術成

果能落地發展為新創產業，同時也可串聯廠商，發揮槓桿力道，創造更大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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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合作 將產學成果推向國際

本文共1304字

2022/08/10 17:00:22

經濟日報 曹松清

國科會轄下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執行國科會政策，為深化產業與學界連結，今（10）日與國

立成功大學產學創新總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學術及技術合作、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

證合作，將共同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成立。

根據2022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成大排名全台最高，亞洲第二，尤其在產學合作與創新

表現名列世界前十；另外《遠見雜誌》2022年公布「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成大在綜合大學類今年進步至

第二名，其中在永續經營和產學合作雙雙排名全國第一。

讚 0

八塊拼圖象徵透過國研院儀科中心加速器、成功大學產創總中心孵化器，把台灣醫材新創推向國際。 國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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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副校長蘇芳慶表示，成大自2011年起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並於2020年設立專責輔導與加速新創事業

的新創加速中心，已經多次透過「成大創新圓夢計畫」，協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此外，成大也提供

研發、技術、人才等各項協助，使產業缺口可以快速補足；成大目前也是全國唯一取得醫材製造及販賣商許可

的大學，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使創新技術可以躍升成為產業助力。成大希望未來透過與國研院儀科中心的

合作，加速產品上市的期程，造福民眾；且能推動產業發展，讓世界看見台灣。

成大產創總中心主任莊偉哲表示，成大擁有許多優秀且具前瞻性的研發技術，並有大南方科研產業化十一校的

跨校平台技術，而在商轉過程中，就非常需要國研院儀科中心的專業能量與資源，協助學界產出跨領域技術成

果。以成大「智慧健促服務系統」指標性案源為例，透過國研院儀科中心協助原型品試製、法規輔導、GMP廠

試量產，從萌芽計畫申請490萬元補助，一路走到獲得價創計畫2,663萬元補助，並衍生成立智遊科技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目前朝向資金募集階段前進，由此顯見雙方合作具有強大的互補性優勢。

拼圖代表匯集四面八方的加量，發揮槓桿力道，創造台灣醫材更大的經濟價值。 國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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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今日舉行「合作備忘錄簽署暨國研院儀科中心成大辦公室揭牌儀式」，宣示

雙方深化合作的決心。簽約儀式由蘇芳慶及國研院副院長林博文擔任見證人，莊偉哲與國研院儀科中心主任楊

燿州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期盼未來透過強強聯手，打造成大產創總中心培育新創團隊的新里程，放眼台灣，

布局全球，扶植更多新創團隊，並且加速商品化步伐，將台灣品牌推向世界舞台。

林博文指出，國研院提供國內產官學研界在地球環境、資通訊科技、生醫科技、科技政策等領域所需的研發平

台與技術服務，因此與成大的各系所都有合作的機會。特別是國研院向來支持學研技術的創新及推升，例如儀

科中心所負責的「創價醫材加速器平台計畫」，已多次輔導學校團隊技術加值，更幫助串聯醫療器材產業及醫

院，一次解決生醫新創在技術、驗證、法規、臨床的關卡，建構創新生態系，降低研發成本及風險，讓產學合

作可以加速前進商品化，提高產學接軌成功率。他相信透過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的密切合作，可以將台

灣正積極發展的生醫產業進一步推向國際市場。

楊燿州表示，「將學校老師的研發成果技術轉化成台灣下一個新創獨角獸」是儀科中心輔導團隊的積極態度，

今天在成大設立辦公室，集結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財務規劃的協助，及翔宇生技顧問公司在醫材檢測技術

及產品法規的專長，讓成大的跨領域技術成果能落地發展為新創產業；也可串聯廠商，發揮槓桿的力道，創造

更大的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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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 攜手將產學成果推向

國際

8塊拼圖象徵透過儀科中⼼加速器產創總中⼼孵化器把台灣醫材新創推向國際。	國研院/提供

本文共1475字

2022/08/10 16:06:47

經濟日報 楊鎮州

蔡英文總統在今年亞洲生技大展開幕致詞時再度強調「醫療科技及精準健康」是國家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一，

國科會吳政忠主委也在日前表示，未來國科會將持續扮演「科技創新推動引擎」，支援基礎研究及推動創新創

業。國科會轄下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國研院儀科中心）執行國科會政策，為深化產業與學

界連結，今（10）日與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創新總中心（成大產創總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聚焦產學合作資源

共享、學術及技術合作、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證合作，將共同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成立。

成⼤產學合作與技轉績效卓越

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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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22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成大排名全台最高，亞洲第二，尤其在產學合作與創新

表現名列世界前十；另外《遠見雜誌》2022年公布「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成大在綜合大學類今年進步至

第二名，其中在永續經營和產學合作雙雙排名全國第一。

成大副校長蘇芳慶表示，成大自2011年起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並於2020年設立專責輔導與加速新創事業

的新創加速中心，已經多次透過「成大創新圓夢計畫」，協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此外，成大也提供

研發、技術、人才等各項協助，使產業缺口可以快速補足；成大目前也是全國唯一取得醫材製造及販賣商許可

的大學，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使創新技術可以躍升成為產業助力。成大希望未來透過與國研院儀科中心的

合作，加速產品上市的期程，造福民眾；且能推動產業發展，讓世界看見台灣。

國研院儀科中心成大辦公室正式啟用，楊燿州主任(左)莊偉哲主任合影。 國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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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產創總中心主任莊偉哲表示，成大擁有許多優秀且具前瞻性的研發技術，並有大南方科研產業化十一校的

跨校平台技術，而在商轉過程中，就非常需要國研院儀科中心的專業能量與資源，協助學界產出跨領域技術成

果。以成大「智慧健促服務系統」指標性案源為例，透過國研院儀科中心協助原型品試製、法規輔導、GMP廠

試量產，從萌芽計畫申請490萬元補助，一路走到獲得價創計畫2,663萬元補助，並衍生成立智遊科技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目前朝向資金募集階段前進，由此顯見雙方合作具有強大的互補性優勢。

強強聯⼿為醫材創新加速加值

國研院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今日舉行「合作備忘錄簽署暨國研院儀科中心成大辦公室揭牌儀式」，宣示

雙方深化合作的決心。簽約儀式由成大蘇芳慶副校長及國研院林博文副院長擔任見證人，成大產創總中心莊偉

哲主任與國研院儀科中心楊燿州主任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期盼未來透過強強聯手，打造成大產創總中心培育

新創團隊的新里程，放眼台灣，布局全球，扶植更多新創團隊，並且加速商品化步伐，將台灣品牌推向世界舞

台。

國研院副院長林博文指出，國研院提供國內產官學研界在地球環境、資通訊科技、生醫科技、科技政策等領域

所需的研發平台與技術服務，因此與成大的各系所都有合作的機會。特別是國研院向來支持學研技術的創新及

推升，例如儀科中心所負責的「創價醫材加速器平台計畫」，已多次輔導學校團隊技術加值，更幫助串聯醫療

器材產業及醫院，一次解決生醫新創在技術、驗證、法規、臨床的關卡，建構創新生態系，降低研發成本及風

險，讓產學合作可以加速前進商品化，提高產學接軌成功率。他相信透過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的密切合

作，可以將台灣正積極發展的生醫產業進一步推向國際市場。

拼圖代表匯集四面八方的加量_發揮槓桿力道創造台灣醫材更大的經濟價值。 國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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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儀科中心主任楊燿州表示，「將學校老師的研發成果技術轉化成台灣下一個新創獨角獸」是儀科中心輔

導團隊的積極態度，今天在成大設立辦公室，集結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財務規劃的協助，及翔宇生技顧問

公司在醫材檢測技術及產品法規的專長，讓成大的跨領域技術成果能落地發展為新創產業；也可串聯廠商，發

揮槓桿的力道，創造更大的經濟價值。

國研院林博文副院長(左起)、儀科中心楊燿州主任、成大產創總中心莊偉哲主任、成大蘇芳慶副校長。 國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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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0

蔡英文總統在今年亞洲⽣技⼤展開幕致詞時再度強調「醫療科技及精準健康」是國家
六⼤核⼼戰略產業之⼀，國科會吳政忠主委也在⽇前表⽰，未來國科會將持續扮演
「科技創新推動引擎」，⽀援基礎研究及推動創新創業。國科會轄下國家實驗研究院
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國研院儀科中⼼）執⾏國科會政策，為深化產業與學界連
結，今（8/10）⽇與國立成功⼤學產學創新總中⼼（成⼤產創總中⼼）簽訂合作備
忘錄，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學術及技術合作、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證合作，將共
同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成立。 

成⼤產學合作與技轉績效卓越

根據2022年泰晤⼠報⾼等教育世界⼤學影響⼒排名，成⼤排名全台最⾼，亞洲第
⼆，尤其在產學合作與創新表現名列世界前⼗；另外《遠⾒雜誌》2022年公布「臺
灣最佳⼤學排⾏榜」，成⼤在綜合⼤學類今年進步⾄第⼆名，其中在永續經營和產學
合作雙雙排名全國第⼀。 

國研院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 簽訂合作備忘錄 將產學成果推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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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蘇芳慶副校⻑表⽰，成⼤⾃2011年起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並於2020年設立
專責輔導與加速新創事業的新創加速中⼼，已經多次透過「成⼤創新圓夢計畫」，協
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此外，成⼤也提供研發、技術、⼈才等各項協助，使
產業缺⼝可以快速補⾜；成⼤⽬前也是全國唯⼀取得醫材製造及販賣商許可的⼤學，
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使創新技術可以躍升成為產業助⼒。成⼤希望未來透過與國
研院儀科中⼼的合作，加速產品上市的期程，造福⺠眾；且能推動產業發展，讓世界
看⾒台灣。 

成⼤產創總中⼼莊偉哲主任表⽰，成⼤擁有許多優秀且具前瞻性的研發技術，並有⼤
南⽅科研產業化⼗⼀校的跨校平台技術，⽽在商轉過程中，就非常需要國研院儀科中
⼼的專業能量與資源，協助學界產出跨領域技術成果。以成⼤「智慧健促服務系統」
指標性案源為例，透過國研院儀科中⼼協助原型品試製、法規輔導、GMP廠試量
產，從萌芽計畫申請490萬元補助，⼀路⾛到獲得價創計畫2,663萬元補助，並衍⽣
成立智遊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前朝向資⾦募集階段前進，由此顯⾒雙⽅合作具
有強⼤的互補性優勢。 

強強聯⼿為醫材創新加速加值

國研院儀科中⼼與成⼤產創總中⼼今⽇舉⾏「合作備忘錄簽署暨國研院儀科中⼼成⼤
辦公室揭牌儀式」，宣⽰雙⽅深化合作的決⼼。簽約儀式由成⼤蘇芳慶副校⻑及國研
院林博文副院⻑擔任⾒證⼈，成⼤產創總中⼼莊偉哲主任與國研院儀科中⼼楊燿州主
任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期盼未來透過強強聯⼿，打造成⼤產創總中⼼培育新創團隊
的新⾥程，放眼台灣，布局全球，扶植更多新創團隊，並且加速商品化步伐，將台灣
品牌推向世界舞台。 

國研院林博文副院⻑指出，國研院提供國內產官學研界在地球環境、資通訊科技、⽣
醫科技、科技政策等領域所需的研發平台與技術服務，因此與成⼤的各系所都有合作
的機會。特別是國研院向來⽀持學研技術的創新及推升，例如儀科中⼼所負責的「創
價醫材加速器平台計畫」，已多次輔導學校團隊技術加值，更幫助串聯醫療器材產業
及醫院，⼀次解決⽣醫新創在技術、驗證、法規、臨床的關卡，建構創新⽣態系，降
低研發成本及風險，讓產學合作可以加速前進商品化，提⾼產學接軌成功率。他相信
透過儀科中⼼與成⼤產創總中⼼的密切合作，可以將台灣正積極發展的⽣醫產業進⼀
步推向國際市場。 

國研院儀科中⼼楊燿州主任表⽰，「將學校老師的研發成果技術轉化成台灣下⼀個新
創獨⾓獸」是儀科中⼼輔導團隊的積極態度，今天在成⼤設立辦公室，集結安永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對財務規劃的協助，及翔宇⽣技顧問公司在醫材檢測技術及產品法規的
專⻑，讓成⼤的跨領域技術成果能落地發展為新創產業；也可串聯廠商，發揮槓桿的
⼒道，創造更⼤的經濟價值。



2022/8/11 上午9:44 國研院儀科中⼼與成⼤產創總中⼼ 簽訂合作備忘錄 將產學成果推向國際 | 國家實驗研究院

https://www.narlabs.org.tw/xmdoc/cont?xsmsid=0I148622737263495777&sid=0M222413550382588530 3/4



2022/8/11 上午9:44 國研院儀科中⼼與成⼤產創總中⼼ 簽訂合作備忘錄 將產學成果推向國際 | 國家實驗研究院

https://www.narlabs.org.tw/xmdoc/cont?xsmsid=0I148622737263495777&sid=0M222413550382588530 4/4



2022/8/11 上午9:49 國研院、成⼤簽MOU加速產學成果落地邁向國際 安永、翔宇⽣技響應-環球⽣技⽉刊

記者 吳培安 2022-08-10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國研院儀科中
心)

國研院、成大簽MOU加速產學成果落
地邁向國際 安永、翔宇生技響應

左起：國研院林博文副院長、儀科中心楊燿州主任、成大產創總中心莊偉哲主任、成大

蘇芳慶副校長。(圖/國研院儀科中心提供)

今(10)日，國科會轄下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國研院儀科中心)宣布，與

成功大學產學創新總中心(成大產創總中心)簽定合作備忘錄，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

學術及技術合作、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證合作，攜手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及加速成立

新創事業。

  

國研院林博文副院長表示，國研院向來支持學研技術的創新及推升，例如儀科中心所負

責的「創價醫材加速器平台計畫」，已多次輔導學校團隊技術加值，更幫助串聯醫療器

材產業及醫院，一次解決生醫新創在技術、驗證、法規、臨床的關卡，建構創新生態

系，降低研發成本及風險，讓產學合作可以加速前進商品化，提高產學接軌成功率。

  

國研院儀科中心楊燿州主任也表示，今天在成大設立辦公室，集結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對財務規劃的協助，以及翔宇生技顧問公司在醫材檢測技術及產品法規的專長，讓成

大的跨領域技術成果能落地發展為新創產業；也可串聯廠商，發揮槓桿的力道，創造更

大的經濟價值。

  

成大蘇芳慶副校長期待，希望未來透過與國研院儀科中心的合作，加速產品上市的期

程，造福民眾；且能推動產業發展，讓世界看見臺灣。

  

蘇芳慶表示，成大自2011年起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並於2020年設立專責輔導與加速

新創事業的新創加速中心，已經多次透過「成大創新圓夢計畫」，協助校園新創團隊成

撰文 日期

https://news.gbimonthly.com/tw/article/p02.php?author_id=13
https://news.gbimonthly.com/tw/invest/show2.php?num=716


立新創公司。

  

此外，成大也提供研發、技術、人才等各項協助，使產業缺口可以快速補足；成大目前

也是全國唯一取得醫材製造及販賣商許可的大學，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使創新技術

可以躍升成為產業助力。

  

成大產創總中心莊偉哲主任也表示，成大擁有許多優秀且具前瞻性的研發技術，並有大

南方科研產業化11校的跨校平台技術，而在商轉過程中，就非常需要國研院儀科中心的

專業能量與資源，協助學界產出跨領域技術成果。

  

莊偉哲以成大「智慧健促服務系統」指標性案源為例，透過國研院儀科中心協助原型品

試製、法規輔導、GMP廠試量產，從萌芽計畫申請490萬元補助，一路走到獲得價創計

畫2,663萬元補助，並衍生成立「智遊科技服務股份公司」，目前朝向資金募集階段前

進，顯見雙方合作具有強大的互補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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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2/08/11

國研院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簽
備忘錄

響應蔡英文總統「醫療科技及精準健康」國家六⼤核⼼戰略產

業，國科會持續扮演科技創新推動引擎，轄下的國家實驗研究院

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為深化產業與學界連結，昨天與國立成功

⼤學產學創新總中⼼舉⾏「合作備忘錄簽署暨國研院儀科中⼼成

⼤辦公室揭牌儀式」，未來將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學術及技

術合作、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證合作，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

成⼤副校⻑蘇芳慶及國研院副院⻑林博文擔任⾒證⼈，成⼤產創

總中⼼主任莊偉哲與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共同簽署備忘

錄，期透過強強聯⼿打造成⼤產創總中⼼培育新創團隊的新⾥

程，扶植更多新創團隊及加速商品化，將台灣品牌推向世界舞

台。

蘇芳慶表⽰，成⼤積極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設立專責輔導與

加速新創事業的新創加速中⼼，透過「成⼤創新圓夢計畫」協助

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也是全國唯⼀取得醫材製造及販賣

商許可的⼤學，有助研發成果產品化，期透過與國研院儀科中⼼

合作加速產品上市期程。莊偉哲說，成⼤有許多優秀前瞻研發技

術，並有⼤南⽅科研產業化⼗⼀校的跨校平台技術，商轉過程中

需國研院儀科中⼼專業能量與資源，協助學界產出跨領域技術成

果。

林博文指出，國研院提供產官學研界在地球環境、資通訊科技、

⽣醫科技、科技政策等領域研發平台與技術服務，與成⼤各系所

都有合作，儀科中⼼「創價醫材加速器平台計畫」多次輔導學校

團隊技術加值，更幫助串聯醫療器材產業及醫院，解決⽣醫新創

在技術、驗證、法規、臨床的關卡；楊燿州說，將學校老師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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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成果技術轉化成台灣下⼀個新創獨⾓獸，是儀科中⼼輔導團隊

⽬標，成⼤辦公室設立後，可讓成⼤跨領域技術成果落地發展為

新創產業，也可串聯廠商，創造更⼤的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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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攜手成大 推進創新研發能量
⼯商 林昱均20:02 2022-08-10

為深化產學連結，國家實驗研究院10⽇與國立成功⼤學產學創新總中⼼簽訂
合作備忘錄MOU，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學術及技術合作、產品試製與驗

證合作，共同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發展。

國研院儀科中⼼與成⼤產創總中⼼10⽇舉⾏「合作備忘錄簽署暨國研院儀科

中⼼成⼤辦公室揭牌儀式」，宣⽰雙⽅深化合作的決⼼。

簽約儀式由成⼤副校⻑蘇芳慶及國研院副院⻑林博文擔任⾒證⼈，成⼤產創

總中⼼主任莊偉哲與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推進

研發能⼒。

國科會主委吳政忠表⽰，未來國科會將持續扮演「科技創新推動引擎」，⽀

援基礎研究及推動創新創業。因應「醫療科技及精準健康」為國家六⼤核⼼

戰略產業之⼀，國科會轄下國研院儀科中⼼與成⼤簽署合作備忘錄，估計可

加速創新產品上市期程。

根據2022年泰晤⼠報⾼等教育世界⼤學影響⼒排名，成⼤排名全台最⾼，亞
洲第⼆，尤其在產學合作與創新表現名列世界前⼗，國研院也樂觀看待本次

雙⽅合作。

成功⼤學副校⻑蘇芳慶表⽰，成⼤⾃2011年起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並於
2020年設立專責輔導與加速新創事業的新創加速中⼼，已經多次透過「成⼤

創新圓夢計畫」，協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此外，成⼤也是⽬前全

國唯⼀取得醫材製造及販賣商許可的⼤學，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

成⼤產創總中⼼莊偉哲主任表⽰，成⼤擁有優秀且具前瞻性研發能⼒、⼤南

⽅科研產業化⼗⼀校的跨校平台技術，在商轉過程中則需要國研院儀科中⼼

的專業能量與資源，協助學界產出跨領域技術成果。

以成⼤「智慧健促服務系統」指標性案源為例，透過國研院儀科中⼼協助原

型品試製、法規輔導、GMP廠試量產，從萌芽計畫申請490萬元補助，⼀路

⾛到獲得價創計畫2,663萬元補助，並衍⽣成立智遊科技服務股份公司，⽬前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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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資⾦募集階段前進，由此顯⾒雙⽅合作具有強⼤的互補性優勢。

國研院副院⻑林博文指出，國研院提供國內產官學研界環境、資通訊、⽣

醫、科技研發平台與技術服務。例如儀科中⼼所負責的「創價醫材加速器平

台計畫」，已多次輔導學校團隊技術加值，更幫助串聯醫療器材產業及醫

院，提⾼產學接軌成功率。

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表⽰，成⼤辦公室集結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

財務規劃的協助，及翔宇⽣技顧問公司在醫材檢測技術及產品法規的專⻑，

成⼤跨領域技術可落地發展為新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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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台灣軟實力 成大與國研院儀科中心

合作 加值研發技新創事業

2022/08/10 19:11

國立成功⼤學攜⼿國家實驗研究院聯⼿合作。（圖由成⼤
提供）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加速台灣軟實⼒、立⾜全世界才

是王道！成功⼤學產學創新總中⼼（以下簡稱成⼤產創總中

⼼）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以下簡稱國

研院儀科中⼼），今（10）⽇舉⾏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共

同設置辦公室，以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

證合作，共同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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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儀科中⼼成⼤辦公室，今⽇由成⼤副校⻑蘇芳慶揭
牌，代表成⼤歡迎儀科中⼼的進駐。（圖由成⼤提供）

國研院儀科中⼼成⼤辦公室由成⼤副校⻑蘇芳慶揭牌。蘇芳

慶表⽰，協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其中專利更有

18％成功技轉，今年成⼤率先成為全國第⼀所取得醫材製造

及販賣商許可的⼤學，將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創新技術

躍升為產業助⼒。

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左）為成⼤辦公室放入掛
牌，象徵正式啟動營運。（圖由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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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芳慶也提到，國研院儀科中⼼在北部有很⼤基地著重輔導

⽣醫產業新創，成⼤則是多年來與企業保持密切鏈結，加上

近幾年南部半導體S廊帶的發展崛起，相信成⼤未來與國研

院儀科中⼼的合作，激發產業創新與加值，讓世界看⾒台

灣。

國研院副院⻑林博文指出，⾯對疫情與⼈⼝老化議題，能預

⾒⽣醫領域未來發展⾄關重要，期望與南部龍頭成⼤有更多

合作，導入國研院醫材加速器，為台灣⽣醫開創新未來。

成⼤產創總中⼼主任莊偉哲指出，像是成⼤⼯設系教授林彥

呈團隊開發的「智慧健促服務系統」，即是透過國研院儀科

中⼼協助原型品試製、法規輔導、GMP廠試量產，從萌芽

計畫申請490萬元補助，之後再獲價創計畫2663萬元補助，

並衍⽣成立智遊科技公司，⽬前朝向資⾦募集階段前進，顯

⾒雙⽅合作具有強⼤的互補性優勢。

成⼤產創總中⼼近來積極招募企業會員，⽬前已有近30家企

業進駐，⽽國研院儀科中⼼的進駐，則是⾸度有國家單位轄

下的機關進駐。

國研院儀科中⼼主任楊燿州表⽰，將學校老師的研發成果技

術，轉化成台灣下⼀個「新創獨⾓獸」，是儀科中⼼輔導團

隊的積極態度，將持續串聯廠商，發揮槓桿⼒道，創造更⼤

的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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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今日舉行「合作備忘錄簽署暨國研院儀科中心成大辦
公室揭牌儀式」，共同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成立。

CTIMES/SmartAuto - 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聯手 為醫
材創新加速加值:創新醫材,國研院,成大

ctimes.com.tw/DispNews/tw/創新醫材/國研院/成大/2208101801IO.shtml

為深化產業與學界連結，強強聯手為醫材創新加速加值，國研院儀科中心今（10）日與國
立成功大學產學創新總中心（簡稱成大產創總中心）舉行「合作備忘錄簽署暨國研院儀科
中心成大辦公室揭牌儀式」，簽訂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由成大副校長蘇芳慶及國研院副
院長林博文擔任見證人，成大產創總中心主任莊偉哲與國研院儀科中心主任楊燿州共同簽
署合作備忘錄，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學術及技術合作、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證合作，
將共同推動學界研發技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成立。

根據2022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成大排名全台最高，亞洲第二，尤其
在產學合作與創新表現名列世界前十名。成功大學副校長蘇芳慶表示，成大自2011年起投
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並於2020年設立專責輔導與加速新創事業的新創加速中心，積極協
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此外，成大目前也是全台唯一取得醫材製造及販賣商許可
的大學，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成大希望未來透過與國研院儀科中心的合作，加速產品
上市的期程，造福民眾；且能推動產業發展，讓世界看見台灣。

成大產創總中心主任莊偉哲表示，成大擁有許多優秀且具前瞻性的研發技術，並有大南方
科研產業化十一校的跨校平台技術，而在商轉過程中，需要國研院儀科中心的專業能量與
資源，協助學界產出跨領域技術成果。以成大「智慧健促服務系統」指標性案源為例，透
過國研院儀科中心協助原型品試製、法規輔導、GMP廠試量產，從萌芽計畫申請490萬元
補助，一路走到獲得價創計畫2,663萬元補助，並衍生成立智遊科技服務股份公司，目前朝
向資金募集階段前進，由此顯見雙方合作具有強大的互補性優勢。

國研院副院長林博文指出，國研院提供國內產官學研界在地球環境、資通訊科技、生醫科
技、科技政策等領域所需的研發平台與技術服務，因此與成大的各系所都有合作的機會。
特別是國研院向來支持學研技術的創新及推升，例如儀科中心所負責的「創價醫材加速器

http://www.ctimes.com.tw/news/2022/08/10/18015237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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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計畫」，已多次輔導學校團隊技術加值，更幫助串聯醫療器材產業及醫院，一次解決
生醫新創在技術、驗證、法規、臨床的關卡，建構創新生態系，降低研發成本及風險，讓
產學合作可以加速前進商品化，提高產學接軌成功率。他相信透過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
中心的密切合作，可以將台灣正積極發展的生醫產業進一步推向國際市場。

國研院儀科中心主任楊燿州表示，「將學校老師的研發成果技術轉化成台灣下一個新創獨
角獸」是儀科中心輔導團隊的積極態度，今天在成大設立辦公室，集結安永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對財務規劃的協助，及翔宇生技顧問公司在醫材檢測技術及產品法規的專長，讓成大
的跨領域技術成果能落地發展為新創產業；也可串聯廠商，發揮槓桿的力道，創造更大的
經濟價值。

雙方期盼未來透過強強聯手，打造成大產創總中心培育新創團隊的新里程，扶植更多新創
團隊，並且加速商品化步伐，將台灣品牌推向世界舞台。

圖說:前排左起林博文副院長、楊燿州主任、莊偉哲主任、蘇芳慶副校長，後排左起翔宇高
志豪創辦人、王永和主任、葉明龍主任、安永李金樺副總。

 

 



為醫材創新加速加值   國研院儀科中心與
成大產創總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

科技新知

2022-08-10
 0 Comments

記者鄧君／新竹報導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國研院儀科中心）為深化

產業與學界連結，今（8/10）日與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創新總中心

（成大產創總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聚焦產學合作資源共享、學

術及技術合作、團隊雛型品試製與驗證合作，將共同推動學界研發

技術加值及加速新創事業成立。國研院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

同時也舉行「國研院儀科中心成大辦公室揭牌儀式」，宣示雙方深

化合作的決心。

簽約儀式由國研院副院長林博文及成大副校長蘇芳慶擔任見證人，

成大產創總中心莊偉哲主任與國研院儀科中心楊燿州主任共同簽署

合作備忘錄，期盼未來透過強強聯手，打造成大產創總中心培育新

創團隊的新里程，放眼台灣，布局全球，扶植更多新創團隊，並且

加速商品化步伐，將台灣品牌推向世界舞台。

https://www.technice.com.tw/members/pinkspider/
https://www.technice.com.tw/members/pinkspider/
https://www.technice.com.tw/news/14021/


左起國研院林博文副院長、儀科中心楊燿州主任、成大產創總中心莊偉哲主任、成

大副校長蘇芳慶。（圖／成功大學）

林博文表示，國研院提供國內產官學研界在地球環境、資通訊科

技、生醫科技、科技政策等領域所需的研發平台與技術服務，因此

與成大的各系所都有合作機會。特別是國研院向來支持學研技術的

創新及推升，例如儀科中心所負責的「創價醫材加速器平台計

畫」，已多次輔導學校團隊技術加值，更幫助串聯醫療器材產業及

醫院，一次解決生醫新創在技術、驗證、法規、臨床的關卡，建構

創新生態系，降低研發成本及風險，讓產學合作可以加速前進商品

化，提高產學接軌成功率。相信透過儀科中心與成大產創總中心的

密切合作，可以將台灣正積極發展的生醫產業進一步推向國際市

場。

楊燿州說，將學校老師的研發成果技術轉化成台灣下一個新創獨角

獸」是儀科中心輔導團隊的積極態度，在成大設立辦公室，集結安

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財務規劃的協助，及翔宇生技顧問公司在醫

材檢測技術及產品法規的專長，讓成大的跨領域技術成果能落地發

展為新創產業，也可串聯廠商，發揮槓桿力道，創造更大的經濟價

值。



蘇芳慶表示，成大自2011年起投入校園新創事業輔導，並於2020

年設立專責輔導與加速新創事業的新創加速中心，已經多次透過

「成大創新圓夢計畫」，協助校園新創團隊成立新創公司。

蘇芳慶說，成大也提供研發、技術、人才等各項協助，使產業缺口

可以快速補足；成大目前也是全國唯一取得醫材製造及販賣商許可

的大學，有助於研發成果產品化，使創新技術可以躍升成為產業助

力。希望未來透過與國研院儀科中心的合作，加速產品上市的期

程，推動產業發展，讓世界看見台灣。

8塊拼圖象徵透過儀科中心加速器產創總中心孵化器，將台灣醫材新創推向國際。

（圖／成功大學）

莊偉哲表示，成大擁有許多優秀且具前瞻性的研發技術，並有大南

方科研產業化十一校的跨校平台技術，在商轉過程中，就非常需要

國研院儀科中心的專業能量與資源，協助學界產出跨領域技術成

果。

莊偉哲說，以成大「智慧健促服務系統」指標性案源為例，透過國

研院儀科中心協助原型品試製、法規輔導、GMP廠試量產，從萌

芽計畫申請490萬元補助，一路走到獲得價創計畫2,663萬元補



助，並衍生成立智遊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朝向資金募集階

段前進，顯見雙方合作具有強大的互補性優勢。

根據2022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成大排名全

台最高，亞洲第二，尤其在產學合作與創新表現名列世界前十；另

外《遠見雜誌》2022年公布「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成大在綜

合大學類今年進步至第二名，其中在永續經營和產學合作雙雙排名

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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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方程式賽車隊發表第4代電動車

「CK3.5」展新姿

2022-08-11 12:34  聯合報／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發表第4代電動車「CK

3.5」，目前模擬車輛極速約為110公里/小時，從零

加速至100公里約3秒，新車將參與8月22、23日於

台中麗寶國際賽車場舉辦的第二屆「FST台灣盃學

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發表第4代電 動車「C K 3 . 5」。圖／成 大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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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方程式聯賽」與各校好手一較高下，也為未來前

進國際賽事預備戰力。

成大方程式賽車隊總工程師黃啟瑋說明，第4代新

車改進了電池箱固定方式並增加鋼管強化車架以達

到合規性；在輕量化目標下優化車殼、前翼、底板

與尾翼等空力系統設計，並使用新材料與專業製程

增加部件強度。

同時首次導入衍生式設計與採用金屬3D列印製造車

輛部件，配合避震器更換，將車內懸吊機構減去一

半重量，同時也改善電力系統的電路板設計以及使

用車規電器連結器，在車體、底盤與電力上，利用

一年的時間分別達到優化效果。

「未來世代的創新 人才必須從系統端整合不同科

技，因此方程式賽車隊的組成別具意義。」成大副

校長蘇芳慶指出，氣候變遷使電動車成為全球熱門

研究議題，而成大學生能將課程學到的知識加以運

用到創新實作中，發表到第4代的新車，是很好的

發揮。

成大機械系主任屈子正表示，從第一屆成員開始，

學生團隊從設計、製造、測試，到整個車隊的經營

與企業夥伴的互動，都學到非常多，但每年打造賽

車都要好幾百萬，如果沒有企業夥伴的支持是無法

辦到，因此非常感謝企業支持。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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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方程式賽車隊自2018年成軍至今邁入第5年，

目前團隊共40 人 ，背景橫跨理工、商管、規劃設

計、社科、生科、電資等多元領域。總工程師黃啟

瑋說，受疫情影響近年來許多社團活動被迫暫停，

為延續車隊的軟體教學與硬體操作，車隊會事前準

備好廠商提供的講義或說明書，再採用視訊或線上

課程傳授新進學員，透過分派小型任務練習技能，

延續車隊的經驗傳承。

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發表第 4代電 動車「C K 3 . 5」。圖／

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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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發表第 4代電 動車「C K 3 . 5」。圖／

成 大提供

成功大學方程式賽車隊發表第 4代電 動車「C K 3 . 5」。圖／

成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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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郭文正 2022年8月10日

2022智慧晶片系統與應用科技高中職教師研習營成大登場
ctee.com.tw/industrynews/technology/694890.html

由教育部指導，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與虎尾科技大學電機系所主辦的2022智慧晶片系統與
應用科技高中職教師研習營，於8月9日在成功大學電機系登場，一連三天將提供高中職教
師智慧晶片系統相關課程，希望透過教師研習營持續向下紮根以培訓更多人才。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李順裕博士致詞說明研習營緣由。
 圖/安馳科技公司提供。

https://ctee.com.tw/industrynews/technology/694890.html


2/2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李順裕博士表示，智慧晶片系統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主要
為協助國內大學校院發展建置符合智慧晶片所需的教學資源及能量，透過鼓勵並補助成立
全國性智慧晶片系統與應用跨校教學聯盟，聚焦相關晶片系統核心技術及重點應用場域兩
大環節，並開發具備智慧晶片系統產業發展潛力之跨領域相關技術及整合應用模組教材，
因此開闢此研習營，希望透過研習營讓高中職教師也能參與學習相關資訊，為往後持續在
高中職課程的安排與各項資訊或教材提供有所認識與取得管道。

安馳科技公司技術應用工程部資深應用工程經理吳明宗致詞。圖/郭文正

活動贊助商安馳科技公司技術應用工程部資深應用工程經理吳明宗表示，感謝李順裕老師
持續投入相關人才培訓計畫，讓該公司也能在供應商亞德諾半導體（ADI）及長期搭配贊
助的輔宏公司共同協助提供相關電子材料、技術與業師指導支援等供人才培訓課程應用，
過去三年來該公司積極與李老師在智慧醫療方面合作，未來則將擴及人工智慧，這兩方面
本就有連結，只是有些領域還須從學校端切入，比如生物科技、化學等對應這些領域的電
子材料透過老師介紹供學生試做發想，這場研習營主要是希望透過聯盟讓高中職學生儘早
接觸市場產品，避免學生學習資訊與技術跟不上市場腳步，因為半導體產品技術升級相當
快，以前可能一年半一代，現在可能9個月就一代了，所以透過現有市場產品的提供減少學
生學用落差，另一方面也可幫助高中職生提前了解個別興趣或方向以利選擇大學學校或科
系持續鑽研，也可將國內相關產業人才培訓提前布局擴及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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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台灣主體性 成⼤百萬台語文獎勵⾦
⿎勵研究

成功⼤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募集百萬元設置台語文獎勵⾦，⿎勵
成⼤師⽣從事台灣語文的教學與研究。（記者洪瑞琴攝）

2022/08/10 13:02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為推廣台灣語文，國立成功⼤學台

灣語文測驗中⼼，於國內外募集1百萬做為台語文獎勵⾦，以
⿎勵成⼤師⽣從事台灣語文的教學與研究。

成功⼤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兼台灣文學系主任蔣為文表⽰，此

為國內⼤學創舉，該筆台灣語文獎勵⾦來源是國內外許多個⼈

及團體的熱⼼捐款，包含美國詹文聲教授家屬、美國台僑鄭良

光、美國台僑莊承業、美國⼆⼆八慘案教育基⾦會、蔣發太先

⽣家屬、陳信從老師家屬、台灣羅⾺字協會等，⽬前已募得約

1百萬，未來每年也將持續有專案捐款收入。

台灣語文測驗中⼼已通過「獎勵師⽣從事台灣語文教學與研究

實施辦法」，即⽇起接受成⼤師⽣申請，獎勵對象包含成⼤專

兼任老師、⼤學⽣、碩⼠⽣、博⼠⽣及在職碩專班學⽣。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2/08/10/4020705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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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獎項，包含林茂⽣教授台語教學優良獎、蔣發太先⽣台語
師培菁英獎、蔣發太先⽣台語文傳承獎、陳信從老師⽟蘭樹

獎、詹文聲教授外籍⽣台語文獎學⾦、王育霖詩⼈檢察官獎、

王育德教授台語文研究獎、鄭良偉教授台語文研究獎、巴克禮

牧師台語文國際化貢獻獎、鄭兒⽟牧師⽩話字貢獻獎；最⾼⾦

額為研究⽣論文獎，每⼈可獲8萬元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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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校友會歡迎校⻑蘇慧貞訪洛

(記者林蓮華/洛杉磯報導)國立成功⼤學建校83年⾸位女校⻑蘇慧貞8⽉7⽇(周⽇)旋風
式訪美，在校友牽線下，與UCI加州⼤學爾灣分校進⾏協議合作交流，並參加洛杉磯實
業家「台灣實業鉅⼦─吳修⿑先⽣紀念講座」，接著參加南加州成功⼤學校友會及基⾦
會當晚舉辦的「南加州成功⼤學校友歡迎⺟校蘇慧貞校⻑訪洛餐會」，在她任內8年的最
後⼀年，風塵僕僕來美向校友報告成⼤近年傑出的成就。

對於「護國神⼭」台積電在南科的⼤幅拓展，她以成⼤培養南部科技⼈才的搖籃為榮，

因應未來半導體產業精益求精，期許成為領頭⽺，蘇校⻑說道:「的確這⼀年半以來特別
忙碌，因為台灣最新發展的半導體產業，幾乎都集中在台南，然後拓展到⾼雄及最新加

入的嘉義和屏東科技園區，成⼤最早在台南落地⽣根，校友在中間已成為最重要的骨

幹。以前還沒有擴展⼤量培育時，張忠謀先⽣就已經⼗分肯定成功⼤學的學⽣品質優良

保證。因應未來⼀波⼈才需求，成⼤即將扮演的⾓⾊，應該是發揮夥伴的連結，⼀起分

⼯合作產出最⼤的量能。因為沒有⼀所單⼀的⼤學可以滿⾜科技業的所有要求，所以成

⼤未來會互相結合附近優質的⼤學成為夥伴合作關係，共同歸劃分⼯培養⼈才，才能達

By editor  - 2022-08-10

南加州成功⼤學校友歡迎蘇慧貞校⻑訪洛。(記者林蓮華攝)

https://www.taiwandaily.net/author/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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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次到位的⽬標。」 

蘇慧貞校⻑述說成⼤是培育南科⼈才的搖籃。(記者林蓮華攝)

她也提及，成⼤對於台南⼈⽽⾔，不只是貢獻⾼等⼈才，也是為城市的發展和改變，發

⽣推動變化的⼒量。

蘇校⻑也提及，特地匆匆赴美參加講座，主要是來共同緬懷台灣台南幫精神領袖吳修⿑

先⽣。吳修⿑先⽣的公⼦，是美國國泰銀⾏副董事⻑吳平原，想要將⽗親吳修⿑先⽣在

70歲時所寫的「七⼗回憶」，這本富含創業故事及勵志精神的⾃傳送給有⼼於企業經營
者，並製成電⼦書，以期世代相傳、世界廣傳，於公於私都⼀定要來共襄盛舉。 

爾灣副市⻑郭正明頒發表揚狀給蘇校⻑。(記者林蓮華攝)

蘇慧貞校⻑是美國哈佛⼤學環境科學博⼠，並是成功⼤學第⼀位女校⻑，⾃2015年接任
校⻑以來，⽬標就是努⼒打造成功⼤學成為⼀所讓城市感動、讓國家驕傲、在全世界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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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重的⼤學。

她⼤⼑闊斧的成果，7⽇歡迎會⼀⼀向南加校友報告，⾸先，2022年成功⼤學在英國
「泰晤⼠⾼等教育」評鑑的世界⼤學影響⼒排名第33，為台灣第⼀；這是根據聯合國17
項永續發展⽬標的重要內容評量，來看各個⼤學對社會的關鍵影響⼒。成功⼤學能夠從

全球1406間⼤學中脫穎⽽出，創下世界排名的最佳表現，實屬不易。
另外，最新的世界⼤學排名亦由2015年的232上升⾄224。還有台灣「遠⾒雜誌」最近
公佈2022年台灣最佳⼤學排⾏榜，成⼤列多亞軍，僅次於台⼤。
校⻑任期只剩最後⼀年，她特意以92年前創校的第⼀位校⻑留下的名⾔，⿎勵⼤家要常
懷感恩之⼼，勤於勞動，成果要回饋給社會。

南加州成功⼤學校友會蔡瀚寬會⻑率領執⾏秘書⻑程東海、理事葉俊麟、陳中等，藉由

這次的餐會，感謝校⻑對⺟校的貢獻，成⼤逐漸成為台灣數⼀數⼆有影響⼒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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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院內科部過敏免疫風濕科吳俊欣醫師。

脊椎關節炎 ⼀種不明熱的罕⾒病因
／

2022/8/11

　【記者孫曉倫／南市報導】⼀位20

歲男性因為持續性背痛超過3個⽉與發

燒1個⽉，轉診⾄到成⼤醫院，經過⼀

系列病史詢問、檢驗與影像檢查，診

斷為中軸型「脊椎關節炎」。經過半

年的藥物治療，背痛和發燒均緩解。
 

　成⼤醫院內科部過敏免疫風濕科吳

俊欣醫師表⽰，脊椎關節炎是10多年

前才確立的疾病分類，可分為中軸型和周邊型。過去⼤家所熟知的僵直性脊椎炎屬

於典型的中軸型脊椎關節炎。若病患的薦腸（骶髂）關節放射線檢查上不符合僵直

性脊椎炎的定義，但仍有發炎性背痛的特徵，經磁振造影（MRI）偵測出薦腸關節有

骨髓⽔腫的急性發炎病兆，可以診斷為中軸型脊椎關節炎。
 

　吳俊欣醫師指出，脊椎關節炎的症狀除了炎性背痛外，可能會有⽪膚乾癬、眼睛

虹彩炎、香腸指（趾）或發炎性腸道病變，如潰瘍性結腸炎或克隆⽒症等，部分病

患會有家族史。脊椎關節炎雖罕⾒發燒症狀，但前述20歲年輕男性，經詳細檢查評

估與治療，確定其發燒是由脊椎關節炎所造成。
 

　脊椎關節炎的預後良好，根據歐美研究顯⽰，每2年仍有約10%的病患會進展⾄僵

直性脊椎炎；因此吳俊欣醫師提醒，若出現以下症狀，應盡早就醫請醫師評估是否

進⼀步檢查：1.下背痛持續3個⽉以上，經休息後仍未緩解。2.晨間起床後⾝體感到

僵硬逾30分鐘，甚⾄半夜痛醒。3.合併乾癬、虹彩炎或周邊關節炎。4.家族中有僵直

性脊椎炎或乾癬關節炎病史。
 

　成⼤醫院影像醫學部團隊對於放射線影像與磁振造影判讀已有豐富經驗，過敏免

疫風濕科醫師亦會根據病患症狀進⾏完整評估，以早期確診、早期治療，改善預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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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背痛發燒 竟是脊椎關節炎
2022-08-11

醫師吳俊欣表⽰，出現下背痛持續3個⽉以上等症狀，需就醫檢查。（成⼤醫院提供）

20歲男治療半年緩解　成醫：下背痛逾3個⽉未改善　應速就醫檢查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1名20歲男⼦持續性背痛超過3個⽉，還發燒⽉餘，就醫檢查診斷為中軸型「脊椎關節炎」，為⼀種不明熱的罕

⾒病因。經過藥物治療半年，背痛與發燒情形緩解。

成⼤醫院內科部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吳俊欣表⽰，脊椎關節炎是10多年前才確立的疾病分類，可分為中軸型與

周邊型，⼤家熟知的「僵直性脊椎炎」屬於典型的中軸型脊椎關節炎。若病患的薦腸髂關節放射線檢查，不符合

僵直性脊椎炎的定義，但仍有發炎性背痛的特徵，經磁振造影（MRI）偵測出薦腸關節有骨髓⽔腫的急性發炎病

兆，可以診斷為中軸型脊椎關節炎。

他說，脊椎關節炎的症狀除了炎性背痛外，可能會有⽪膚乾癬、眼睛虹彩炎、香腸指（趾）或發炎性腸道病變，

如潰瘍性結腸炎或克隆⽒症等，部分病患會有家族史。脊椎關節炎雖罕⾒發燒症狀，但前述20歲年輕男性，經

詳細檢查評估與治療，確定發燒是由脊椎關節炎所造成。

脊椎關節炎的預後良好，根據歐美研究顯⽰，每2年仍有約10%的病患會進展⾄僵直性脊椎炎；提醒若出現下背

痛持續3個⽉以上，經休息後仍未緩解；晨間起床後⾝體感到僵硬逾30分鐘，甚⾄半夜痛醒；合併乾癬、虹彩炎

或周邊關節炎；家族中有僵直性脊椎炎或乾癬關節炎病史等症狀應儘早就醫，請醫師評估是否進⼀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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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欣指出，成醫影像醫學部團隊對於放射線影像與磁振造影判讀有豐富經驗，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亦會根據病

患症狀進⾏完整評估，以早期確診、早期治療，改善預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