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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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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M-BioS, which is an acronym of Wireless Health Advanced Monitoring 
Bio-Diagnosis System, is taken as the platform to pursue cross-disciplinary technologies that can 
foster fundamental know-how for industries such as precision instrument, medical diagnosis, 
power supply, etc. Two goals were set for the project. One is to foster new industries and to 
improve value-add of our industries. The other is to make sure fundamental technologies were 
generated so as to position the whole team at the top of the knowledge supply chain.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se two goals match perfectly with the mottos established by the team since ten years 
ago, i.e., “Be Vital To Taiwan” and “Be Famou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lan 

With long-term home care as the primary target, the full project was developed to perform 
real-time biomedical detections in blood serum. The demonstration includes C-reaction protein, 
glucose, and Troponin I detections. Using a miniature RF system, which can then be linked into 
the GSM/GPRS network for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ill then transmit the data obtained 
forward. All systems are to be powered by a miniature power supply with biocompatible 
packaging that can be recharged through inductive coupling across the human skin. Related 
simulation techniques,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s, design know-how, 
and prototypes are to be developed in a coherent and systematic way. 

Research center and team members 

There are well over 100 members within the team with a healthy mix of faculties, graduate 
students,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majority of the faculty members have been worked 
together for many important projects including more than 4 major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s for the last 10 years. Coupled these facts with NTU 
NEMS Center, which was grown out of the NSC Northern Regional MEMS Center, most of the 
facilit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within the center and within the many laboratories set up by the 
team. 

Goals 

Patents, not only for the full system but also for all the sub-systems, will certainly be a key 
factor of this proposal. However, it is the fundamental patent and not a set of simple utility 
patents will be the target of this proposal. With such a strong cross-disciplinary requirement, 
which includes biochips, nano/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N/MEMS), nanotechnology, 
wireless system, and miniature power systems, etc., many know-how and interface knowledge 
will be generated and co-developed with all sectors of the knowledge supply chai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remained in the central theme of this project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certainly will stay that way throughout the project period. 



計 畫 摘 要 

一、計畫緣起 
西元1999 年美國國防部之軍事先進技術處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DARPA)將其旗下所有計畫之核心技術訂為「電子、光電、及微機電系統(Electronics, 
Photonics, nd MEMS)」。西元2000 年美國Mortorola公司宣佈結合微機電(MEMS)技術與無
線通訊技術將是該公司長期發展方向之一，同時該公司亦將投資美金50 億元來確保該公司

於此一重要領域之優勢地位。考量二十一世紀最重要之三大產業當屬生物科技(Biotech)、
資訊電子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及通訊科技(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美國
Mortorola公司此一策略實與全球科技發展趨勢相符。而依目前全球技術之發展趨勢來看，

奈米及微機電科技將為前述三大領域之基礎科技，其重要性不言可喻。 
因應世界科技發展趨勢，我國早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行政院召開第十五次科技顧問

會議「精密儀器發展略」，獲得以下結論與建議：「在研究發展方面借重我國電子、資訊產

業優勢及現有之基盤技術，發展適合國內環境及國人體質之本土精密儀器技術。」而民國

八十八年十一月經濟部主辦之「微機電系統產業技術發展策略會議」海外專家之觀感與建

議：「政府應全力支持主要微機電系統優先發展應用領域之推動，包括通訊、半導體、生

醫……等應用領域。」微機電領域之推動領域重點可用BASIC (Biology, Automation, 
Semiconduct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這個縮寫字來代表，可清楚看到前述

所提二十一世紀最重要之明星產業盡皆列名其中。過去三年以來，不論是全球或我國之研

究團隊也都把前述所提各項領域知識，視為是最重要且最具商業價值之「知識經濟領域」。 
為求充分發揮台灣大學中優秀研究團隊之研發優勢，及尋求最先進之應用載具來創造

以知識為主之高科技產業和達成台灣大學亟思培育國際第一流人才之願景，臺灣大學微奈

米機電研究群、生物醫學奈米微機電系統研究群、奈微米生物力學研究群、台大奈米機電

系統研究中心、及台灣大學電子、資訊等領域之研究團隊等四十多位教授基於長期合作所

產生之共識，乃於 2002年共同組成臺灣大學奈米生醫微機電系統研究群，同時提出一經濟

部學界科專計畫，務求以「團隊、組織、目標、時程」等信念，全力達成為我國奠定「先

進無線生醫保健監測系統 (Wireless Health Advanced Monitoring Bio-Diagnosis System, 
WHAM-BioS)」全球領先研發基礎之目標，並且於規劃之初，即建立多項研究成果釋放機

制，以求為創造我國知識產業盡一份心力。整個研究團隊在台灣大學之全力支持下，進一

步成立無線奈米生醫系統研發中心。中心之目標包括： 
（1）技術平台之建立：推動跨領域之群體計畫，全力發展技術平台(platform technologies)。

除開發各單項技術平台外，並建立可整合多樣單項技術平台之系統為載具，進行整

合，以加速技術開發及統合目標。 
（2）領域師資之培養：培育專門師資及人才，協助建立完整的跨領域教學系統。整合工程

科技和生物醫學兩個領域的基礎研究，藉由技術的應用，擴展並深化奈米生物醫學的

研究工作。 
（3）產學合作：透過產官學研之合作，從事個人化、微小化醫學相關技術及儀器之開發與

研究，以建立國內生物技術產業。 
（4）技術諮詢：提供各級政府、醫療機構與產業界有關奈米生物醫學領域之技術諮詢服務。 
 
 

 

 

 



本中心之組織規劃如下： 

 
 

圖一、中心之組織規劃 

中心執行學界科專計畫三年（2002-2005）以來，除順利完成檢測 C-反應蛋白之無線生
醫檢測系統外，相關成果亦頗為豐碩，茲就技術移轉、人才培育、國際合作、產學研合作

等方面分述如下： 
（一）技術移轉： 
完成 8-溴辛烷酸合成 8-氫氧基辛烷酸(台大抗煞一號)的高產率合成方法，及其應用於

口罩、防護衣及清潔用品的抗病毒使用劑量。 
完成「ㄧ個以調變頻率與振幅達到省電、精確、快速之電化學檢測系統」之專利技術，

提出一全新以電化學原理做檢測核心之生醫保健系統，可應用於量測血糖與膽固醇等系統

上，製作輕便型且可快速準確取資料的手持式系統。此一貢獻共有 2 個部份值得強調，首
先此一技術突破包含Roche在內等公司目前箝制全球超過每年 50億美元產值之 3個基本專
利。同時由於此一研究案在團隊與業界先進討論之初，有鑑於計畫不確定性太高，因此未

在討論當下提出正式計畫，所採取之合作方式乃由業界提供樣品及相關領域知識，台大研

究團隊進而整合相關資源進行研究，經過 1 年之研討，最後取得突破性之研究成果，隨後
與台大研發會合作提出創新產學及技轉典範，進行成果歸屬之分析與分配，並取得合作廠

商非專屬授權之同意，充分發揮學界科專大型研究團隊之功效。因此此案實可視為學界科

專之重要典範體現。 
（二）人才培育： 

除了積極推動研究工作外，同時還於 92年度開發成為一個跨領域之課程「無線植入式

生醫系統一」與「無線植入式生醫系統二」，希望能將第一手之研究成果轉為知識，教育我

們之下一代能夠充分瞭解進行跨領域整合之必要性與累積相關之全球先進技術。 
（三）國際合作：  
從「e歐洲 2002行動方案」到「e歐洲 2005行動方案」（eEurope 2005Action Plan），

歐盟執委會之「資訊社會總署」（DG Information Society，簡稱 DG IST）莫不秉持其一貫目

標，致力使歐洲民眾從老到少、從尊到卑都能被囊括在這一波 e 化的行動中，亦即是透過
電子化網路便能輕易獲取所需服務和資訊。目前歐盟資訊社會研究總署正在進行 e-Health
計畫，本計畫正積極與該機構洽談築成 partnership合作關係。 



獲得國科會補助，台大研究團隊正與法國卡相高等師範學院亞郎白生技通訊分子光子

聯合實驗室(LPQM et de l'Institut d'Alembert,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Cachan)進行三個
為期三年的共同研究案。此三個研究案衍生自執行學界科專的相關技術，包括雙光子螢光

顯微鏡之基礎技術相關之開發、微流道生醫晶片之開發、微型能源擷取系統之開發；本學

界科專博士後研究員李舒昇並將學專開發之生物晶片檢測儀攜帶至法國，利用該實驗室與

法國相關廠商之合作關係，尋求國際廠商合作開發推動學專成果至國際市場之契機。 
（四）其他： 
於 SARS 疫情在我國蔓延之際，成功研發「可去除 SARS 病毒致病性之無害有機化合

物」（台大抗煞一號）。該成果已成功移轉至產業界：包含化工或生醫合成廠商、應用廠商

以及物流品管廠商;另積極配合竹北生醫園區之規劃與開發工作，期能將研發能量與產學研

合作典範落實於生醫園區中。相關研究成果頗受國際矚目, 不僅被國際知名期刊 Cellular 
Microbiology接受刊登，利用原子力顯微鏡所得之 SARS病毒結構圖並被選為雜誌封面。 
完成世界領先之波導干涉晶片儀的技術(waveguide interferometry system)，使用雙偏極

光干涉儀技術，將使本學專技術開發之波導干涉儀精度可逼近目前商用之 Anilight Bio200
的兩倍至三倍。初步之波導晶片設計與雙偏極光波導干涉儀光場已完成，也嘗試量測生化

靜置反應，獲得良好之結果。 
本計畫所研發完成之 CRP 無線生醫晶片之相關論文已由 ISSCC (International Solid 

State Circuit Conference)所接受，是國內第一篇受邀參加該著名國際會議之首篇。根據 EE 
TIMES之報導，台灣己在過去連續五年未能在此會議中發表論文，可見此會議之水準及困
難度。該篇論文並被審查人譽為革命性之創新技術，足見本計畫所發展之技術已領先國際。 
由於本學界計畫科專在植入式晶片所面臨之散熱需求，因此除進行內部研究外，並基

於落實尖端研究於基礎教育之理念，於本計畫中支持與協助麗山高中的同學在被動式熱聲

散熱裝置上的研究，建立出全球首創之無耗能、薄型的熱聲散熱裝置雛型概念，期望將可

應用在為電子零件如 CPU上，解決電子零件在微小化系統裡散熱的難題，該研究成果參與
第 56 屆英特爾國際科學(ISEF)，拿下大會最傑出團體獎、「工程學」團體組一等獎、歐盟
青年科學家競賽獎兩項大獎等三個大會獎，台灣代表隊上一次拿下最傑出獎，已經是五年

前的事，加上先前的兩個特別獎，共拿下五個獎項。為國爭光，並為學界科專貢獻於教育

之理念立下一個嶄新的典範。 

 
圖二、可植入式多功能無線生醫監測與系統架構 

 
本計畫第二期三年研究規劃，將在既有之深厚基礎與推動願景上，延續先期考量本世

紀四大議題：「老人化國家、災區、戰區、疫區」中之「老人化國家」為牽引應用（Application 
Pull）之平台，並以晶片系統平台技術之開發(如圖二)，以實現本期計畫之目標為開發『以
電化學及力電為量測基礎之可植入式多功能無線生醫監測系統』，並以三年內可以移轉業



界之技術與平台為落實方法，逐步完成特定之里程碑，輔以適切之技轉釋放機制，來確認

研究之聚焦及團隊整體能力之薈萃。  
 

本計畫擬開發之可植入式多功能無線生醫監測系統平台，其規格之制定可參考上表，

聚焦係針對心臟血管疾病病所作的檢測，C 反應蛋白質，本計畫在過去三年已成功解析晶
片上蛋白質之奈米結構及其表面奈米力、硬度、黏彈性暨其皮米蛋白形變量等獨步全球之

重要奈米科技成就。未來三年將從單點 CRP的檢測平台延伸到多點 CVD  (Cardio Vascular 
Disease) 陣列晶片，以四種心血管疾病標記分子 Troponin I (TnI), Phosphorylase isoenzyme 
BB (GPBB), C-Reactive Protein (CRP), 和 S-100 Protein的檢測，提高心血管疾病診斷的準確
性與即時監控的技術，而由於生物分子的大小與個別的特性反應，又分作致電氧化酵素催

化反應與親合力交互作用為兩大反應機制與檢測分類，並以親合力交互作用之 C-Reactive 
Protein和 S-100 Protein 及致電氧化酵素催化反應之 TnI 和 GPBB ，為兩大類中之代表性
之疾病標記分子，因此研發主軸也根據此發展本計畫可植入式多功能無線生醫監測系統平

台。    

 
圖三、計畫分工與系統整合 

 
本計畫之系統整合與計畫分工，可參考圖二，生醫晶片界面次系統包括生醫晶片所需

之氧化酵素及生物連結子(biolinker)，其設計合成由 B分項計畫執行，而其奈米結構、表面

奈米力、硬度、黏彈性與皮米蛋白形變量之解析則由 A分項計畫負責。生醫晶片感測器中
之創新電化學與校正用表面電漿共振感測器由 C分項計畫設計製造，而結構應力與親合力
交互作用相關之微懸臂梁感測器則由 E 分項開發；微流道、血漿血球分離器、血液驅動源
及混合器等之力學元件則由 D分項計畫提供。機電整合與無線通訊技術次系統中所包括之
無線收發模組的研製由 F分項計畫執行，醫療網路中所需之嵌入式系統則由 G分項計畫提
供。微型電源系統中電源開發由 H分項計畫研發。 

由於親和力檢測技術已於第一期計畫用於研發單功能 CRP 微懸臂感測系統及 SPR 感
測系統，因此這個第二期計畫將擴充這些系統為可同時監測多種心血管疾病標記的多功能

系統。本團隊將利用國科會北區微機電系統研究中心過去所建構完成之良好基礎，並以此

為基地，將利用本計畫致力於下一代或下二代產品原型之研發。本計畫之執行不但可提高

生物科技與製程整合，更可增加產品之應用性與系統功能性。整合微機電製程並可同時完

成成本降低及建立產業進入門檻之商業化立基。由技術導向轉型為以應用導向之創新型產

品開發，將系統設計、原型製作、量測檢測、系統整合、乃至於產品之先期試產(pilot run)
等產品開發鏈建立完成。 



二、研究方法 
本計畫第二階段於第三年結束時，將研發出單點多功能植入式的無線生醫監測系統。

透過總計畫的協助，訂定各個分項計畫的設計規格、以及系統界面與規格，於執行過程中，

確認各分項計畫之順利執行，隨時檢驗所有界面規格之互容，同時於技術面臨必須有所取

時，進行整體系統趨向最佳成本性能比之設計與協調，以順利完成任務。所規劃之各分項

技術發展如下所述： 

A:生醫界面研發及臨床檢測 

延續前期單點 CRP晶片，在生物-晶片界面之物理、化學、生物奈米薄膜的研究經驗，

衍伸出多點陣列晶片(2×2, 3×3)檢測平台。以共價鍵結和分子自我組裝的概念，將 B分項所
開發可於有親合性反應時產生電荷跳躍效應之 CMC 生物連結分子，應用於 CVD 
Electrochemical Probe和 CVD Affinity Probe之設計。進行 CVD Electrochemical Marker和
CVD Affinity Marker之蛋白-蛋白間相互作用理論建立。此外，針對標的分子的蛋白酵素奈

米結構進行分析，建立完整表面奈米力、硬度、黏彈性暨其皮米蛋白酵素形變量等檢測資

料。配合台大醫院所提供的檢體，針對不同 CVD的指標，進行已固定生物探針的多點多功
能陣列晶片的臨床試驗。高通量、快速、高靈敏、準確的檢測將有助於心肌梗塞、血栓及

中風發炎反應的 early relapse與治療。 
針對前期之研究成果，整合電化學及親和力檢測分析全血 CVD晶片之動力學理論與化

學量論，將晶片基材與生物訊號的數據，建立於整個心血管疾病檢測的理論基礎。配合 B
分項所合成之 CMM 冠醚類奈米分子(Crown Ether)進行電化學及親和力生物探針的設計，
可降低全血中基質效應的影響，移除 Na+, K+離子的干擾，簡化氧化還原訊號處理的困難
度。此外，CMM，可於有親合性反應時產生電荷跳躍效應之 CMC生物連結分子，建立不

同類型 CVD 檢測探針與電子傳遞的關係曲線。利用 B 分項所合成之 CMM 分子設計及電
化學的理論基礎，在 CVD抗體的 epitopes與 CVD的接合點作化學修飾，嘗試連結葡萄糖
氧化脢與 CRP抗體，將可在晶片上藉氧化還原機制產生電訊號，配合 C分項之開發之電氧
化酵素催化反應，可建立完整晶片之生物與感測訊號界面之理論與試驗機制。利用親和力

之理論基礎，在 CVD抗體的 epitopes與 CVD的接合點作化學修飾，嘗試連結葡萄糖氧化
脢與 CRP抗體，將可在晶片上藉氧化還原機制產生電化學訊號，配合 E分項之懸臂感測器
(E-Cantilever)及電磁晶體微天平(E-QCM)其結構應力與親和力交互作用產生的撓曲現象，可
建立完整晶片之生物與親和力感測訊號界面之理論機制。 

B:生物與化合物分子奈米尺度互動機制之研究 

本期計畫將應用前期 CRP晶片化學奈米薄膜研究成果，設計化學奈米分子在懸臂感測

探針表面進行化學修飾，檢測奈米分子分佈於懸臂感測器表面所對應的撓曲現象，以建立

懸臂感測器的力學模型，進而探討奈米分子末端反應官能基與生物分子如 Urase、
Uricase-peroxidase、Ammonia結合後，結構應力變化對懸臂感測器所造成撓曲程度的改變，
進而以壓阻或光學等方法進行電性量測。 

本期計畫將設計合成具導電性之單體奈米分子，進行電化學檢測晶片基質表面的化學

修飾，直接扮演傳遞電的角色，以避免導電高分子品質控管不易的缺失，而單體奈米分子

末端預留反應官能基可固定蛋白質(酵素：氧化脢、還原脢⋯等)檢測探針，降低雜質的干擾
而提高探針和生醫檢測樣品中標的物的親合性、結合容量，進一步提昇偵測的靈敏度。 

 



C:生醫晶片之設計與製作 

隨著生物醫學工程近年來成為熱門的研究方向，在生物樣本檢測上不可或缺的生物感

測器逐漸成為一研究主流，生物感測器即是透過感測器與生物樣本的結合，利用感測器元

件的高特異性、高靈敏度與即時檢測等優點，將生物樣本的特性經由與感測器作用後，以

電化學、光學、反應熱等方式從後端換能器即時表現。本子計畫於前期計畫中已完成各重

要組件之功能測試與體外系統的整合測試，包括有以留置針形式呈現之葡萄糖、膽固醇雙

工作電極電化學微感測器，雙通道積體電路放大器，桌上型與手持式 LabVIEW電化學分析
平台；心電圖、呼吸、脈波三參數即時檢測分析系統；三參數即時藍芽遠距傳輸與心率變

異度分析測試；熱致動無閥式幫浦與背脊式平面渾沌混合器；側向式波導表面電漿共振元

件；動物實驗等重要成果。在本期計畫中將進一步朝向系統微小化、精準化而努力，以完

成植入晶片整合系統之目標。 
整合之目標將分為兩個階段實現，在近期(一年)目標上實現製程整合上述重要組件並以

留置針方式實現，在中期(三年)目標上以完成具有熱挫曲或低電壓壓電膜幫浦之微型藥物致
動器與多功能生理參數感測監視系統之整合。 
配合總計畫目標與其他子計畫在生化檢測標的與介面連接功能性分子之努力，我們正嘗試

以新型導電性高分子，取代原先使用之 Polypyrrole，以獲得更佳的導電特性與穩定性，此
部分將繼續應用於先前血糖與膽固醇之檢測。同時因應原先 CRP檢測以親和力方式進行必
須進行複雜步驟之缺點，改以 Fc+Pc與 CRP作用後引起電位變化之現象，改以電化學方法
進行量測，如此可望將電化學晶片整合物理量檢測來完成全植入晶片的感測，並進一步利

用電激發表面電漿共振元件之使用，作為內部之校正系統，以使本系統將更適用於微小化

與高通量之生醫感測應用。 

D:生物力學之模擬與設計 

將生醫晶片應用於攜帶型或植入式的即時檢測系統時，為了達成即時監控的目的，目

前的生醫晶片在攜帶或植入的過程中即將面臨以下問題：1.在攜帶的過程中，外來的背景

訊號與衝擊會影響目前的量測狀況與量測品質。2.植入時，人體皮下的肌肉組織差異極大，
很難評估晶片植入後晶片本身的工作狀況與晶片對人體的影響。3.人體在移動或運動時，
碰撞或長期受到外來連續負荷對生醫晶片的影響等都是我們要重新檢視的課題。為了讓生

物晶片能夠因應不同的工作環境與外界衝擊下正常運作，本分項將對感測器的感測機制與

肌肉的生物力學進行深入的研究。  
經過過去三年的研究及參考相關文獻等多方面的考慮，就低作動電壓及提供檢測所需

的穩態流場方面，以旅波介電泳作驅動源的方式是最佳的選擇。在上期計劃中，我們已對

旅波介電泳泵完成了初步的研究。本期計畫重點在如何設計高效率的旅波介電泳泵，並將

之整合在生醫檢測晶片上。另本計畫的檢測將聚焦在電化學上，需要以血清作檢體。在醫

檢實驗室中，我們可輕易地以離心分離法或過濾吸附方式由全血分離作血清；但在植入式

晶片或是以全血作檢體的晶片中，如何在微流系統出中分離出血清却未見於文獻。在上期

計劃中我們曾利用介電泳方式由全血中分離開血球及血漿，本期計劃擬進一步研究分離出

血小板、以獲取血清的微流方法。又本期計畫亦將對上期計劃已發展之無閥門微泵及混合

器作進一步的推廣應用及研發，以對生醫流體有更佳的操控。 

 

 



E:多功能微懸臂樑生物感測器之研發 

結合台積電 0.35 微米 2P4M COMS 標準製程與奈米機電系統製程將會使其更顯得簡

單、精確與微小化，製程簡易且無需另外架設複雜的儀器設備，更可同時整合微流道系統

與 RF 系統達到無線傳輸、即時與現地偵測的目的，對於整合晶片系統的建立將有極大的
幫助。在前一期的計畫中，本計畫已將微幫浦，微懸臂樑之生化感測器、無線通訊系統與

電源整合於一 5cmX5cm大小的系統中，並且成功得將檢測到 CRP之訊號透過無線網路傳
輸到遠端的系統中，朝向 SOC的目標跨進一大步。 

F:無線進身網路系統 

主要目的在於完成無線收發模組之研製，研發產出包括軟體及硬體兩部份，其中軟體

部份包括：適用於進身網路之頻道分配、輸出功率協定與適用於進身網路之路徑協定、網

路拓璞(Network Topology)佈建決策系統，與身體狀態資料庫建立，用以維護進身網路所蒐
集到的身體資訊，供醫療輔助及研究使用。這方面將配合E 分項計畫進行。而在硬體部份
主要的產出是在無線收發晶片的製造：可於將來植入體內之微型無線收發機，與無線網路

收發機。採用微機電後製程來製造完成微機電被動元件，達到縮小化的目的。此部分將與B 
分項計畫的北區微機電中心有密切合作。 

G:光機電系統設計與整合 

本計劃將以計算機科學與訊息處理為基礎，與 E 分項配合建構起無線近身網路之通訊
鏈結，在其中包括資料量測、訊息傳遞、生理訊號之分析與擷取、健康狀況之監控與回報、

資料庫之聯結與參照等。而進一步也將建構起醫療端與近身網路間之介面與平台，提供各

項訊息服務與訊號分析。 

H:電源轉換系統研發 

原有的電源系統架構下，目前大多數著墨的地方都是在於如何將耗電量控制到最小，

而本子計畫除了以前所未有的創新概念去實現耗電量的改量，還會將原架構的電路予以改

良創新，使其可以免除多餘的外部元件的困擾。就原有架構而言，為了使其積體化更加完

全，已有相關的積體化電感的電路佈局出現，對於電源系統來說更是一大突破，但若能將

計畫中各部電路的耗電量降到最低，並對系統的電路佈局加以改良、取得穩定供電與晶片

植入的最佳平衡點，是一個創新的挑戰。雖然不需要電感或是功率電晶體的電源供應系統

架構已於業界現身，但其所能提供的功率不高、穩定性不夠，若能在此方面有重大突破，

將會解決體積及雜訊上的難題。 

 

 

 

 

 

 

 

 



三、執行成果 

A:生醫界面研發及臨床檢測 
    藉由DPI 感測晶片系統進行體外血清之Troponin I、S-100、CRP蛋白-蛋白間相互作用，
已完成包括折射率、厚度、密度、表面濃度、結合常數、解離常數等分析結果，已建立有

效之參考值，做為B 計畫與C計畫在生物懸臂樑感測系統與SPR 感測晶片系統的生物訊號
界面的整合，成功轉移至懸臂樑彎曲、折射率、結合常數等參數研究。 

   

 

 

    已完成S-100晶片上，進行包括厚度、密度、地勢圖、不平度等物理性質之S-100蛋白
體外血清奈米量測。另外包括AFM、DFM、FFM 及phase mode 等進行體外血清之CRP 蛋
白之黏著力(adhesion)、的量測。並配合D 分項進行楊氏係數(Young’s module)、蒲以松
(Possion)統計方法等理論推導。在S-100感測晶片上，針對單顆體外血清之S-100進行AFM 



之奈米量測，此為AFM之地勢圖(topography)。 

 

B:生物與化合物分子奈米尺度互動機制之研究 

B1. 已完成懸臂感測探針表面化學修飾的合成。 
B2. 已完成電化學檢測晶片上聯結分子的設計與合成。 
B3. 多樣性疾病標的物(Bio-marker)與晶片載具表面定錨分子及其抗體結合之力學模型建
立、模擬與分析： 
(a) 已利用 molecular mechanics之 CHARMm力場建立水解脢(Lysozyme)與水解脢抗
體(VHH HL6 antibody)之三維結構形態。 

(b) 已運用 GBSA (generalized Born/Surface Area)方法來模擬 Lysozyme and VHH HL6 
antibody 在水溶液下之結構形態。 

(c) 已使用 CHARMm 力場與 R.D.F (Radial Distribution Function)分析複合構形，發現
有六個 Hydrogen bond介於 Lysozyme與其抗體之間。 

(d) 烷基硫醇分子對的分子力學探討:完成烷基硫醇分子對之位能計算，瞭解微懸臂樑
上烷基硫醇分子之作用力對於表面應力之貢獻很小。 

(e) 金表面之電子轉移到烷基硫醇分子之計算：完成不同長度之烷基硫醇分子在金表

面之量子力學計算，電子轉移量大約 0.11-0.15eV，長度不會影響電子轉移量。 

C:生醫晶片之設計與製作 

    第一期分項C計畫的生醫晶片設計製作，經過與各分項計畫之規格研商，已將微幫浦與
電化學電極整合，製作出植入式之先進無線生醫保健監測系統微機電模組。目前已完成具

有可以量測生理物理訊號、以及量測諸如血糖的電化學訊號之生醫晶片。本生醫晶片並且

可以將量測到之訊號，經過後級的放大，連接到一旁的射頻晶片，以無線方式傳送出去。

目前在整合技術上完成微流道與幫浦整合製作，多變參數分析系統，正在進行生物相容性

實驗。 

       



D:生物力學之模擬與設計 

1. 完成旅波介電泳血漿血球分離器暨二相懸浮液輸送泵的設計分析與實驗量測。 

2. 完成微流道中注入並覆蓋微米量階厚度液膜於壁面的技術研發。 

3. 新型壓電片無閥門泵相關技術及應用的開發：與其他分項計畫之成果整合成一小型可攜
式系統，另應用此無閥門微泵作微混合器。 

4. 完成雛型交流電滲泵，並釐清其物理機制。 
5. 開發出利用壓電式無閥門微幫浦及三叉流道流場特性之微粒分離器。 

E:多功能微懸臂樑生物感測器之研發 

    在微型懸臂樑感測晶片方面完成了：(1)微懸臂樑結構的製作，(2)懸臂樑生物感測晶片
中電極的製作，(3)建立微流體驅動系統以及分離巨分子間結合力之電驅動系統。整合微流
道與懸臂樑感測晶片，製作出插卡式無線微懸臂樑力學式生物感測器。 

                 

F:無線進身網路系統 

    呂學士教授團隊與黃榮山教授團隊合作，榮獲2006 ISSCC solicited invitation，已於2006 
年二月發表 ”A wireless Bio-MEMS Sensor for C-Reactive Protein DetectionBased on 
Nanomechanics”。在無線近身感測網路硬體部份，已完成一無線生醫系統單晶片實作，並
可將生醫訊號傳送至Human Body Gateway，成功完成無線生醫單晶片系統測試平台，同時
已完成一具有多工器、類比數位轉換器、與微處理器的無線傳輸系統晶片設計。軟體的部

分，已完成感測器與HBG間的通訊協定之設計與實做測試，以及HBG上的系統建置。同時
也利用PDA實作HBG之系統，系統測試已完成。 
    在多媒體互動訊息平台部份，已結合各種多媒體訊息平台如即時訊息 (Instant 
Message)、電子郵件 (Email) 以及多媒體簡訊 (MMS) 環境，提出一套ENUM based 的整
合式多媒體訊息交換平台，使用者只要一個UID (Unified ID) 即可透過各種訊息環境交換多
媒體訊息。 

           



G:光機電系統設計與整合 
    已自行發展出驅動程式對DAQ卡進行資料擷取，並可利用RF模組成功接收訊號。已可
利用嵌入式系統計算出心電圖週期並擷取出波形，並利用適應濾波器做為R峰值預測，除此
之外已完成多速率系統合成/分析的設計。同時完成了訊號分析的圖型使用者介面，和分群
演算法應用程式。在近身無線生醫感測網路的控制方面，已完成：(1)感測器節點與區域控
制中心的通訊，(2)模糊分群演算法與其一般化之發展，與監督式學習法的發展，(3)感測器
模組與區域控制中心間的通訊聯結與小型資料庫之建構。 

H:電源轉換系統研發 

1. 已完成電感耦合充電之電路設計與實驗，測量結果符合生醫感測晶片所需。 

2. 已完成控制設計，並已發表論文及申請專利。 
3. 系統佈局業已完成，控制晶片已製作完成，測試結果顯示此晶片符合生醫感測所需。 
4. 已完成微泵所需振盪器電路。 

 

 

 

 

 

 

 

 

 

 

 

 

 

 

 

 

 

 

 

 

 

 

 

 
 



四、預期效益 

（一）對國內產業發展之影響與關連性： 
 可提供生物化學、醫學檢驗等植入及侵入式生物醫學方面的感測與儀器的研究。
更進一步可以有醫療檢測的儀器，其放大型將具有演化成為家用醫療檢測儀器的

潛力。因此本計劃成果預計可使有關我國相關光學檢測的技術升級，此外由於計

劃將研發極端輕薄短小的檢測儀器，效能提高並且減低成本，進而提昇相關產業

在這方面的競爭力。另外良好的檢測系統將可以減少單一實驗的重複率，減少藥

劑用量，減低污染。就 J. Paugh與 J. Lafrance，美國生物科技產業工會、美國商務
部科技政策局在 1997 年 7 月公佈的資料顯示，美國生物科技產品各類銷售額再
1996 年有 102 億美元，預估在 2006 年將有 324 億美元。因此，本分項計劃的成
果，將有助於我國進入生物科技產品的市場，提昇我國的科技與競爭力。在WTO
開放之後，國內人才流通率將大為提高，故提昇產業競爭力以及研發人員的研發

能力，建立優質研發團隊，才可以留住國內人才，並吸引國外研發人才至台灣開

發技術，或者是與國外公司技術合作，使台灣朝國際化營運中心以及研發中心的

目標更進一步。 
 目前 CRP單點晶片的研究在國內、外仍僅有少數文獻探討，本研究計畫累積前三
年的研究經驗，將 CRP 的檢測平台由單點提昇到多點多功能心血管疾病陣列晶
片，從 CRP衍生到十種心血管疾病標記分子 Troponin I (TnI), Troponin T (TnT), 
Troponin C (TnC), Myoglobin,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FABP), Glycogen 
Phosphorylase isoenzyme BB (GPBB), C-Reactive Protein (CRP), urinary albumin, 
S-100 protein和 NT-proBNP/proBNP包括肝(AFP, GPT(ALT), GOT(AST))之診斷研
究。此舉將大幅提升其競爭力。 

 將設計並合成多種功能性的生物分子聯結化合物，探討這些聯結化合物在奈米尺

度下對於多種金屬，如金、銀、矽等晶片載具及生物分子間交互影響之機制，相

關的研究結果不但可提供本學界科專計畫之植入式晶片系統之應用需求，更可提

供生技產業多樣不同功能性的化學修飾之生物晶片，對於不同的檢測源可以針對

其結構上的差異而選用不同功能性的生物晶片，以達到探針和標的物最佳的專一

性結合，提供高可信度的檢測資料。 
 針對不同的檢測原理所進行奈米分子的設計與合成，及與生物分子奈米尺度互動

機制的建立，預期整體研發可涵蓋各種探針設計、材質、固定化、反應及偵測等

技術，有利於生技產業界應用於藥物篩選、疾病研究、醫療診斷及蛋白質交互作

用等研究上。 
 積體光學元件可以大幅縮小光學系統的體積，達到微型化光學系統架構的目的。
將光學元件整合於檢測系統中，更有機會進一步結合無線通訊產品，將偵測訊號

作遠端傳輸。光波導是目前積極發展的 SPR光學元件之一，除了應用於通訊產業
之外，光波導 SPR更可以作為開發高密度陣列式感測化驗的研究重點，未來發展

前景可期。 
 建立多組壓阻式微懸臂樑生物感測器進行多樣蛋白質同時檢測之技術能力，並繼
續擴展壓阻式微懸臂樑感測器之應用層面進而強化商品競爭性。本計畫之執行不

但可提高生物科技與製程整合，更可增加產品之應用性與系統功能性。整合微機

電製程並可同時完成成本降低及建立產業進入門檻之商業化立基。 
 近身網路系統可帶動台灣醫療產業之發展，提升藥品改良之技術，且有相當大的
機會發展出每年數百億的產業。傳感器晶片預期可創造台灣每年數十億之硬體產



業。 
 生理資訊倉儲，將能有效地分析國人的生理狀態，對於醫療系統而言，將能夠快
速且有效地分析病人的生理狀況，以輔助醫療人員進行快快速且準確的醫療判

斷。如此，將可大幅度地減低醫療人員工作負擔，進而減低醫療人員的人力相關

支出。此外，由本系統所建立的各項生理常模，對於許多醫療相關產業，在進行

產業發展決策的過程中，可提供準確的資訊以協助其進行準確地判斷，進而減低

錯誤投資之風險。 
 我國從九十一年度起積極發展「系統晶片(System on Chip, SoC)」的技術，此項技
術在晶片設計方面固然屬於電機系或電子系所發展的技術，然而將系統晶片的技

術應用到各項嵌入式系統中，則需要藉各項系統應用的領域知識 (Domain 
Knowledge)與嵌入式系統發展的“韌體＂或“軟體＂技術來發展所需要的系統平

台。單有 SoC的硬體並不足夠，本計畫所發展的技術事實上配合國家 SoC技術發
展的方向，適時建立配合 SoC晶片所需要的軟體發展技術。 

 由於電源轉換系統的研發方向皆與產業先進主流相符，且思緒脈絡並不僅只侷限

在業界之中，從多方的角度去設計電源系統是我們的主軸，因此，預期新的電源

系統不但能將既有電路架構的特性更加提升，還能突破現有的窠臼，對產業有既

深且遠的影響。 
 利用微機電之技術將壓電元件與電路元件整合在同一個晶片上，完成功率型系統
整合晶片之完全解決方案，同時將生物燃料電池所產生的能源整合到系統中，提

供感測系統在低能量需求操作模式下的能源，因此，特別適合近身式醫療器材的

電源需求。除此之外，所開發的壓電式電能轉換技術將有許多其他不同領域的應

用，包含有筆記型電腦、個人數位助理(PDA)、數位相機(DSC)、數位攝影機(DVC)
之電源模組等，將具有極大的市場應用潛力。 

 
（二）對學術機構之影響： 

 從奈米醫學的角度切入，可同時監測多種心血管疾病標記的多功能系統勢必將提

升我國在生醫產業中的競爭力，以突破其他先進國家構建的專利屏障。而植入型

晶片的研發，由先期之生物薄膜與化學薄膜和電活性物質的相容性、專一性、選

擇性測試、結合能力與解離、平衡方法的轉換到後期機電元件的整合，將為遠距

醫學的領域建立一創新之平台。 
 建立研發能量、增高技術門檻：光學式 SPR感測晶片將充份訓練學術界有關晶片
製程、奈米薄膜製程光學特性、奈米量測技術、光電偵測技術、生物資訊、生物

診斷以建立研發能量、增高技術門檻。 
 對於參與之研發人員質⁄量提升，預期可獲之訓練： 

    （1）生物與奈米機電(NEMS)之結合訓練。 
（2）薄膜與奈米化學之光學性質訓練。 
（3）生物與物理、化學、數學之結合訓練。 
（4）生物檢測與無線傳輸相關技術之結合訓練。 
（5）光電檢測技術及儀器開發訓練。 

 研發制度或組織建立：將生物、醫學、微機電、光學、醫工、資訊、化學各領域

學術人才結合成研究群、並建立研發制度與研究群組織。 
 跨高科技領域：微機電、奈米科技、光電等高科技領域。 
 技術升級：應有機會扭轉我國傳統上學術界單一領域訓練的學術習性，擴大本研



究團隊過去所習知之跨領域學術、系統技術整合研究之影響範疇，再加上由於本

計劃所提出之 CRP 與 SARS 生物晶片的研發乃是一個跨領域之研究專案，其完

整之系統架構及跨領域需求定可成為我國跨領域整合之平台，同時經由此平台之

建構及開發，將可進一步提昇各單一學術領域原有的學術及相關技術水準。產出

的技術效益： 
（1）SPR晶片化學薄膜的製造技術。 
（2）SPR生物晶片臨床檢測技術。 
（3）SPR微型檢測系統。 

 （4）微型電化學及電生理感測晶片。 
 （5）3D即時心率分析及心血管生化參數檢測。 

 攜帶型及植入式生醫晶片的力學分析： 
   （1）建立骨骼肌的相關運動與力學分析模型。 
   （2）建立一套骨骼肌的數值模擬方法。 
   （3）研究壓阻式感測器在背景環境與衝擊負荷下的力學行為。 
 關鍵微流元件的開發： 
   （1）開發以血液為輸送目標的一項穩定、且高流量的旅波介電泳微泵，為植入式

晶片最可能的驅動源。 
   （2）開發一項分離血球、血小板及血清的微流裝置。其輸入為全血、而血清輸出
端則連至檢測元件的入口，為以血液為檢體的微型全檢測系统 (Micro Total 
Analysis System, µTAS)及植入式晶片的關鍵次系統。 

   （3）就壓電式無閥門微幫浦及混合器對生醫流體的操控有更佳的了解與應用。 
 在系統部份，F 分項計畫預期可以根據數種不同的醫療感測器的輸出規格，來實作

出對應的生理訊號資料庫。之後，我們將針對這些生理訊號，利用目前已知的 Data 
Mining技術，設計並實作出數個資料分析模組，以提供分析與重整之後的生理資訊
。然後，在根據這些生理資訊，建構一個生理資訊資料倉儲，以整合各種分析結果

，並且再根據專業醫療人員的經驗與知識，再度利用已知的 Data Mining技術，設計
與實作出數個生理狀態分析模組以及初步的醫療輔助服務應用程式，藉由分析整合

後的生理資訊，來加速醫療人員進行生理訊號的判讀工作。在學術部份，本計畫在

分析生理訊號的研發部份，預期將產出數篇期刊論文以及會議論文，並透過宣讀會

議論文的過程，將本系統進行國際性的推銷工作。 
 「嵌入式系統」的發展雖然可以說是日新月異，但是隨著各家微處理器

(Microprocessors)和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s)的不斷進步，新的功能不斷的被提出

，新的要求也不斷的被滿足，對於廠商而言，這是一場打不完的研發戰爭，在這個

特別的領域，研發經常是成敗的關鍵，研發的速度決定公司的盛衰，人才的素質則

決定研發的速度與品質。本計畫發展嵌入式系統技術中自然培育出許多國家在發展

SoC 的同時所需要的系統平台發展人才。配合工業界在系統晶片的發展，這些人才
可以直接投入工業界作為這方面人才的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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