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產學營運中心
Apr.8, 2011

2011年醫療器材技術聯盟媒合發表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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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議程

三、場地佈置

四、文書工作

五、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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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期地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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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期:100年5月27日(五)
2.地點:高雄市蓮潭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801號)

(1)高鐵/台鐵/捷運: 
高鐵左營站往四號出口，
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
物園，約15分鐘，或轉乘
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站下
車轉搭 紅51線至蓮潭會
館

(2)開車:
中山高與南二高南下接
國道10號鼎金系統交流道
中華路交流道下接翠華
路左轉崇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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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期地點-1/2
3.會議場地概況：

102R
1
0
1
R

1
0
3
R

開放式中庭

小吧台

102R

入口

上午 中午 下午

101R 靜態展示 靜態展示 靜態展示

102R 開幕式 用餐 技術發表

103R 休息區 用餐 技術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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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程(上午)
地點: 102大會議室

主題 時間 預計規劃內容 邀請人

開幕式
10:00-10:10 產業學界代表致詞

楊弘敦校長
國立中山大學
黃金塔理事長

高雄市醫療器材同業公會

10:10-10:30 一流城市vs.頂尖大學
楊弘敦校長(暫訂)
國立中山大學

智財技轉
講座

10:30-11:00 國內企業專利購買實務(暫訂)
楊思源組長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技術移轉中心智權推廣業務組

趨勢演講 11:00-11:30 醫療電子市場趨勢分析
張慈映經理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經中心生醫組

趨勢演講 11:30-12:00 醫療檢測與照護器材市場趨勢分析
林輝鴻副工程師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中心
精密機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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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程(下午)
102會議室

智慧型醫療電子
103會議室

臨床檢測與醫療照護

分組技術發表
場次一

13:30-13:45
講題：智慧給藥系統
主講人：呂學士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暨電子所

講題：大氣壓游離質譜儀在日常用
品中可塑劑之快速檢測

主講人：謝建台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

13:45-14:00
講題：血壓計及其居家應用
主講人：胡威志教授
中原大學醫工系

講題：奈米纖維創傷敷材製造技術
具美白殺菌效果之發光牙刷

主講人：徐光輝經理
長庚大學技術移轉中心

分組技術發表
場次二

14:00-14:15
講題：電動心臟按摩器
主講人：婁世亮主任
中原大學醫工系

講題：微型定量及時PCR之研發及
生醫檢測之應用

主講人：吳瑞裕助理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生化學科

14:15-14:30
講題：人性化雲端健康監測技術
主講人：郭博昭、楊靜修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腦科所

講題：遠距健康照護服務
主講人：簡文山助理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分組技術發表
場次三

14:30-14:45
講題：微流體血液循環促進器
主講人：高甫仁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生醫光電所

講題：碟片型免疫磁珠標定微粒體
之分離方法及系統

主講人：胡文聰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14:45-15:00
講題：CMOS生醫感測IC晶片
主講人：廖信豪研究員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晶片中心

講題：麻醉藥微感測系統
主講人：洪健中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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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程(下午)
15:00-15:30 中場休息及媒合交流時間

102會議室
智慧型醫療電子

103會議室
臨床檢測與醫療照護

分組技術發表
場次四

15:30-15:45

講題：醫療保健之生活電子用品
主講人：莊雅婷專員

遠東科技大學創造力中心

講題：失能者之近床活動智慧照
護系統、機構式戶外即時照
護系統(解決方案)

主講人：黃永慶博士、莊威喆副理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

15:45-16:00

講題：LED光源於照光治療之研究
與發展

主講人：曾清標主任
崑山科技大學保健科技研發中心

講題：感測式居家照護與健康服
務平台之設計與技術

主講人：龔旭陽院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講題：行動加壓照料裝置
主講人：盧威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系

分組技術發表
場次五

16:00-16:15

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技術發表：

講題：免疫球蛋白E之彎曲平板波
微型生醫感測晶片研發

主講人：陳英忠副院長
國立中山大學工學院

講題：攜帶式除疤儀
主講人：王德華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皮膚科

16:15-16:30

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技術發表：

講題：免疫球蛋白E微型生醫感測
晶片之臨床測試

主講人：張基隆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化學科

講題：檢測儀器與復健照顧用品
主講人：吳玫靜專員
遠東科技大學創造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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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會議室
智慧型醫療電子

103會議室
臨床檢測與醫療照護

分組技術發表
場次六

16:30-16:45

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技術發表：

講題：分離全血中血清之微流體
晶片開發

主講人：林裕城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

講題：微小RNA於心血管疾病
之檢測及治療

主講人：卓夙航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遺傳學科

16:45-17:00

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技術發表：

講題：免疫球蛋白E生醫感測器之
頻移讀取電路研製

主講人：王朝欽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系

講題: 可抽吸式牙刷
主講人：周汎澔教授、廖玉美護理長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分組技術發表
場次七

17:00-17:15
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計畫發表:
講題:具高靈敏度之癌抗原－α胚胎抗原快速

檢測微系統開發
主講人：黃義佑中心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產學營運中心

講題：開心水族箱
主講人：蔡崇洲主任
崑山科技大學GOGO樂活休閒服務聯合技
術發展中心

17:15-17:30
講題：易定位滴眼液瓶
主講人：謝訟偉先生
樹德科技大學應用設計研究所

Q&A 17:30-17:40 高珮婷 副理
國立中山大學產學營運中心

梁瓊月 經理
國立中山大學產學營運中心

二、議程(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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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地佈置 (1/4)

靜態展示會場

靜態展示會場
(儀器設備)

技術發表

開幕式&技術發表

媒合討論區2
(沙發區)

媒合討論區3
(沙發區)

休息區

媒合討論區1

休息區

吧台(茶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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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地佈置 (2/4)
靜態展示(1)

會場地點 101R

會場面積 15m * 9m * 3.5m 

基本設備

1.展示檯(1m * 0.5m * 2.5m)
(不另提供桌子)

2.長腳椅
3.至少有1m * 0.5m 的空間

說明

1.以展示海報及DM為主
2.平台可擺放小型儀器設備
3.每家至少配置1個插座
4.自備延長線
5.特殊用電需求，額外處理

其他

展示儀器設備(較大型)
1.另規劃於中庭
2.敬請於4/18前回覆儀器設備圖片
及大小(長、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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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地佈置 (3/4)

說明：
1.一格單位為 1m * 1m 
2.          為紅龍圍線，
禁止通行

3.走道為1.3M
4.圖中箭頭為建議行進
動線(動線考量以完
整觀展為原則)

5.所有攤位(除兩側外)
皆朝同一方向，避免
參觀人潮擁塞，藉由
行進動線的規劃，確
保所有廠商皆能擁有
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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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地佈置 (4/4)
靜態展示(2)

會場地點 中庭

基本設備
1.小展示桌(1.8m * 0.45m * 0.6m)
(不另提供展示檯)

2.長腳椅或摺疊椅

說明

1.以較大型儀器設備為主
2.可安排人員解說
3.每家至少配置1個插座
4.自備延長線
5.特殊用電需求，額外處理

其他
敬請於4/18前回覆儀器設備圖片
及大小(長、寬、高)



四、文書工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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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資料繳交/截止日 各校協助宣傳

各校參展海報 展示各校研究成果
海報內容
3/25(五)前繳交

－

活動宣傳海報
請各校協助張貼海報，宣傳本
活動。

－
預計4月底前
寄給各校

預估每校5張

邀請卡
請各校協助邀請合作企業或其
他相關單位

－
預計4月底前
寄給各校

預估每校35張

各校演講簡報 活動當日演講者之簡報
演講簡報檔
4/27(三)前繳交

－

大會手冊內容
各校專利/技術簡介，請依手冊
格式填寫，每項技術最多3頁。

手冊內容
4/27(三)前繳交

－

報名表
預計4/27(三)開放報名，
報名管道：線上報名及傳真。

－
報名表電子檔
4月底前寄給

各校



四、文書工作(2/3)
各參展單位海報數量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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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單位 數量 是否繳交 NO 單位 數量 是否繳交

1 中山醫學大學 2 否 14 國立清華大學 2 自備

2 台北醫學大學 2 是 15 國立交通大學 2 是

3 明志科技大學 1 否 16 國立海洋大學 1 是

4 長庚大學 2 否 1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 自備

5 中原大學 4 否 18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3 是

6 南台科技大學 2 是(1張自備) 1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2 是

7 高苑科技大學 1 是 20 崑山科技大學 2 自備

8 義守大學 1 是 21 遠東科技大學 2 是

9 高雄醫學大學 2 自備 22 樹德科技大學 3 是

10 國立中山大學 7 4張繳交 23 正修科技大學 2 否

11 國立台灣大學 2 是 24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1 自備

12 國立陽明大學 2 否 25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 自備

13 國立成功大學 1 是 26 高雄市綠色育成中心 2 否



四、文書工作(3/3)
各參展單位產品說明牌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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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參展單位 數量 產品名稱

1 國立中山大學 2
應用於免疫球蛋白E檢測之彎曲平板波生醫感測器

生醫感測之頻移讀取電路研製

2 崑山科技大學 2 開心相框 開心水族箱

3 南台科技大學 4
多功能電助動輪椅 無線尿濕汗濕報知紙尿布

扶手電梯椅 手電動兩用輪椅

4 國立海洋大學 1 監測與紀錄病毒感染歷程及篩選疫苗之方法及系統

5 義守大學 3
多媒體人工關節開發平台 認知能力互動式數位學習系統

用於放射治療計劃之互動式醫學影像對位系統

6 遠東科技大學 4
醫療用之尿袋構造 酒精濃度量測裝置

吞嚥復健與保健功能性遊戲系統整合 開關式按摩鞋墊

7 樹德科技大學 1 易定位滴眼液瓶

8 屏東科技大學 2 福爾2合1血糖血壓機(臂式) Tmote

9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
PAA水膠 PU人工心臟瓣膜

無線生理感測系統

10 台北醫學大學 1 微型電化學即時定量PCR



五、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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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站: 請於5/25前至國立中山大學產學營運中心網站進行報名

2.E-mail : ray2010@staff.nsysu.edu.tw; bear@staff.nsysu.edu.tw
3.Phone or FAX: 07-5252000*2621/07-525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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