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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0.1 前言

台灣雖為蕞爾小國，然而在多項製造科技、醫學研究等領域早已脫穎而出，佔

全球舉足輕重的地位。『台灣 2025 年工程與應用科學研究之預期與探討』專題研究，

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工程處提供補助之計畫。目的是寄望 20 年後台灣擁有更多領先國

際的專業技術，故當下延攬國內部分學術人士，共同就台灣未來可能發展的潛力領

域，從事實驗性的討論。本報告僅就參與人員較為熟知的領域提出探討，在短短的

一年期計畫下，利用有限的研究資源，做五大領域的分項討論。

除感謝本計畫所有共同主持人無私的付出外，還要感謝多位台大電資學院優秀

同仁的共同參與: 黃天偉 教授、 陳光禎 教授、 蔡一鳴 教授、 陳秋麟 教授、劉

志文 教授及核能研究所 門中立 博士。此外，受限於計畫共同主持人之專業能力，

故本報告之撰寫有其侷限性，不是全面多元性的探討，其目的並非針對短期的研發

投入找出絕對的指標，而是僅就台灣未來科技作可能項目的預測參考。

0.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技術群組規劃法（Technology Portfolio Planning），預測台灣 2025 年

技術發展趨勢，選擇具影響力之參考技術項目。首先研究團隊蒐集各國（如日本、

美國等國）未來規劃發展趨勢報告與相關文獻，整理出提及的趨勢與項目，同時研

究團隊邀請國內相關領域的專家，針對專長領域提出 2025 年具有影響力與發展潛力

的技術項目。接著邀請國內專家小組針對蒐集到的候選科技項目討論，建構出台灣

2025 年的技術群組，由於群組規劃法是採由上而下的選擇方式，因此決定科技群組

後，接著專家們決定各個群組下的各項子項目。

技術群組主要透過以下數個階段由專家多次的互動與討論而決定：蒐集候選技

術項目、建構技術群組、決定技術群組子項目、凝聚共識。然而，受限於有限的計

畫執行期間與邀請專家背景，無法窮舉所有的技術項目，因而未列入本研究之技術

群組與項目並不意指不具影響力，乃因受限於各項資源，本研究未能探討該領域的

技術趨勢。

0.2.1 蒐集候選技術項目與建構候選技術群集

本研究首先整理、蒐集相關文獻與各國前瞻研究推薦之項目，同時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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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國內相關領域之知名學者與專家擔任本研究之共同主持人，徵詢全體專家

對於專長領域中最具未來影響力的應用與研究方向與技術之預測，總和相關文

獻、報告與專家的意見，依聯集之原則，本研究將所有候選技術項目彙整成項

目清單，並將相近之項目歸入相同候選技術群集。

0.2.2 建構技術群組

確立候選技術項目名單後，邀請全體專家共同參與建構技術群組，請專家

們就其專業領域與未來趨勢，針對本研究之前所蒐集之候選技術群集，從技術

的可實現性(achievable)、消費者需求(consumer needs)、工業應用 (industrial

application)、對國家經濟成長的貢獻性(value creation)等構面，進行討論分析，

經由彙集多方專家意見後，本研究訂定出五個技術群集，分別為：資訊科技之

服務與應用、資訊科技之硬體、材料、能源、生物醫學科技。

0.2.3 決定技術群組子項目

確認技術群組後，邀請各領域專家加入各群組的討論小組，每組約由

4-6 位專家組成，分組進行討論，專家小組約兩星期開會討論一次，經由多

次互動，討論各技術群集下重要的技術項目及各項目未來的發展趨勢、技術

可能演進軌跡。

0.2.4 凝聚共識

定期召開全體專家會議，交換各專家小組的結論，一方面避免專家們只

聚焦於其專精領域，忽略其他領域的發展，一方面也提供討論平台，讓專家可

以共聚一堂，交換不同領域的技術發展現況與趨勢，共同分析、討論 2025

年可能的技術發展趨勢，凝聚專家之共識。

0.3 研究限制

誠如之前所提，由於受限於一年期的計畫執行期間與邀請專家背景，雖研究以

徵詢國內知名專家學者為主，然而仍僅能就專家專精領域與執行計畫期間內蒐集到

的資料，進行 2025 年之技術預測，且受限於徵詢專家意見之不易，諸多議題未能列

入本研究之研究範圍或是討論未盡完善，例如自動化製程技術、節能技術等，然而

未列入本研究之技術群組與項目並不意味這些項目與群組不具影響力，惟因受限於

各項資源，本研究並未能作深入之探討。

二 0 0 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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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資訊科技之軟體與應用(IT-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綜觀 20 年後的資訊科技，多種領域技術結合的學科將會成為主流，其中軟體資

訊處理與異質技術的結合是顯然會發生的趨勢；行動無線網路結合了資料連結與使

用者移動的特性，同時，現今新型的無線通訊技術也高度發展，並佈建到世界各地，

然而，每種無線通訊技術各自有其適用的傳輸頻寬、涵蓋範圍、容量大小等特性，

如何整合這些不同的無線通訊技術，便也成為未來重要的課題。資料搜尋與更強大

的計算力，配合網路整合和創新顯示科技，可預期未來不論是在軟體或硬體都會有

嶄新的一面(硬體技術待第二章詳述)。

科技的發展始終來自於人類需求，以下將會從無線寬頻網路、超大型無所不在

的儲存系統、整合的高速運算能力三個面向出發，探討台灣 2025 年的資訊科技，

佐以應用面來構思對未來生活的影響，歸納出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

1.1 無線寬頻網路(Broadband Wireless Network)

隨著科技的進步及人們的需求，無線寬頻網路技術不斷地蓬勃發展，已逐漸

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依據這些技術當初設計的目的，相當多的關

鍵技術在未來的日子裡仍將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

未來的網路架構大致仍可區分為: 骨幹網路、接取網路、及短距離傳輸網路

三大類，其中無線及行動網路技術將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滿足未來人們在行動

方面的需求。此外，異質無線網路的整合將逐步落實，以全 IP 為基礎的分封交換

網路環境加上各類服務品質保證(Quality of Service)技術，將加速各種創新服務的

開發及多元化。其他網路相關衍伸議題與未來網路服務發展，本段皆有相關探討。

1.1.1 網路架構

骨幹網路方面，目前是由光纖網路及衛星網路所組成，此趨勢未來將

持續維持。其中在光纖網路方面，全光網路仍將扮演著傳輸大量資料的角

色，隨著全光交換器和光緩衝儲存器等光通訊元件技術的進步，全光網路

將在未來佔一席重要的地位。此外，衛星網路也將佔據極重要之傳遞大量

資料的角色。其主因在於衛星通訊網路擁有不可取代性，其傳輸訊號所能

涵蓋的範圍極為廣泛，同時可以無視於地面上環境的惡劣(例如:沙漠或高

山)，也能夠滿足人們傳輸的需求。未來低軌道寬頻衛星網路，將落實

Internet-on-the-sky 的可能性。

無線寬頻接取網路是未來網路最多元化、最蓬勃發展的無線網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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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這可由目前積極及快速發展、討論、標準制定、及 field trial 的各種

延伸、最後一里路到住家的接取網路技術（例如：UMTS 4G/nG、IEEE 802.16

WiMAX、 IEEE 802.11 Multi-channel/Multi-radio mesh networks、 IEEE

802.20/802.22 等）中得到驗證。這些技術，配合高彈性且低建置成本特性

之多重跳躍（multi-hop）、智慧型天線（smart antenna)、及無線感知（cognitive

ratio)的引入，將更擴展各類接取網路的涵蓋範圍及無線頻譜的使用效率，

以增加使用者人數及提高系統吞吐量效能(capacity)。

對於傳輸功率較低、範圍較小的無線區域網路(WLAN)和無線個人網

路(WPAN)而言，它們所關心的則是一個人身邊的個人電子設施或家庭電

器如何藉由家庭網路來彼此溝通或是連上 Internet；隨著每一樣電子產品都

擁有無線傳輸的能力，人們對於如此短距離內的網路需求將會越來越大。

對於短距離的傳輸網路來說，伴隨著數位家庭的概念，家中的電器為了能

夠更聰明的、更即時的針對使用者的喜好來做出相對應的動作，許多技術

更為先進的標準將會陸續被制定出。

1.1.2 異質無線網路的整合(Heterogeneous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基於 1.1.1 節中所談的個別網路技術，另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如何整合

這些包含不同技術的異質網路架構，使得人們總是能夠選擇到最適當的介

面傳送資料。為了避免封包遺失，因此一個好的垂直換手機制是必需的。

在異質網路中，不同網路之間所使用的各層技術(從最下面的實體層到最上

面的應用層)都具有極大的差異，為了能夠有效地利用網路當中的資源，同

時給予使用者最好的網路傳輸品質，跨層最佳化(cross-layer optimization)

和有效資源管理(resource management)也會是重要的議題。

在未來的網路架構下，人們在任意的時間和地點都將能夠同時和數個

不同的網路相連接，而這些網路所使用的技術和協定也往往差異極大。為

了能夠使網路資源被有效的整合並且被最佳化的使用，如何設計好的跨層

網路協定會成為未來網路設計者一個重大的挑戰，終極目標在於無縫

(seamless) 地整合異質無線通訊技術，提供適時適地的整合性無線通訊服

務，希望能夠造就一個普適運算(pervasive computing)環境。

1.1.3 創新服務的開發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是，因應無線上網人數及應用激增、資訊家電

普及、以及多種新型服務需要真實 IP 位址的特性所帶來 IP 位址不夠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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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前雖然 IPv6 位址並未被大量使用，但由一些跡象看來，IPv6 在未

來仍然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加上微軟新一代作業系統對 IPv6 的 by-default

支援，開發 IPv6-enabled 相關技術仍應加強。此外可預見未來，就算 IPv6

十分普及，IPv4 在以美國為首的強力支援下仍會繼續存在。因此，IPv4 及

IPv6 互通所衍生的問題及技術，仍值得注意。

此外，為了使傳輸的速率更快更好，新穎的技術，例如:指向性天線

(directional antenna)、多重輸入與多重輸出技術(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MIMO)、多重無線電(multi-radio)、軟體無線電(software-defined

radio)將發展得更為迅速，而其中軟體無線電更是被視為無線網路射頻技術

的明日之星。

1.1.4 衍伸議題:

1.1.4.1 網路安全及攻擊防禦

隨著人們對於網路的依賴性與日俱增，如何維持網路的安全性、

防禦來自第三者的惡意攻擊，又同時確保重要的資料不會被竊取洩漏

出去，將成為重要的議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針對未來各種新的網

路技術及架構，新的網路安全協定也將會持續被提出來討論。

1.1.4.2 以 IP 為基礎之多媒體傳輸及服務品質保證 Quality of Service

隨著全 IP 分封交換技術網路逐漸成為網路世界中的主流，隨之而

來的便是建構在此技術上之多媒體資料的傳輸服務。未來人們對於多

媒體方面的需求逐步增加，隨之對多媒體資料封包要求的服務品質較

為嚴苛，因此設計出適當的網路協定，讓影像或是聲音資料封包都能

根據其服務品質要求而到達目的地，進而提供使用者更好的多媒體享

受，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1.1.4.3 寬頻無線及行動網路技術

建構於更高頻微波或毫米波之寬頻無線網路將可在日後提供更高

的傳輸速率，以滿足人們日益增加的頻寬需求。此外，為了讓使用者

在行動狀態下也能夠享有相同的網路服務品質，針對未來新的行動網

路架構，能夠提供最佳化的行動管理協定以及相關的服務換手機制將

持續被關注。最終的目標就是希望能讓使用者即使處於行動狀態下，

也能順利地享受高品質的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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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網路服務

由於 IMS 不論是對於使用者或是網路系統業者來說，都具有相當多的

優點因此 IMS 應是未來新一代網路服務的解決方案。除此之外，無線寬頻

接取(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 也是相當重要的技術。使用者可以用無線

方式連接電視、音響、光碟機、家庭劇院等設備並傳輸大量的多媒體資料。

1.1.5.1 IMS 服務

封包交換技術為主的 IP 資料傳輸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份。為了進一步整合 Internet 和傳統的行動電話網路來提供

人們更好的服務，一個新的 IP 多媒體子系統(IP Multimedia Subsystem,

IMS)服務平台架構的概念被提出，作為未來新一代無線網路的重要應

用。

1.1.5.2 寬頻接取技術

發展 digital home 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建立數位內容的

整合平台，藉此連接不同的數位裝置，使得彼此的數位資訊可以相互

溝通。由於這些影音內容的資料量通常很大，所以寬頻接取(broadband

access) 技術對於 digital home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技術。目前發展中的

電力線網路(homePlug) 技術利用電力系統作為不同數位裝置的連接

方式，可達 85Mbps 的傳輸容量。有了這樣的寬頻網路，娛樂影音資

料可以在家中客廳和房間等不同空間傳送，而且隨插即用。

目前已產品化的 IEEE 802.11a/b/g 無線網路可提供高達 54 Mbps

的傳輸速率[1.2][1.3]，未來的標準 802.11n 使用「多重輸入與多重輸

出」（Multiple Input and Multiple Output, MIMO）技術可讓傳輸率提

高到 100Mbps 以上[1.4]。另外一種新興的無線通信技術 IEEE 802.16

能依照不同的服務等級提供不同的頻寬，以支援話音和影像服務的服

務品質保證，將是未來 digital home 適合的無線寬頻接取解決方案。

未來 20 年 digital home 的演進將隨著這些現有的無線寬頻接取技術如

802.11、802.16[1.5]、及藍牙(Bluetooth)或其他新興技術的發展而改變。數

位內容的整合平台，也將讓資訊通訊技術在生活上發揮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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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使用者

SIP控制信號
SIP控制信號

P-CSCF P-CSCF

S-CSCF

影像,聲音 影像,聲音

PDF PDF

傳輸網路

IMS IPv6網路

圖 1.1 IMS 的運作架構 (參考 IEEE Communication Magazine [1.1])。如圖 1.1

所示， IMS 是一個整合行動電話網路和 Internet 技術的系統。IMS 利用行動電話網路

的傳輸能力，同時加上利用 SIP 來處理傳送相關的控制資訊，進而建立起多媒體的連

線。在圖中，P-CSCF(Proxy-Call Service Control Function)代表 IMS 網路中直接和使用

者接觸的點，而 S-CSCF(Serving-Call Service Control Function)則是負責控制連線任務

的伺服器。而 PDF(Policy Decision Function)則是負責處理應用層(application layer)的一

些傳輸細節，例如:傳輸某一部影片所使用的編碼器，以及其所需要的頻寬等等。IMS

藉由 PDF 的資訊去和下層的行動電話網路溝通，以符合傳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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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超大型無所不在的儲存系統(Ubiquitous Storage)

根據 Moore’s Law，目前晶片上的電晶體密度約每年增長 60%~80%，至少

在今後十年內，儲存密度會不斷增加。大部分專家，包括 Moore 本人，都認為

Moore’s Law可再持續二十年，且儲存設備的儲存容量越來越大，卻越來越省

電。隨著儲存容量的大幅度增加，相信未來儲存系統將可允許更複雜、包含更

多資訊的儲存格式，就好比隨著中央處理器的處理速度變快、記憶體空間增大

之後，消耗更多資源、呈現方式更多采多姿的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就會跟著出

現一樣。舉例來說，20 年後的『一張照片』可能會由千百張不同角度的影像所

組成，使『一張照片』可三維多角度審視（類似 MPEG–4 的物件概念），甚至

可以自由搭配不同的景物、改變物件的位置，以及調整照片的光源等等。當然，

這樣的一張照片即使採用了屆時最新的壓縮技術，其檔案大小仍然有可能高達

到 1GB 甚至更多，但這對未來的儲存系統來說，將不成問題。要能夠建立這樣

一個超大型無所不在的儲存系統，整合性的資料存取方式及介面、新的資料儲

存表現型態、新的儲存媒體便是一些值得探討的議題與研究方向。在此強調，

硬體相關的未來技術面研發，將在第二章資訊科技之硬體中詳述。

1.2.1 整合性的資料存取方式及介面

二十年後的儲存系統將可能是由各種不同形式的儲存裝置所組成，這樣具

有高度分散式型態並結合異質儲存媒介的儲存系統，必須能夠方便使用者隨時

隨地存取各種資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未來的儲存系統勢必須要提供一個整

合性的資料存取方式與介面。

1.2.2 新的資料儲存表現型態

儲存密度的提升，更多的資訊可以被保存，將會刺激新儲存規格的出現與

呈現方式的改變，其包含了所有靜、動態資料的儲存與更高品質的呈現。比如

在多媒體娛樂方面，未來使用者將可以任意選擇平面式呈現或是三維的呈現，

甚至可以與多媒體產生各式各樣的互動；去除了儲存容量的限制，未來的『影

音光碟』將能提供更高的互動性，同時包含多種不同的劇情與結局版本，讓觀

看者可以在觀看過程中，由第一人稱的角度自由決定劇情的發展，選擇最後的

結局。

1.2.3. 新的儲存媒體

隨著生物、光學及電子等各領域儲存科技的卓越進展，如生物晶片、磁隨

機存取記憶體（MRAM, Magnetic RAM）、非揮發性鐵電記憶體 (Fe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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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oelectric storage)、相變化記憶體（PCM memories, Phase Change Material)等

儲存媒體相繼出現，未來的儲存媒體將具備理想記憶體的各項特性，以因應日

後各項應用對儲存裝置越來越嚴苛的需求，這些特性包括：

— 非揮發性（Non Volatile）

— 系統可直接抹寫

— 高儲存密度與低單位價格

— 可隨機存取

— 高速讀寫速度

— 高可靠性

— 低電源消耗

— 單一、低伏特電源供應需求

1.3 整合的高速運算能力(Computing)

以目前科技發展的趨勢預估，二十年後運算速度將會是現在的 400 倍，而頻寬

則增加為現在的 3300 倍（根據 Nielsen's Law），加上生物計算、量子計算與 SOC 電

路設計自動化等相關技術成熟，在此背景下，我們可以推測，未來的電腦將朝著全

方面整合前進。以下由計算能力的整合、軟硬體完全整合的機器，以及具演進能力

的軟硬體等三方概念來探討(具體技術應用參見第二章)：

1.3.1 運算能力的整合

未來單一具強大運算能力的超級電腦將較不具存在空間，取而代之的是結

合了普及運算、分散式運算，以及平行運算等概念的整合性運算能力。此外，

未來具運算能力的運算單元或裝置將無所不在，儘管這些運算單元或裝置的運

算能力可能有所不同，但是皆將具備有互相溝通的能力。當使用者有一個需要

進行運算的工作時，該項工作首先會被切割為數個子工作，然後再將這些子工

作分散給鄰近的運算單元來平行處理，最後再將這些運算結果整合，完成運算

工作。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勢必需要解決一些基本的問題，例如：運算工作的

切割與分配、統一的溝通介面，以及工作負載的平衡等等。

未來運算方式更可能採量子計算(Quantum Computing)整合網格計算(Grid

Computing)的概念，使電腦運算能力可以發揮更強大運算功能，並可集結眾人

電腦的運算能力，將多的運算空間互相分享使用。

1.3.2 軟硬體完全整合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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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在未來處處需要運算能力的環境下，大多數的電器本身都將存在一個

嵌入式系統與 SOC(System-on-a-chip)來執行所需的運算能力，軟硬體間勢必會

有更緊密的結合。簡單來說，在未來只要電子通訊產品擁有軟體無線電系統，

其硬體設計會更為簡單，而絕大部份的功能將由軟體所決定；一旦人們想要將

其電子通訊產品切換成一種截然不同的技術，唯一需要做就是藉由網路下載適

當的軟體，將其更新到產品中即可，不像現在需要再去購買新的產品。換言之，

未來網路通訊產品的主要功能將會由軟體定義，藉此將人們帶進了一個新的網

路通訊領域，而這背後會涉及到更為複雜的硬體設計和技術整合。

1.3.3 具演進能力的軟硬體

當未來可程式化硬體之概念推展到極致，如可程式化邏輯閘陣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此硬體將不再只是廠商用來開發新硬體時的

試驗平台，而是商業化的產品。在二十年後，硬體升級將透過硬體重組來達成，

使得未來軟硬體皆具有無限升級的能力，以後也許只需要更換機殼，軟硬體都

可以自行更新。

1.4 應用

拜上述資通技術所賜，無線區域網路和無線個人網路及其周邊消費性家電產

品，在近幾年來已經充份的吸引了人們的目光。除了整合無線區域網路和無線個人

網路之外，無線感測網路更是擔負起隨時監控週遭環境的任務。此類網路藉由不斷

地測量環境的變化或是特定事件的發生，並且做出適當的反應動作，儘可能帶給人

們更為便利的生活。

在整合異質網路中不同的技術之後，未來資訊科技的應用將讓人們能夠在「任

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設備」都能輕鬆取得資訊且能進行回應，人們僅僅需要提

出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其它所有的資訊傳遞將自動並有效率地經由適當的網路介面

或是技術被完成。而在此環境下，未來所有的電子移動設備(例如:手提電腦、手機

和 PDA)和家電產品(例如:電視、冰箱和洗衣機)，都會成一部具有運算能力的小型

電腦，進而隨時傳遞人們所需的資訊，創造出無所不在的運算環境。因報告受限於

時間與專業領域，就其中情境感知運算技術、安全監測、數位生活、行動智慧、醫

療感知、電子商務/網路學習平、資料處理、人機介面與人工智慧台、更真實的網路

空間、相關的法律條文與規範，這十子題未來可能的應用面作探討[1.6~1.12]：

1.4.1 情境感知運算技術(Context awar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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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朝向由電腦來取代大部分的工作，使用者得以享受最方便的應用

服務，而不必親自做繁複的設定與修改。各式設備能夠自動的感知目前所處的

場合及情境，而提供最適切的應用服務，如基於所處位置的服務

(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 下，可以自動判斷目前使用者所處位置，進一步

提供包括景點介紹、號誌提醒、交通概況或是天氣預報等有用的資訊。情境感

知運算技術的演進，有賴於機器學習 (machine-learning)、感測器網路(sensor

network)、無線網路定位(positioning in wireless networks)等技術的發展。其他家

庭設備如智慧型冰箱、洗衣機、照明設備等，都將以相同的資料格式互通資訊。

使用者可以透過中央控制器檢查所有的設備的狀態並進行控制，例如透過客廳

的電視檢查冰箱的庫存量、操作洗衣機或控制各樓層電源等等。

1.4.2 安全監測

隨著無線網路、嵌入式系統及多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藉由各種微小電腦

與感測裝置，可隨時感應、偵測環境與使用者狀況，並透過網路，將收集的資

訊傳遞給使用者或相關服務單位，形成無線感測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提供「環境感知」的能力。具有環境感知能力之裝置間，彼此可以

互通、連動，甚至與外界聯結，並隨時依據感測結果，提供各項便性服務 (無

線感測器網路相關的技術發展與瓶頸，參見 2.5)。

1.4.3 數位生活

「數位化 (Digitization)」是目前正在發生的科技革命，而數位產品逐漸取

代傳統類比家電產品的市場是潮流也是趨勢。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已強制規定電視製造業者必須在未來的電

視機產品中內建數位電視接收器(ATSC DTV tuner)。在這樣的發展之下，所有

的資訊內容包括資料、影像及聲音等都將數位化，這也將使得數位家庭的發展

更為穩健。

在娛樂資訊及應用整合中心上，數位家庭將會成為一個娛樂資訊及應用的

整合平台，使用者能在家中任何地方以任何數位設備播放想要看或聽的數位內

容，不必受限於任何一項數位產品，例如將儲存於書房內電腦的數位相片和

MP3 音樂傳送到客廳的電視和音響上播放，為家庭數位娛樂帶來新的面貌。

1.4.4 行動智慧

人們在持續改變的工作型態，無論是上下班通勤或是出差，花費在交通運

輸上的時間均大幅增加，故在任何地方均能存取所需資訊的需求，也日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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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上述轉型中的工作與生活型態，以及持續增長的聯繫需求，應運而生的交

通工具應用服務，將扮演著重要角色。現今世界各國汽車廠商均投入 Telematics

相關的開發與研究。藉著 Telematics，汽車廠商可以透過無線通訊技術，來提

供道路救援、緊急援助、路況導航、旅遊資訊、行動語音通訊等服務；亦可與

車上的內建控制電腦相連，提供如遠距診斷引擎等加強型服務，並透過電子郵

件以及行動電話通知車主進行維修保養。長遠來看，無線通訊技術、行動終端

設備與個人電腦逐漸整合的趨勢已日趨明顯，因此，Telematics 相關的服務市

場將是未來汽車業與其他內容開發與提供業者值得開拓的重點市場。Telematics

未來的發展需要有各式的行動無線通訊系統及上層的應用服務等技術作密切的

整合。

1.4.5 醫療感知

醫療系統與資訊技術的結合必然是未來熱門的研究領域，例如可穿戴式電

腦(wearable computing)的概念下，透過可以傳回生理訊號的設備(bio-feedback

devices)，取得人體富涵且外部難以取得的訊息，例如心電圖( ECG )、腦波

( EEG )、肌電圖( EMG )、甚至是情緒評估( emotional computing )或生心理的狀

況與感受等，藉以與傳統的感測器交互使用。資訊技術將對於醫療系統會產生

深遠的影響，涵蓋範圍從醫生透過 PDA 輕鬆存取病人的病歷資料，甚至是開

往另一條生物資訊(bio computing)的研究風潮 (第五章生醫科技將進一步討

論)。

1.4.6 電子商務/網路學習平台

數位家庭將會成為電子商務及網路學習平台。使用者可以透過周邊設備，

例如 IC 讀卡機、指紋機等認證個人身份，以進行轉帳、繳款及購物等線上交易。

此外透過無遠弗界的網路也可以讓使用者在家中即時觀看正在課堂上進行的授

課內容，輕鬆達成遠端學習(E-learning)。近年來數位化的發展和網路建設的普

及已為數為家庭勾勒出一個雛型，在可預見的未來與數位家庭的相關技術及應

用將更為蓬勃發展。

1.4.7 資料處理

當資料庫裡的資料越來越龐大時，資料融合(data fusion)與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技術便成為極重要的發展關鍵。更快速取得有用的資料、更有效善用

資料，並從大量資料中整理、分析歸納出規則與模型，將成為不同領域未來都

需要面臨的重要課題。在未來數年當中，來自多重領域的大量資訊將會以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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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被儲存。不同的感測器涵蓋不同的參數空間領域(feature space)，有效的資

料融合不僅可改善系統的可靠度與強健性(robustness)，同時可提供更多的分析

資訊、更高的鑑別度並降低混淆度，橫跨大範圍之資料型態的整合方法便是資

料融合關鍵性的挑戰。而要如何從過多的數據資料中尋找出有價值的事件，便

是資料探勘技術的發展重點。我們可藉由統計(statistics)或是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技術，將資料作深入分析，使資料的搜尋更容易、更有效率。

1.4.8 人機介面與人工智慧

目前取得情境資訊，多半是藉由環境中的感測器去獲得情境數據(context

data)，然後再依據不同演算法去推論或臆測這些資訊所隱含代表的意義，以提

供適時適切的介面或服務。但許多資訊是單靠外在感測器並無法精準臆測的，

此些資訊會因為人機介面( interface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的不同而有更

多元化的發展。

輸入與輸出的豐富與多樣性日後將會是常態，將視覺、聽覺、觸覺一起自

然地被整合至判讀生理介面中，蒐集自使用者的生理資訊可以讓資訊系統配合

使用者的狀態，提供更進一步的資訊，同時這些資訊介面也能指導使用者，提

供解決問題的途徑。可能的方法包含手勢與手部移動的資訊、電子紙張上的手

寫方式、臉部影像辨識取代密碼認證等等。未來使用者介面的發展，將依賴感

測器技術與機器之進步，智慧型感測器將具備有資訊處理及操作之能力。

人工智慧方面，由東京大學所研發的一種人形機器人 HRP2，不但能煮飯，

打掃，還會聰明的與人類互動，這是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也是生物

科技的應用，隨著圖像辨認(pattern recognition)，語音辨認(speech recognition)

等技術的成熟，未來機器人與真人的界線將更模糊。

1.4.9 更真實的網路空間

隨著電腦運算能力、儲存系統，以及輸入與輸出表現方式的持續進步，在

未來的網絡空間中，實體與非實體將更進一步的結合，兩者之間的分別也將越

來越不明顯。為使網絡空間能夠達到理想中的擬實境界，首先必須要能解決關

鍵的技術問題，另外還需要其他相關條件的配合，才能享受最真實、即時且安

全的網絡空間。這些問題包括了：

1.4.9.1 結合強大運算能力與儲存系統的平台

為了達到局部或全面的實境模擬，必須要具備強大的運算能力，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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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大量的相關數據資料，來讓產生的模擬更貼近真實的情況，類似現

在的氣象模擬或動畫模擬，但卻需要更強大的運算能力，以及加快的存取

速度、容量更大的儲存系統等。

1.4.9.2 整合實體、非實體與虛擬實境技術

要讓網絡空間能夠更加真實的呈現，其實最重要的是去研究人類的感

知系統，以發展更加先進的輸出呈現科技。立體電影實際上是由兩個影像

所疊合而成的，這兩種影像是利用兩個角度稍微不同的攝影機所拍攝，然

後再藉由不同偏振方向的光線呈現在螢幕上面。目前也有一些結合實體與

非實體感知的所謂『四維(4D)』甚至『五維(5D)』電影，即加上環境特效

系統，配合影片的進行適時做出各種效果；另外也有一些正在進行中或已

完成的研究，希望能在未來可以不需配戴特殊眼鏡即能有立體的視覺效

果，如 Computer assisted holographic vedio.

1.4.9.3 整合的人機介面

在網絡空間中，要能夠讓使用者有真實的感受，極重要的一環就是『互

動』─系統必須能夠根據使用者的反應，做出適當的回應。而要能夠感知

到使用者最細微的種種反應（包含生理上與心理上的），就需要更先進的、

整合的人機介面。運用全新的生物、電子介面並配合認知科學的發展，在

未來或許不需透過第三裝置，而是人與機械在感知、記憶存取上的直接連

結（淘汰輸入輸出裝置），直接由腦波對機械裝置進行控制，而電腦亦可透

過新的顯示技術，將人體感官所感知到的訊息或想法顯示出來。

1.4.10 相關的法律條文與規範

電腦領域在實體空間之外創造了另一個實際上不存在的網絡空間，然而在

實體空間的法律條文與規範不見得適用於虛擬空間。現在常見的爭議包括：透

過盜取密碼的方式，搶奪對方線上遊戲角色的金錢與寶物，或是以現實生活中

的貨幣換取虛擬世界中的貨幣產生的糾紛等，這些都牽涉到了是否犯罪的問

題。隨著網絡空間所涵蓋的範圍越來越大，未來勢必需要一些相關且更臻完善

的法律制定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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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訊科技之硬體(IT-Hardware)

此章針對硬體部分中的先進計算計術、顯示科技、通訊技術、記憶體、感測

器網路、生物晶片與植入式晶片、半導體製造科技，以主觀預測未來技術需求為方

向，佐以電資業界發展預測報告蒐集、現今技術遭遇的瓶頸和設想問題之解決方

案，探討前瞻硬體科技技術應用價值。

本章通訊部份報告內文，為電信所陳光禎教授與黃天偉教授共同參與撰寫；

量子(Quantum)部分報告則由蔡一鳴教授參與指導完成。

2.1 先進計算技術(Computing)

相較於第一章抽象計算發展的描述，本段另就:量子密碼技術、量子計算機、量

子通訊技術、量子顯影技術、自旋電子、先進邏輯元件，此些未來技術作探討。

2.1.1 量子密碼技術(Quantum Cryptography)

現代密碼技術之安全性及正確性，有相當大一部份是基植於一些對數學難

題或演算法的猜想。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來說，資料加密及身份認證常用的RSA

公鑰系統之安全性便是基植於對「兩個大質數的乘積非常難做因數分解」這個

數學猜想而來的；另外一個例子便是兩位通訊者如何在遠端建立密鑰的問題。

這個問題最有名而且常被使用的方法之一，是 Diffie-Hellman 的密鑰交換協議，

其安全性是基植於對「離散對數非常難解」這個數學猜想而來的。這些對難題

的猜想(conjecture)雖然歷經相當久的時間都維持正確，但基本上都只是一些猜

想，其正確性會隨著研究或技術的進步而改變。例如，近年來學者發現以量子

位元為基礎的量子電腦可以在多項式時間(polynomial-time)裡面解出這些數學

難題便是一個例子[2.1]。隨著這些數學難題的被破解，基植於其上之密碼協定

也就隨之瓦解，一些現行的上層應用如軍事情報加密及線上交易等也就安全堪

慮。在這種情況下，量子密碼技術是取代傳統密碼學的一種途徑。

量子密碼技術之安全性基植於自然界的物理定律，相對於傳統密碼學中的

數學難題會被新發現的演算法破解來說，較堅實而不容易改變。舉例而言，量

子密鑰交換(Quantum Key Distribution)協定[2.2]便是基植於海森堡測不準原理

之下所設計的一個密鑰交換協定，這個協定之功能類似於前述之 Diffie-Hellman

的密鑰交換協定，但沒有基於任何數學或演算法難題的假設，完全以量子物理

的定律做基礎，因此更為安全。上述之量子密鑰交換僅僅只是一個例子，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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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密碼技術的應用不只在於建立密鑰以及做資料傳輸的加密，它還給傳統密

碼學裡的其他領域帶來新的研究方向，例如身分認證(authentication)，安全計算

(secure computation)，模糊傳輸(oblivious transfer)等等，應用領域相當的豐富。

2.1.2 量子計算機(Quantum Computer)

如果以新的「基本資訊承載單元」來看量子計算這個領域的話，計算機的

設計及其運算能力也會因之產生革命性的改變。因為根據量子理論，不僅僅量

子位元可以處在一個線性疊加狀態之下，連對量子位元施加的作用(operation)

都會依據線性的關係作用在各個本徵態上，換句話說，等於一次對量子位元的

0 和 1 這兩個成分都施加了同樣的作用。簡而言之，量子電腦能對多個狀態同

時進行動作，這些動作不但同時完成，而且按一定的機率形成作用結果的疊加

態，這種現象稱為所謂的「量子平行處理」(quantum parallelism)現象。由於這

種計算能力可以對多種狀態同時進行運算，如果適當利用的話，有助於建造出

比現在更快的計算機來完成工作。這方面最著名的一個應用例子便是之前所述

之 Shor 演算法，該演算法可以在多項式時間內做質因數分解。由於這個問題是

傳統電腦所無法勝任的，因而被拿來做為某些密碼協定的基礎，現在因為量子

計算機的出現而被解決，許多密碼協定也因之瓦解，對金融體系與國防安全都

帶來很大的影響。由此看來量子電腦在時間複雜度(time complexity)上，有著與

傳統電腦不一樣的特性。同理，由量子物理的理論顯示，由於 N 個量子位元可

以產生 2 的 N 次方維度的向量空間，適當的利用下，量子電腦在空間複雜度

(space complexity)上也會有指數性的利用能力[2.3]。

除了進行量子平行計算外，量子電腦還可以進行量子系統的模擬，這項工

作因複雜度太大，為傳統電腦所無法勝任，但很自然地可以由量子電腦來執

行。由以上例子可知，量子電腦的計算能力相較於傳統的電腦來說，在某些問

題具有指數性的加速能力，到底其對計算複雜度確切的影響如何，十分值得計

算機科學家們投入研究。關於量子計算的實作方法， 目前處於百家爭鳴的階

段，但離實際的量產與應用都還有一段距離。如要預測台灣 2025 年較為可行

的方法，除了國內擅長的製程技術之外，推測將以超導的方式將較為可行。首

先，相較於半導體製程等方法需要非常的低溫(接近絕對零度)，由超導方式產

生的量子位元，所需的溫度並不需要特別低，自所謂的高溫超導即可達成(較接

近室溫)，可使用液態氮冷卻，以當前的科技其價格算是非常便宜(相當於同單

位牛奶的價錢)。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若與原子或光子反應等技術相較，目前大部

分的技術都需要有能力控制非常微小的單一原子或光子，由超導實作的量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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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並不需要太精細的控制或在意稍高溫的雜訊，其所產生的多數個(成千上萬)

電子， 卻仍然只有一個波函數，(也與核磁共振(NMR)方式所採用的讀取整體

總效果(ensemble)的方式不同)，如此除了能保持量子特性， 也較容易觀測及讀

出結果。

2.1.3 量子通訊技術(Quantum Communication)

前述「基本資訊單元改變」的事實，在通信領域如消息理論及誤碼更正等

各方面也都會產生革命性的變化。舉例而言，以往的古典消息理論中的通道容

量在量子位元與量子通道的前提下即會有相當的變化；另外在傳送量子位元時

的錯誤如何更正，亦為誤碼更正領域的一個重要而新穎的課題。簡而言之，因

為「基本資訊單元」之改變，幾乎所有通信理論都可以再加以重新檢視。

進一步而言，量子理論中的「量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現象也提

供了通訊技術中一個前所未有而可以利用的資源。量子糾纏的現象顯示：對處

於某一狀態之下的兩個遠距量子系統而言，測量其中一個系統可以立即對另一

個系統之測量結果造成影響。這個現象不但是科學家們所難以瞭解的現象，也

是百年來哲學家們有所爭論的議題，因為其中牽涉到的「非定域」(Non-Locality)

現象是傳統經驗下所難以接受的。愛因斯坦便一直對量子物理的這種遠距關聯

性抱著懷疑的態度，他認為自然界不可能存在這種非定域的現象，一定是量子

理論的不完備所導致的。著名的波爾-愛因斯坦爭論(Bohr-Einstein Debate)便是

科學家們為解決此問題而被廣為傳頌的討論過程。雖然當時沒有令雙方信服的

結論，但多年之後貝爾(J. Bell)提出檢驗量子非定域性的理論，其後也被許多實

驗進一步證實這種非定域性確實存在。

上述之量子糾纏的現象因為無論在傳統科學及哲學上都一直無法被瞭解，

工程上的應用自然也就不普及，但這個現象在量子通信這個領域被廣泛討論後

逐漸改變。首先，量子糾纏在改進通信複雜度(communication complexity)方面

有相當多的應用。通信複雜度指的是在兩方或多方要靠通信來協力完成一件工

作時，所需花費的通信量。由於量子糾纏之現象其實隱含的一層意義是存在著

某種遠距的連結，如果能適當地加以應用，便可以解決或改進一些通信問題。

研究指出了量子糾纏在通訊上具有優勢的普遍性，他們證明了通訊的雙方一旦

共享量子糾纏對，則即便通訊過程中只是進行一般傳統位元的交換，且交換量

達到 O(logn)，則任何其他形式的通訊，無論是一般通訊或是量子通訊，都至少

需要到 O((n/logn)(1/3))的通訊量才能完成所需資訊的交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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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用量子糾纏解決通信問題之前，當然必須先能有成熟的技術產生及運

用糾纏的量子位元。也正因為維持量子糾纏之困難度，目前量子通信方面之研

究集中於實作量子糾纏及其上層之簡單應用如量子遙送(Quantum Teleportation)

等方面。

2.1.4 量子顯影技術 Quantum Lithography

根據摩爾定律的預測，IC 晶片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每隔約十八個月便

會增加一倍，然而這樣的趨勢卻因為一些物理因素而出現瓶頸。其中一個可能

的限制在於顯影術(Lithography)的發展。在晶片的製程技術中，顯影術是舉足

輕重的一環，其主要目的是將所設計的電晶體線路圖樣精確的複製到尺寸極小

的晶圓上，而為了將更多的電晶體塞在晶圓上，即必須不斷地提高成像的解析

度。在眾多顯影術中，光學顯影術(optical lithography)由於其製作快速、成本低、

曝光面積大、可量化的特性，是被極為普遍使用的技術；由光源發出的光束，

經過設計好的圖樣光罩，投影在晶圓上，和塗抹在晶圓表面上的光阻劑反應，

曝光形成圖像。然而由於光學繞射 (diffraction)的特性，傳統光學顯影術產生圖

像的解晰度受限於所使用的光源波長；根據「瑞利限制」(Rayleigh Limit)[2.5]，

圖像解析度將不能超過 2/ ，其中是光的波長。因此目前許多關於光學顯影

術的研究都是在此限制下，絞盡腦汁改良成像的品質，例如採用短波長之光源

等等，但隨著電晶體密集度越高，可採用的光源也就越難尋找，故而摩爾定律

可以維持到什麼時候一直是許多人心中的一大問號與擔憂。雖然隨著英特爾

(Intel)宣佈將推出 45 奈米產品，摩爾定律似乎暫時得以延展，但目前國內外半

導體大廠皆已進入 22 奈米製程卡位戰，其所面臨的新挑戰也將接近物理的極

限，而量子顯影技術會是未來最有可能的解決方案之一。

量子顯影技術是近年來被提出的一種突破性的技術[2.6]，本技術使用多光

子糾纏態打破瑞利限制以提高解析度。其原理是透過量子機制，產生雙光子的

糾纏態來進行顯影程序，由於巧妙地將兩個光子被彼此「綁在一起」，並規定這

兩個光子一定要通過相同的路徑(或狹縫)，則會發現所產生的干涉條紋的寬度

將只有採用單光子時的一半。所謂將兩個光子綁在一起，即是透過量子機制，

產生前述之雙光子量子糾纏態，糾纏態允許選擇任一路徑，但是全部光子都必

須走同一個路徑，亦即不允許分散各走不同的路徑。由於單光子的能量和波長

成反比，換句話說，量子顯影術的做法是將更多的光子糾纏在一起，使她們的

行為就像是一個光子但是卻可以提供比單光子更多的能量，於是波長也就更

短，顯影結果也可以更趨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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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透過量子顯影技術，將可以製作出體積更小，成本更低，功能更豐富

的晶片；單一晶片上將可儲存更多的資料，硬體的功能也可以獲得相當的進步。

另一方面，既然透過量子顯影術可以製作出(寫入)小尺寸的圖像，反向操作亦

即可視為具有解析(讀取)更小圖像的能力。將此技術運用在顯微鏡的製作上，

將可以使用更短的波長辨識更微小的圖樣而不會破壞到樣本本身，這也會是生

物醫學上所迫切需要的技術之一。

2.1.5 自旋電子(Spintronics)

2006 年在美國舉行的 AVS 國際研討會議上，研究人員明確表示：Moore’s 

Law 時代可能走向終結，此歸咎於現今的 CMOS 矽晶片替代品尚無明確技術導

向與方案[2.7]。目前為止，處於領導地位的晶片製造廠正汲汲於針對 2013 年之

後的一系列的先進技術：如 Intel 正在研究的 trigate transistors、 carbon

nanotubes、silicon nanowires、III-V-based chips、spintronics、phase change logic

devices、interference devices 與 optical switch 等。在此列新技術之中，又以

nanotubes、 nanotubes 以及 spintronics 的呼聲最高。

2.1.5.1 邁入 3D 微晶片

英國Imperial College、Durham University 以及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在Science (9 Sep.， 2005)期刊上發表了名為「magnetic domain-wall logic」

的新穎技術[2.8]，且該技術能夠以遠遠超越常規電子的方式進行高密度儲

存。其研究人員指出該最新研究成果得以整合硬碟驅動器的儲存能力並擁

有低成本優勢，其潛力足以提高儲存容量200倍。該項研究的首席研究員

Dr. Russell Cowburn 表示：「此項技術有足夠潛力將 mobiles 成功轉型成

為全功能的 video camera，並適用於其他相關運用。」研究重點在於：此

項採用Spintronics的技術，即電子功能是採用引起磁性的電子自旋，而非

傳統維晶片所採用的電荷。傳統上，在晶片上通常採用電子電荷，而在硬

碟中使用電子自旋。該研究團隊成功的整合此兩種方法研發出新一代的3D

晶片，將可以比傳統的2D表面儲存更多的資訊。

2.1.5.2 高能量自旋電子元件

Princeton University 研究人員藉由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將磁

性錳原子替代單個鎵原子，以試驗不同的晶格架構來最佳化晶格性能，也

因此發現了一種新的自旋電子材料的最佳晶格架構─gallium manganese 

arsenide。研究主持人Dr. Ali Yazdani表示：「在原子的等級上適應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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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是電子學領域的Holy Grail，這也是最終必行之道。」[2.9]由於其

電子遷移性(electron mobility)遠高於矽，因此砷化鎵將會是下一代自旋電

子元件的候選材料之一。該研究小組將磁性原子結合到一個錳化砷鎵半導

體中，以期能夠分別控制旋轉和負載，因而開發出高能量的自旋電子元件。

他們希望能夠利用電洞充足的砷化鎵，以及其高能量、電洞居中

(hole-mediated)等特性的交互作用，來開發出能儲存和處理電洞的磁自旋方

向的新元件。

自旋電子最大之潛力在於嵌入記憶體與非揮發性記憶體元件，例如：

磁阻隨機存取記憶體(MRAM)，此將有助於複雜與揮發性運算以及個人裝

置的開發，如快速的啟動電腦。但是自旋電子的研究未來即將面臨重大的

挑戰與技術進步之瓶頸，乃在於製程相關的問題。

由於自旋電子元件多採用磁性材料，如：鎳、鐵、鈷，以及普通半導

體中的合金等。因此在針對MRAM加工的腐蝕、定型以及將磁性材料整合

在矽製程方面困難重重。同時，晶片上磁性元件在於讀、寫模式下的行為

也是一個重大障礙，原因在於研究人員必須發現並修復它們，才得以讓

MRAM更加可靠。

2.1.6 先進邏輯元件(Advanced logic devices)

同 2.1.5 提及之 2006 美國 AVS 研討會所示，nanotubes、 nanotubes 深具寄

數發展潛力。半導體的奈米碳管以及奈米線由於具有獨特的電子結構，並且藉

由一維量子限制效應(One-dimensional quantum confinement effect)減少載子的

散射，在室溫下此兩種一維材料都可以觀察到很長的載子平均自由路徑而展現

了製作金氧半場效應電晶體(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的

潛力。2006 年，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製作出迄今性能最佳的奈米線電晶體

(nanowire transistor)，該元件包含一個以鍺為核(core)、矽為外殼(shell)的鍺-矽

奈米線(Ge/Si nanowire)場效電晶體(FET)，其中使用了高介電係數(high-k)材料

及金屬頂閘極(Metal top gate)的結構。 領導這項研究的 Charles Lieber 表示，他

們的 Ge-Si 奈米線 FET 效能是傳統矽製程 CMOS 元件的 3 到 4 倍，首度展現了

奈米線相較於傳統平面場效電晶體 (conventional planar FETs)的明確優勢

[2.10][2.11]。

在生醫及化學感測器的應用上，一維的奈米材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

向，因為這些奈米線的直徑與需要偵測的生物或是化學成分大小相似，藉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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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線上連結特定的化學分子並利用一維奈米材料可以製作電子元件的特性，

奈米線可以成為絕佳的轉換器以產生訊號作為與巨觀量測設備的溝通介面。以

奈米線製作成的生物感測器，具有即時且高靈敏度的優點，可以偵測生物系統

中小型分子間的結合及抑制結合，將有助於研發新藥物。例如 Lieber 等人利用

矽奈米線製成的場效應電晶體，不需使用任何標記就能即時偵測小型分子與蛋

白質間的交互作用。[2.12]

除了上述的兩種應用，一維奈米材料在雷射及場發射顯示器等各方面的應

用亦得到證實。奈米碳管兼具高強度，韌性佳，導電導熱性良好，低功率消耗，

化學性質穩定等諸多特色，使得奈米線元件也可以應用在許多如玻璃或塑膠等

非傳統基材之上，因此在透明及可撓性應用上極具潛力，而奈米線絕佳的遷移

率，將有助於大幅提升這些應用的元件操作速度。當傳統 CMOS 技術到達極限

後，上述奈米線元件將有機會在下一世代的應用電路中嶄露頭角。

對於一維結構的奈米材料而言最常見的製造方法是使用化學方法製作，這

些方法使用金屬或是氧化物的催化劑經由氣-固-液相(vapor-liquid-solid )之成長

機制成長。到目前為止此成長方法始終無法精確的控制奈米線或奈米碳管之特

性，因此一維奈米元件的發展仍然限制於實驗室階段，僅有討論單一元件的特

性，若要實際整合於大量的元件甚至電路中，我們需要有效率的將大量的奈米

線組合成極度複雜的結構，首先需要組合奈米線形成高度整合的陣列並且精確

的控制方向及空間位置，其次要能控制在同一個晶片上成長不同的奈米線長度

並且形成奈米尺度，微觀尺度甚至巨觀尺度的互相連結。目前較為可行的方法

包含流體建構法(Fluidic Flow-directed Assembly Technique)和 Langmuir-Blodgett

組合技術。[2.13]

雖然現今已有許多的一維奈米元件被成功的製造出來[2.14]，但距離實際應

用仍然需要一段時間，以下問題仍需近一步的研究解決，以期未來能取代CMOS

成為下一世代最重要的元件技術：

— 精確控制奈米線的線寬尺寸與長度

— 選擇性成長奈米線

— 準確控制元件的材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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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顯示科技(Display)

在資訊量急劇增長、各種記錄形式不斷湧現、傳播媒體快速進步和多樣化的資

訊社會裏，人們面對顯示器的時間將越來越多，對於當前蓬勃發展的計算機技術、

網路技術、通信技術、電視技術等，可以說沒有作為人-機介面的顯示器，就沒有如

今的資訊化社會。因此，研發高品質、高便利性的顯示技術，在未來是迫切需要的，

本段就應用價值面，以電子紙、軟性顯示器、微奈米投影機、三維(3D)立體顯示器、

互動式顯示器為例，探討具有潛力成為未來主流顯示器的技術。

2.2.1 電子紙(Electronic paper)

電子紙強調輕便，能像紙張、書籍般的耐用，甚至像紙張能捲曲方便攜帶。

除了環保，未來更朝向省電、無背光與自發光元件、高解析度、高灰階、全彩

顯示，並與其他光電、電子功能整合，使成智慧型電子紙/書。其中，技術瓶頸

包含基板、電晶體與導體等。電子紙仍須控制電路使其改變畫面，因此有需要

開發能撓曲之薄膜電晶體如有機薄膜電晶體等。同時也需開發高導電度、高透

光度、軟性的導體材料。

高解析度、高灰階、全彩化，一般報紙、書本的解析度約為 300 dpi(一

吋內有三百點)，灰階則約為 256 階，目前所展示的電子紙解析度約在 100

dpi~200 dpi 之間與有限的灰階，因此，高解析度、高灰階全彩化的電子

紙能呈現美觀的畫面也是發展的趨勢。

與其他光電、電子功能整合，使成智慧型電子紙/書，例如與無限網

路設備整合，能隨時隨地下載需要的資料；與觸控、筆控式設備整合，

能像一般紙張般在上面書寫，做筆記、繪圖。

2.2.2 軟性顯示器(Rollable/flexible Display) [2.15-2.17]

可撓曲、軟性顯示器的應用應該具有輕、薄、不易破碎、高對比、無視角限

制、輕薄攜帶方便、可任意彎曲、低功率消耗等的特性，並且最好還能用連續

捲對捲(roll-to-roll)方式生產，以提高產量與降低成本。製作軟性顯示器，需開

發軟性顯示媒介元件與軟性電子元件，以軟性電子元件來看，需要發展的不外

乎就是二極體、電容、電晶體、整流器、記憶體、太陽能電池、連接導線等等，

而若由使用的材料來做區分，那麼就是需要軟性的導體、半導體、基板、介電

層與保護層等（新材料部分將在第三章材料有較詳細的說明）。目前主要的幾種

軟性顯示技術包括有軟性有機發光二極體、軟性液晶顯示器、電泳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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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扭轉球顯示器、電致色變顯示器、電濕潤顯示、快速應答電

子粉流體等等。

2.2.2.1 軟性有機發光二極體

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屬於自發光機制、色彩表現佳、可大面積製

作、且亦可製作於任何軟性基板上，而目前最主要的困難在於有機材料極

易受到水、氧的影響，而使其操作壽命大幅降低，因此需要有效隔絕水氧

的基板與保護層配合。

2.2.2.2 軟性液晶顯示器

液晶顯示器(LCD)是目前平面顯示器市場最為成熟的技術，屬於非自

發光機制，需要背光源配合，藉由施加電壓改變液晶排列方式，而達到顯

示圖像的效果。將液晶顯示技術應用在軟性顯示，則需考慮液晶間隙因形

變所造成的影響，未來應發展較不受間隙影響的液晶模式，而另外，功率

消耗也將是此技術觀察重點之一。

2.2.2.3 電泳顯示器

電泳顯示器(Electrophoretic Display)主要是將一種含有黑白兩色、且電

性相反的分散粒子，將其膠體懸浮液膠囊化之後，在將之與黏著劑混合成

電子油墨，解析度可達到 200ppi，唯其驅動電壓高、反應時間慢、且只能

具有灰階顯示，都將會限制其應用範圍。

2.2.2.4 扭轉球顯示器

旋轉球顯示(Twisting Ball Display)技術事先製作一種特殊的塑膠小

球，直徑小於 100 微米，塑膠球是由兩個不同顏色的半球體所組成，且分

別帶有不同電性，而當施加電壓時便能夠轉動塑膠球，達到顯示不同顏色

的效果。而其未來發展主要是要能製作更小的塑膠球以達到高解析度，以

及製作三色塑膠球以達到全彩顯示的效果。

2.2.2.5 電致色變顯示器

電致色變顯示器(Electrochromic Display)主要是藉由通電而直接改變

材料的顏色，因此研發重點將是尋找適合的材料，而其在不同的氧化態與

還原態具有高對比的色彩變化。

2.2.2.6 電濕潤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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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濕潤顯示(Electrowetting Display)是藉由在驅動電極板上塗佈具高疏

水性的含氟高分子絕緣層，再將含染料的油性液體塗佈其上，最後再加上

水層與含透明導電膜的上電極版。操作時藉由改變電壓而改變了油相/水相

/絕緣層介面的表面張力，而使彩色油液分布改變，而達到顯示的效果，而

其反應時間可達 10 毫秒以下。而其尚待克服之處則包括材料、製程的設

計、色彩飽和度、液體精確控制等等。

2.2.2.7 快速應答電子粉流體

快速應答電子粉流體(Quick Response-Liquid Powder Display)主要是將

一種對電場高度敏感的液態粉末，夾在兩片電極版之間，而粉末中的黑粉

與白粉分別具有相反之電性，因此藉由改變電壓吸引不同顏色的粉末達到

黑白顯示，且反應時間僅需 0.2 毫秒。而其未來需發展的方向為降低操作

電壓、以及發展全彩的顯示技術。

2.2.3 微奈米投影機(Nano- and pico-projector)[2.18]

隨著微機電與奈米技術的發展，投影機在未來將進化為更小型，功能更強

大的奈米投影機。期望能實現掌上型、口袋型投影機，甚至整合至手機、筆記

型電腦上，隨時隨地能提供高畫質的大螢幕畫面。

奈米投影機包括下列幾項關鍵技術：

2.2.3.1 低耗電

為能達成輕便、隨身攜帶的目的，投影機本身必須具有相當高的效率，

方向包括開發> 200 lm/W 的 LED 白光背光源或高效率半導體雷射等。

2.2.3.2 微機電與奈米顯示技術

需開發新型微機電與奈米顯示技術，能在更小的晶片上，做出更多的

光開關，進而實現高解析度與小體積。

2.2.3.3 雷射掃瞄技術

雷射掃瞄投影機(laser scanning projector)，有集合雷射的高效率、投影

面積大、解析度高等特性，也是新一代投影機技術的未來之星。但目前缺

乏全彩實現的技術，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開發。

2.2.4 三維(3D)立體顯示器

在現有的顯示器中，三維立體顯示器是最符合自然視覺的顯示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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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將會是未來顯示器發展的一大主流。三維立體顯示器原理基本上可分為二

種：一種是以平面影像模仿人體二眼視差產生出有空間感的立體視覺效果的虛

擬三維(Virtual 3D)，另一種是以一組由「多視角影像」所構成的真三維(Real

3D)。其中，未來三維立體顯示器的發展，在 Multiplexed 2D 技術方面主要是解

決兼顧觀看位置自由度與解析度之問題，可能的方法有三種：第一種是利用先

進製程來製作超高解析度的面板，以便在增加視角影像時，仍可保有高解析度。

第二種是應用追縱使用者(viewer tracking)的技術，根據使用者的位置來動態決

定發送二眼圖像的角度，就可以避免因為加入多視角影像造成的解析度下降。

第三種是用一個超高頻顯示器以時間多工的方式增加多視角影像，也可保持原

有的解析度。全像術及體積式立體投影顯示器的瓶頸在於欲將立體影像所有訊

息傳遞到顯示器，所需的頻寬非常大，在現有的電腦系統下要降低頻寬，但這

會降低影像解析度。其發展趨勢在於兼顧頻寬與解析度的問題，未來可以結合

高運算速度電腦系統及微機電(MEMS)的 Digital Light Processing(DLP)晶片，來

解決頻寬問題並提高影像解析度；真 3D 立體顯示尚待解決高解析度畫質問題

[2.19]。

2.2.5 互動式顯示器

互動顯示提供了最人性化的人機介面，讓使用者可以直接和顯示器互動，

勢必取代傳統顯示介面。然而，面板觸控必須在一般的面板表面再加上一層感

測器，這會對面板的亮度與對比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在高階產品的應用上，

要對此做特別的設計以維持高畫質。影像互動顯示器的技術結合了多點軌跡擷

取、偵測器校正與定位、動作與多點軌跡辨識、三維繪圖技術、互動模擬等科

技，尚需要許多跨領域的整合與合作。未來互動顯示器的發展會朝向與現有的

顯示技術結合，顯示器的螢幕將會取代鍵盤等輸入裝置成為人機介面。此外，

無線通訊、多媒體及三維虛擬實境等功能也會整合到互動顯示器的功能裡，讓

它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2.3 通訊技術(Communication)

台灣未來通訊勢必結合無線網路(第一章已詳述)。本段設想未來通訊大環境的

需要，討論:核心網絡與基礎科技、無線通訊、光纖通信技術、全新通訊方式與領域、

個人化多媒體交流與服務科技、災難通信應變系統、抗干擾電路、人對電磁波的防

護裝置，這些項目未來可能的運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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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核心網絡與基礎科技

有鑒於光纖在如日中天的網路時代大量的被投資，光纖的基礎建設已足以

應付未來幾年的使用需求。短期內最主要的挑戰，在於如何連接寬頻至終端使

用者。如此一來，光纖連結至每一棟建築甚至於每一個家戶，會是未來幾年之

內的重要課題。由此可知，使用微電機(MEMs)技術的平價元件或類似技術，將

在未來的十幾年間，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當然，無線寬頻則會是另一種選擇。

2.3.2 無線通訊技術

今日在無線通訊所面臨的基礎問題，無法避免的將會持續到未來，其中包

括低功率傳輸(low power communications)、高效益頻譜傳輸(spectral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高容量(high throughput)與低潛伏網路(low latency networking)

等。而今後新的方向可能為無線感知網路(cognitive radio network)，是目前為止

最重要的無線通訊術。因此在多重共存系統下的真完全彈性頻譜利用(true fully

flexible spectrum utilization among multiple co-existing systems)會是配合環境下

被採用，並且可再重新安裝的。此外，伴隨全球定位技術發展與智慧行動系統

研發，定位服務與應用整合通訊技術將會是未來另一個主要探究的方向。

2.3.3 光纖通信技術

根據 PIDA(Photonics Industry & Technology Develop Association)2006 年統

計資料顯示，世界光電市場規模接近三千億美元，然而成長率已逐年趨緩是不

爭的事實。(2007 PIDA 成果發表暨記者聯誼會新聞稿[2.20])-展望下一代 光電

通信技術的主流應用市場，建議:
— 發展次世代大型整合的微系統(micro-system)，如 IC’s。其中包括次世代微

電機(MEMS)、光學元件、射頻收發器等系統整合，與研發多功能整合系

統。[2.21]
— 全光纖通信網的普及化。應加強由目前 O-E-O(Optical-Electrical-Optical)演

進至 O-O-O(Optical-Optical-Optical)或混合 OEO/OOO；推廣佈局 FTTx 服

務，如: 光纖到家庭(Fiber To The Home，FTTH)、光纖到大樓(FTTB)、光

纖到駐地(FTTP）和光纖到路邊(FTTC）等;發展全光纖交換器。[2.22]
— 整合有線與無線網路。藉由整合全 IP 核心網絡，以有線(wired)的高頻寬配

合無線(wires)的機動性，實現多功能服務網，如寬頻網路下的三重顯示服

務(影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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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全新通訊方式與領域

未來通訊將會成為一個普遍的科技。有別於今日，未來的通訊技術不會再

受限於傳統媒介(聲音、音頻、影像、電視)，反之將會更普遍的擴及其他人類

感官感受，如嗅覺、知覺、視覺(虛擬顯像 pseudo display)效果等方式呈現，並

與重要部位的機器作連結，和智慧生活型態融合。這也牽涉到感知科技與感測

器網路，讓未來生活方式更加便利。建議應不斷研發新媒介或重新投資於新的

通訊媒介物，如無線光纖通訊與新頻譜應用方法，例如 superconducting or nano

based 成分，使之成為新媒介物的構成材料，增加技術發展潛力。

2.3.5 個人化多媒體交流與服務科技

未來通訊的主要應用，在於配合個人使用上的需求，簡單從訊息傳遞到多

元的各式娛樂，在在都需要更進階的多媒體網路技術與服務科技。終端機技術，

如極微型化個人電腦(ultra-mini PC)就是此類高階技術的運用實例，便會是發展

的重要指標。此種技術約可分為兩類：處理器與作業系統。傳統的處理器架構

已不符需求，因此可預見會是未來十年內熱門的研究方向。作業系統則是另一

個未來炙手可熱的研究領域。除了微軟之外，各家電子通訊大廠無不極力研發

各種新操作系統，例如 Symbian，甚至連 Google 都設法挑戰 Window 作業系統。

這些新一代作業系統勢必都需要能讓硬體可以再重新安裝。

在電子通訊供應鏈上，仰賴於作業系統與處理器並能支持多媒體網路與應

用的軟體與中介軟體(middleware)，是目前最迫切被需要的技術。由當下全球大

多數小型的國營或私人軟體公司併購風潮可見其重要性。安全性與數位認證內

容管理，則會是另一個面向的科技研發趨勢。

2.3.6 災難通信應變系統

由於地球環境污染破壞日益嚴重，大自然反撲不可預測且無法事先防範。

除了衛星定為可幫助搜尋災難生還者外，如何在基地台(base Station)被災害損

壞下，讓受困者以手機向外求援，會是災害發生第一時間所迫切需要的。相較

一般基地台在地面使用的三到五公里距離，衛星網絡位於八萬到十萬公里外的

太空，距離地球最近的軌道也有四萬到五萬公里，無法替代地面基地台功能，

故未來應就此類災難研發通信應變系統。例如，小型汽球載運較小的自體供電

(self-sustain)防水基地台，以自體供電耐久時效做間隔，空投至災區，讓小型基

地台搜尋網絡(mesh)並連結產生較大的網絡，把握救援黃金七十二小時。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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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對更大規模的海嘯，國際如日本就曾研擬飛行在平流層的飛船，以減少氣

候對通信穩定的影響。日本政府預估約只要 15 艘載運基地台飛船，便能建構出

全日本的通信網。

此外，目前國內救災皆以紅外線熱影像偵測生還者，然而紅外線同可見光，

會受氣候影響，在雲霧之中難以發揮功效，介於可見光與手機間頻段的毫米波

(millimeterwave)，可透過雲霧看到影像，可以 CMOS 製程來降低成本，運用在

救災系統上。此種災害應變設備並無商業市場，但為天災發生當下時所必須，

故應由政府早日著手研發。

2.3.7 抗干擾電路

現今並沒有任何電路設計是能抵抗干擾，但普遍使用的數位設備，往往因

頻寬很大，對各種電子儀器皆產生全頻段干擾。縱然日常生活中有太多干擾源，

並未造成不便，例如，飛機起降時，只要不使用電話電腦等數位設備，便可減

少飛機操控系統所受的干擾。然而，抗干擾的電路研發，將是未來通信產品所

必備的技術。差動傳輸信號(differential signal)，採讓雜訊相抵以減少干擾的方

式，可視為其中一種解決概念，在未來二十年後應用在電路設計上。

2.3.8 人對電磁波的防護裝置

凡是有能量的物質都會釋放電磁波。在現代電器化的世界中從辦公室到住

家，可以說處處都充斥著電磁波，人已經無法選擇關掉週遭電磁波 但卻又害怕

電磁波傷害人體，因此如何降低電磁波對身體的影響，是個極具市場潛力的技

術。例如，手機只要遠離人體，電磁波的影響就會驟減，未來若有立體聲技術，

並設法擋去外在雜音干擾，讓手機使用不須拿到耳邊來說話，便能大幅降低手

機電磁波。此外，借鏡隱形飛機吸收及散射雷達波的概念，未來可利用奈米技

術製作吸收電磁波之塗料或材料，或以反射、散射原理製作相關輕便電磁波防

護裝置。今日科學早已證實，過量電磁波可能不利於人體，但是長期少量電磁

波傷害所累積的影響還尚未得知。健康養生概念的潮流下，未來二十年的抗電

磁波技術與市場，有很大的開發空間。

2.4 記憶體(Storage/ memory)

近年來，IC 工業對於半導體記憶體產品的需求有日漸增加的趨勢，半導體記憶

體的產值也逐年增加，約已佔整個 IC 工業總產值的 40%以上[2.23]，由此可見記憶

體對於 IC 工業的貢獻與重要性。一般而言，理想的半導體記憶體技術乃必須具備幾

項特性，包括容量高、速度快、功率損耗低、可靠度佳、非揮發性、以及成本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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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RAM 與 Flash Memory 技術由於某些具競爭力的特性，已成為目前市場上

的主流產品。記憶體技術的發展趨勢一直是朝著小尺寸與高容量的方向來邁進，目

前 DRAM 與 Flash 技術所能達成的最小單位記憶胞尺寸為 4~12 F2/cell，密度亦可高

達 4Gb/die，然而，隨著 DRAM 與 Flash 技術的持續發展，這些技術終將會面臨尺

寸微縮上的限制，再者，DRAM 的儲存電容製作與 Flash 的高電壓操作也都會造成

未來製程整合與設計上的嚴重挑戰。因此，開發一理想的半導體記憶體來解決現有

記憶體技術所面臨的瓶頸乃是刻不容緩的。

傳統的 DRAM 技術雖具有高容量、快速、以及可靠度佳的特性，但破壞性讀

取與資料揮發性為其缺點；同樣的，Flash 技術雖具有高容量、非揮發性的特性，但

卻有速度較慢與可靠度不佳的問題，例如 Flash 的運算速度較慢，且生命週期

（Endurance）只有 10 的 6 次方（100 萬），等於資料只能被重新複寫 100 萬次。有

鑑於此，許多高密度、快速、可靠、具非揮發性且與現有的 CMOS 製程相容的新

興記憶體技術被陸續提出，其中又以 FeRAM、MRAM、以及 PCM(OUM)等技術在

近年來受到最廣泛的矚目。
奈米儲存器，包括： MRAM、FRAM、相變化記憶體 (OUM: ovonic unified

memory)、單電子記憶體(Single eletron memory)等的存儲器設備。這些存儲器元件在

未來前景樂觀，未來普適計算(Pervasive computing)對存儲的需求將超出傳統的

DRAM、SRAM 和 Flash 的性能。而奈米存儲幾乎可以滿足這些需求。

奈米存儲技術將消除硬碟和內存之間的界限。高容量、非易失性存儲晶片成本

低廉，可能取代便攜式娛樂設備和計算機中的微型硬碟。 高密度、小型化(small

footprint)的奈米存儲技術將能夠產生新一代的消費裝置 (consumer devices)，

DRAM、SRAM 和 Flash 等產品還將繼續存在幾十年。

參考國科會工程處微電子學門 96 年度規劃之重點研究[2.24]，其中非揮發性記

憶體元件之相關研究項目包括:新型記憶體結構、記憶體元件物理、記憶體材料開

發、新穎元件備製技術、資料儲存及抹除技術、元件可靠度，皆為未來淺力研發的

項。此外，國科會亦規劃諸多非揮發性記憶體的研發重點[2.25]：

— MRAM：研發具有高阻值變化率的 MTJ 結構及與目前 CMOS 製程相容的

低溫磁性材料製程技術；改善沉積 ferromagnetic 材料及 tunnel barrier 薄膜

在晶圓上的均勻性；設計新的 MTJ cell，縮小面積（~8f2）；建立 MRAM

電性方面相關的可靠性分析；發展 spintronics 及磁性半導體。

— FeRAM：研發穩定性的鐵電性材料 SBT，及其相關的低溫製程技術；將

FeRAM 與現有的 DRAM 技術進行整合；開發 FLASH-like 的 FeFET；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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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AM 用於 SOC 中的 embedded meomory。

— OUM：研發新相變材料以因應 OUM scalability 的需求以及提昇記憶速度；

研發熱模擬與分子模擬技術，達成 OUM 記憶胞結構的設計與最佳化、降

低 OUM 記憶體操作電流/功率的材料與結構的研究；OUM Endurance 的破

壞機制研究與提高 OUM Endurance 的材料與結構；OUM 電極材料特性與

相變層之間的 Adhesion 與穩定性的研究；研發 OUM 多階記憶的材料與結

構以及穩定 Read margin 與 Uniformity 的研究。

— Nanocrystal Memory：研發新的奈米結晶點材料使其達到儲存電荷層的效

果；研發新的技術來達成高密度且均勻的奈米結晶點儲存電荷層；設計新

的奈米點儲存電荷層結構使其達到可長時間儲存電荷的效果；設計奈米點

儲存電荷層使其儲存電荷/放出電荷重複讀寫使用而不降低其可靠度。

2.5 感測器網路(Sensor network)

有鑒於低成本無線感測器網路(Wireless-sensor network)是未來數十年重要的技

術利基，伴隨的感應器整合，其未來 20 年的市場價值更是難以估算[2.26]。感測器

網路(Sensor network)的應用潛力廣泛，舉凡軍事應用：敵我辨識、戰場立即監控與

偵察、智慧型導引、偵查核子與生化武器；環境應用：森林火場判定、核化污染判

定、水質與災害判定、空氣與土壤污染判定；健康與家庭應用：遠距監測病人健康

情形、協助行動醫療、昏迷病人、獨居老人以及幼兒危險發報求救、遠距監控家庭

事務管理；商業應用：品管控制、空調控制、商品失竊追蹤、交通流量監管[2.27]。

(1.4.2 已就未來應用初步說明)。

即使有許多世界級的先進公司正著眼於感測器網路的各項技術改良，但是未來

仍會有許多障礙產生。例如撰寫感應器應用程式的複雜度相當高，以及電池的供電

時間仍然不夠長，以及無線電傳輸的距離的限制(一般而言傳輸距離從數公尺到一百

公尺不等)。因而使感應器無法充份發揮功能、或者維持運作的時間無法令人感到滿

意。且由於感測器網路的節點個數從數百至數十萬皆有可能，使得網路的管理非常

困難，每個感應器(sensor)都是獨立的個體，形成一個複雜的分散式環境(Distributed

environment)。加上感應器的電池可能無法置換，因此能量控制(Energy control)幾乎

是所有感應器設計及網路管理首要考慮的重點[2.27][2.28]。此外感應器為嵌入式系

統的裝置，它們故障的機會相形提高，因而容錯（Fault tolerant）機制於感測器網路

的設計及管理亦不可或缺。台灣若能正視應用程式的複雜度供電時間、資料傳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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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能量控制、容錯機制等議題，可奠定未來台灣感測器網路技術應用的優勢。

2.6 生物晶片與植入式晶片(Biochip/ Implantable ICs )

未來為電機技術與生物醫療技術整合，將讓資訊科技進入嶄新的應用領域，本

段僅對數位微流體晶片、Implantable ICs 等硬體晶片作探究；Biochip 相關之生物

醫療的應用，待第五章中另有討論；生物感測器的材料部分，請參閱下章 Materials。

[2.29~2.34]

2.6.1 數位微流體晶片

第一代的微流體晶片是連續流動式的晶片。雖然這種晶片足夠處理許多生

物化學(Biochemical)的應用，它也含有許多的缺點。例如，此種晶片沒有很好

的延展性(Scalability)。並且，製造完後就無法改變的特性大幅降低它的可重組

性(Reconfigurability)和容錯(Fault-tolerance)能力。跟第一代微流體晶片相比，數

位微流體晶片有下列幾項優點：

— 可程式化(Programmable)，軟體導向(Software-driven)。所以針對不同的應

用有很高的彈性(Flexibility)。

— 無通道(Channel-less)的架構，可以輕易的由軟體來重組 (Reconfigure) 整個

系統。

— 利用業界的標準電路控制版(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來製造，所以可以生

產低成本的晶片。

— 小型、低成本，以及有效利用能源(Energy-efficient)的控制電路。

鑑於以上的優點，數位微流體晶片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新興科技。在不久

的將來，相信會成為微流體晶片這個類別的主流。重要的應用價值：生命科

學、化學、環境、糧食以及消費性貨物，更說明了生物晶片的重要性。

2.6.1.1 生命科學應用

生物晶片最主要的優勢是可以平行的處理大量的資料。例如，一個

DNA 晶片可以同時偵幾萬個 DNA 的片段。這種特性很適合用來作藥劑的

檢測。生物晶片可以應用於大量的藥物檢測並且縮短新藥開發的時間與成

本。

樣本檢驗是臨床醫學上很重要的一環。傳統上，樣本是統一集中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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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門或是實驗室來作檢測。這樣子的作法會增加運輸上的時間與成本。

另外，樣本的量也會增加檢測所需的時間。生物晶片可以完全改變傳統的

檢測方法。由於不需要一個統一的檢測中心，可以省下運送所花費的時間

與成本。另外，由於可以控制樣本的量，檢測的時間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整個檢測流程所需的時間可以縮小到不超過 15 分鐘。生物晶片也可以提供

重點照護檢驗(Point-to-case)。使得疾病的檢驗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

對急診室和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都有幫助。未來，生物晶片大量應用在臨

床醫學上將是不可抵擋的趨勢。生物晶片的發展也會產生新的醫療器具。

例如，控制流體的技術可以應用在藥物傳送(Drug delivery)上面。在現存的

可植入人體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 IC)中，利用流體傳送藥劑的動力和

阻力，我們可以更精確的控制劑量的大小。這種方法可以減少能源的消耗

以增長電池的壽命。

微流體晶片最大的優點之一是微小化。因此，微流體晶片式的手提型

醫療裝置成為可能。例如，未來有可能發展出類似星艦迷航記(Star Trek)

中醫療用的三度儀(Tricorder)。三度儀是一個手持裝置，裡面有一個生物探

測器(biosensor)和一個電腦。三度儀主要是可以幫助醫生來檢驗疾病或收集

病人的資訊。另一個可能是可以利用手提的生物探測器來檢驗出導致病情

的細菌或病毒。醫生或藥局就可以利用這些資訊來作診斷或是開藥。

2.6.1.2 環境應用

因為微小化和高感度性，生物晶片可以用來當作環境的監視器

(monitor)。主要是利用液珠來偵測空氣中有毒的物質或是其他的生物樣本。

2.6.1.3 消費性商品應用

生物晶片的技術可以應用到其他的領域，像是消費性電子。例如，控

制流體的技術可以應用在噴墨印表機的噴頭上。當需要大量列印時，可以

增加列印的速度。另外一個例子是改良傳統的產品。例如，鋼筆(fountain pen)

可以經由生物晶片的技術加以改良，使其不會因為太久沒用而難以書寫，

或是因為壓力差太大而導致漏水。除此之外，可以藉由溫度或壓力會影響

流體的速度和體積來偵測溫度或是壓力的改變。這種方法主要的好處是可

以減少加熱器所要花的功率以及減少偵測的時間。

微流體晶片的一個特性是溫度越高，流體的速度越快。因此，數位微

流體晶片也可能被運用來當作降溫器(cooler)。液珠由四周的生成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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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經積體電路的各個角落然後返回。因為液珠的行進速度正比於溫度，所

以較熱的地方速度較快，可以更快速的把熱散掉，達到降低積體電路平均

溫度的效果。

2.6.2 植入式晶片( Implantable ICs etc.)

結合積體電路的新興醫療技術，主要提供三大功能：用來治療(Treat)或是

減輕(Relief)因為接受醫療所帶來的不便；監視身體的情形並利用藥物來使身體

達到特定的狀況；類神經裝置(Neural prosthetic devices) (細節請參見第五章生

醫技術)。未來可改良的空間建議如下:

2.6.2.1.1 漏電率

在進入奈米時代(Nano-era)之後，漏電功率(Leakage power)將會主宰

電路元件的整個電源消耗，這對於可植入式積體電路是一個更加嚴重的問

題。傳統上降低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的作法會增加波極漏電流(Gate

induced drain leakage)的量。因此，降低臨界電壓的作法會到達一個瓶頸。

如何更有效的降低漏電功率的消耗會是一個重要議題。

2.6.2.1.2 可靠性

因為植入體內和長生命時間(Life time)的特性，可植入式積體電路對

可靠度有很高的要求。例如，負偏壓溫度不穩定性 (Negative bias

temperature instability; NBTI)會增加 P-通道電晶體(P-channel transistor)的

臨界電壓。在可植入式積體電路這種低供應電壓(Supply voltage)的裝置

中，會產生很嚴重的可靠度問題。

2.6.2.1.3 差異性

對於數位電路，傳統積體電路的需求是速度第一，面積次之，耗電量

最不重要。但是對於可植入式積體電路來說，這三者的重要性剛剛好相

反。因此，目前的單元資料庫(cell library)需要針對可植入式積體電路來

作調整。例如，我們可以使用最小面積的單元(cell)達到同樣的功能。

2.6.2.1.4 散熱性

散熱也會是可植入式積體電路的一個問題。對於植入人體的系統，人

體內的循環可能不足以帶走可植入式積體電路所產生的熱量。特別是運作

時間大於休眠時間的裝置，像是植入式電子視網膜。

2.6.2.1.5 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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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元件 (passive component)的整合也會是挑戰之一。例如，在最小

和最大負載(load)差異很大的裝置，為了減少電源消耗，通常只會供應平

均電流。這時，浪湧(surge)就由儲存電容(storage capacitor)來提供。因此，

一個可以整合這些被動元件且不增加面積的封裝方法將會是未來所需的

新技術。

配合未來 20 年日漸成熟的技術，我們也淺略探究兩個可植入式積體電路

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

2.6.2.2.1 無線通信的結合

無線通信會是未來可植入式積體電路的主流。這種技術有兩大好處。

第一，可以利用無線傳輸傳送電力到可植入式積體電路中，因此可以大大

的增加可植入式積體電路的壽命。第二，無線通信有許多的好處。例如，

人體內的資訊可以經由可植入式積體電路收集，然後利用無線通信的技術

傳給外部的接收器。這些資訊可以當作醫生醫治的判斷或是當作回饋的依

據。另外，無線通信也可以用來更新可植入式積體電路。系統改善的時間

可能非常迅速，每幾年就會產生新的解法。一種可能是在體內植入可重組

(reconfigurable)的可植入式積體電路，然後利用無線通信來作更新。一個

很有趣的機會是手機也許可以融合於整個醫療科技之中。手機幾乎是每個

人的隨身必需品。因此，手機非常適合用來接受被可植入式積體電路收集

而來的資料。手機也可以當作一個控制器，傳送指令給人體內的可植入式

積體電路。

2.6.2.2.2 電源改善

可植入式積體電路最主要的限制即是利用電池供應電力。怎樣延長電

池的壽命或是甚至不需要電池來供應電流會是將來很重要的發展趨勢。一

種可能是利用可充電的電池定時充電來延長壽命。另外一種是利用外部的

環境來製造電源。例如，可以利用人體內的溫度或是利用人體的運動來發

電，以達到幾乎永久的壽命。

2.7 半導體製造科技

針對未來基礎微電機技術的發展，本段參考 2006 ITRS 報告，針對三維晶片組

建與設計方法、進階微影技術、晶片設計探討未來可能研發的晶片製造技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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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三維晶片組建與設計方法( 3D IC fabrication and design methodology)

後段製程(Back-end-of-line)中，連線技術逐漸變成決定電路效能的主要

因素之一，隨著 CMOS 元件的持續縮小，為了連接數十億個電晶體造成單

位面積裡的導線長度快速的增加，根據 2006 年國際半導體技術藍圖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emiconductor, ITRS)的預測，晶片內

每平方公分的總連線長度從 2005 年的 1019 公尺大幅增加至 2010 年的 2222

公尺，同時，隨著銅導線變的越來越細，其阻抗也變的越來越高[2.35]。另外，

由於低介電質材料與現行半導體製程的整合困難，以致於在介電係數降低不夠

快的情形下，導線歐姆損耗，阻容遲滯(RC delay)，低良率及高製作費用將

大大的限制了未來積體電路的效能。

三維的電晶體整合以及先進的封裝技術為其中一個有希望的解決以上問題

的方法，利用垂直互連整合多層堆疊的主動元件形成三維積體電路，即使在元

件無法再繼續微縮的情形下，三維積體電路透過增加最近電晶體的數目的方式

來達到減少減少連線總長度的目的，而能近一步提升電路效能，此舉亦能延長

受限於 2-D 半導體技術瓶頸之Moore’s Law[2.36]。然而，三維積體電路的實現

尚缺乏有效的電子設計自動化(Electrontic Design Automation, EDA)工具，一套

完整的三維設計流程大致須包含：散熱模型，有限元素分析法，多晶片資料庫，

以及佈局的規劃與設計工具。此外，如同絕緣矽技術所遭遇到的主要問題，在

三維積體電路中，多層主動元件之間導熱特性較差的絕緣層會阻擋熱量的發

散，且在高電晶體密度的情形下，散熱問題將變的更為嚴重，晶片冷卻問題亟

待解決。但三維積體電路利用垂直連接的方式，有效的減少了連線長度所造成

的電路效能損失，提供了以下的優勢:增進電晶體緊束密度(packing density)、雜

訊抗擾性(noise immunity)、減少功率消耗、優秀的電路性能、整合異質技術的

能力。

2.7.2 進階微影技術 (Advanced Lithography)

半導體奈米製程所帶來不少困擾，不僅僅客戶與晶圓廠之間的連接問題，

雙方面各自需要解決的課題也相當的複雜。此外，包括設備業者、材料業者、

設計軟體工具業者…等，也都是積極的朝向克服因為奈米製程所產生的困難，

而期望提出更完善的解決之道。

微影製程技術就是在 IC 製造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隨著 IC 產品技術

需求的提升，微影技術也需不斷地提高解析度以製作更微小的特徵尺寸。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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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度越高，操作速度越快、但是平均成本越低，因此半導體廠商都絞盡腦汁

要將半導體的線寬縮小，以便在晶圓上塞入更多電晶體。

下一世代主流微影技術中，包括 157 奈米、193 奈米浸潤式還有及 55 超短

紫外光（EUV），最後誰能勝出呢？ 參考 ITRS 2005、2006 版本下的註解，採

用 193 奈米波長光源的浸潤式微影技術，憑藉著可以繼續沿用現今 193 奈米微

影設備的優點，除了節省設備製造商以及製程採用者大量研發及導入成本之

外，還擊敗開發過程問題重重的 157 奈米光源的乾式微影技術，正式成為 ITRS

中 65 奈米製程技術的主流微影技術。甚至認為 193 奈米波長的曝光系統（包括

193 奈米浸潤式系統）將成為未來兩個技術世代的主流解決方案，業界如果研

發出高折射率的液體與透鏡材料，藉此將浸潤式技術延伸到水以外領域，那麼

浸潤式微影製程將會具備繼續挑戰 45 奈米，甚至在 32 奈米與 22 奈米的環境中

成為一個具潛力的解決方案。

根據 ITRS 2006 提供之微影技術發展藍圖，目前挑戰存在於拓展 193nm 節

點微影技術技術及發展新型下一代可替代方法上。其中，拓展首先會在以下領

域中有所進展：曝光設備、抗蝕材料和加工設備、制模及設備和材料、臨界尺

寸測試、覆蓋控制和缺陷檢測度量設備。 而製造 IC 微影技術的主要因素取決

於臨界尺寸（CD）控制、覆蓋、缺陷控制和低成本[2.37~2.41]。根據業者的經

驗，193 奈米浸潤式微影技術，預計在今年就可以成熟的導入量產應用，但隨

之而來的 45 奈米或者是更細微的製程發展，193 奈米浸潤式微影技術將會臨技

術上的瓶頸。就技術層次來看，其解決方法只有採用新的光源，而波長只有 55

的超紫外（EUV）光，將可能擔此重任，成為新的半導體微影技術的解決方案。

除此之外，未來進入奈米量產製程時代。除了光學微影術外，投射式電子

束微影及奈米轉印微影皆會被使用。參考國科會工程處前瞻計畫[2.25]，未來

可投入的前瞻性研究重點: 電子束微影技術、光學與電子束微影之匹配技術、

奈米轉印微影技術、浸泡微影技術 ( Immersion Lithography )、光學干涉微影術

之研究、衰減相位偏移膜材質的開發與量測、微影解析度加強技術之模擬，都

是可讓台灣半導體製程更具利基的研究。

2.7.3 晶片設計

隨著製程技術的進步，將大量異質電路元件得以被製作在單一晶片上，符

合市場運用功能整合的需求，同時 SOC(System On a Chip)，可達到低功率、高

效能、小體積以及高可靠度等諸多優點，也因此造就一連串相關晶片系統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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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趨勢。未來 SOC 電路設計自動化之趨勢下，研究之重點包括: 晶片系統之整

合以及矽智產再利用技術、晶片系統之前瞻設計驗證技術、晶片系統之前瞻測

試技術、深次微米之實體設計技術[2.42]。未來在晶片系統設計 SOC Design、

無線通訊系統、有線通訊系統、多媒體、繪圖資通安全系統、消費性電子等應

用上，都深具市場潛力[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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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材料

大致上材料發展趨勢為小型化及多樣化；不同材料混合後，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而奈米化後，許多材料都會以線（wire）、管（tube）的型態出現，或是近來受到矚

目的高分子纖維、玻璃纖維（glass fiber）、金屬纖維（metal fiber）也代表微小化的

趨勢。近幾年，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環保意識抬頭，無污染、省能源、永續利

用亦為材料發展重點。

材料原本規劃討論後矽晶時代材料、智慧型標籤（RFID）、軟性電子、智慧型

材料（包括智慧化居家材料及智慧化醫療材料）、電磁防護材料、感測原件材料、及

其他電子材料（如顯示、記錄、磁性、儲電、功能陶瓷等），但因受限於人力、時間

及參與者的專業領域等因素，本報告只討論非矽晶材料、磁性材料、互補式金屬氧

化層半導體、軟性電子、生物感測器材料及環境友善材料六項。

3.1 非矽晶材料

傳統矽晶片製程複雜度、製造成本高及矽材本身的條件，限制了其應用範圍，

因此除了在特定高附加價值產品上仍有利可圖，在需要大量且平價的應用中，則較

難在方便性及成本上有讓人滿意的表現。比如說，目前正熱門的智慧型標籤

（RFID），軟式顯示裝置、OLED 螢幕等等，都是採用非傳統矽材質所構成的新應

用。

除了半導體產業外，上游的矽晶圓材料還有大約三分之一用於太陽能產業，近

幾年半導體之需求呈現緩步成長，太陽能產業則自 2004 年開始呈現大幅成長趨勢，

使得太陽能製造廠商急於擴充產能，其主材料矽晶片產能也隨同太陽能的需求急速

增加，惟獨多晶矽原料製造商增產速度過慢，成為整個供應鏈的瓶頸。[3.1]

考量成本再加上矽晶圓材料供應不足，如何擺脫矽晶圓材質，或將矽材質發揮

到淋漓盡致，便是目前科技趨勢所在。

目前已出現一些未來有可能部份取代矽晶圓的材料，由於受限於時間及人力，

本篇報告以其中三項－高透明碳管、塑膠半導體及不鏽鋼基板來做討論。

3.1.1 高透明碳管

奈米碳管薄片兼具透明度及導電性，可應用於顯示器、太陽能電池等需要

透明電極的裝置中，此外，高透明碳管還可提高材料可撓性，未來，採用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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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管之薄膜電晶體，可用來製造智慧型標籤（RFID）、軟性顯示器和電子紙等

產品，為一頗具潛力之新興材料。[3.2][3.3]

3.1.2 塑膠半導體

由於塑膠半導體材質有重量輕、可彎曲等特性，未來塑膠半導體產品，將

會以更為輕巧的型態出現在各種多媒體產品之上，以因應多元化的數位需求。

總結來說，質量輕、堅固又有彈性，會是未來塑膠半導體產品的主要優勢，加

上成本上又比矽晶片低廉，在產品開發傾向輕便好攜帶的趨勢上，塑膠半導體

將會成為具有發展潛力的材料之一。

製造塑膠半導體的科技，類似於一種廣泛用於包裝產業製作商標的噴墨印

刷程序，未來若能成功的發展這項科技，將可大幅壓低半導體生產成本，同時，

也將加快以「智慧」材料生產從罐頭到衣服等各式各樣產品的時代到來。如何

以這種塑膠材料取代部份以矽為原料的半導體的地位，是接下來科技發展的焦

點。[3.4]

以現在的發展趨勢來看，塑膠晶片未來應會發展成一個重要研究部門，有

機會成為部分取代矽晶片的材料之一。雖然不能完全取代矽晶片，但新技術能

走出實驗室，邁向工廠量產階段，顯示未來塑膠微晶片的可行性，可望為半導

體產業在未來 30 年帶來新的選擇，對產業來說，仍是個大好消息。（關於其他

可撓性基板的使用，在 3.4 軟性電子材料有較完整的說明）

3.1.3 不鏽鋼基板

本節所提及之不鏽鋼基板乃做為汽車鈑金之用，結合太陽能電池技術，提

供汽車能源。其他太陽能電池相關討論請參閱第四章能源。

由於汽車車體為鋼板所包覆，受陽光照射面積大，為極佳的吸熱體，未來

若能以不鏽鋼板做為汽車鈑金材料，利用其做為發電來源，不但為汽車能源的

研發提供一良好選擇，且相較於其他較新的材料，不鏽鋼製程完整，若能成功

地使用不鏽鋼為太陽能電池基板材料，亦為傳統產業升級之新思維。

目前許多國家已積極投入太陽能電池產業，國內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發中

心及部分機械業者也已投入太陽能電池的開發。精機中心將電解拋光後的不鏽

鋼基板材料應用於太陽能電池發電基材，準備使用在汽車能源的提供上，目前

已與部分機械業者合作，開始投入新產品的開發。由於消費者在選購汽車時，

對於顏色的主觀偏好影響極大，因此儘管黑色不鏽鋼板其吸熱效率最佳，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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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上可能會有所困難，故精機中心目前在研究，於不鏽鋼板上塗裝「染化敏」

材，使其可吸收特定波長，並可兼顧消費者對顏色的喜好，若是能成功應用，

將是未來太陽能產業之重要材料。

3.2 磁性材料

3.2.1 垂直記錄技術（Perpendicular Magnetic Recording，PMR）及材料[3.6]

過去磁記錄媒體之密度都每年穩定的往上成長，其中在 1990 年之後，面記

錄密度的急速增加是由於磁碟片的縮小和磁頭改進所致。最近幾年，傳統的水

平記錄（Longitudinal Magnetic Recording，PMR）技術面臨了瓶頸。所謂水平

記錄，即磁碟碟盤上的磁性介質方向是水平方向排列。為了增加硬碟記錄密度，

並維持一定水準的訊號品質，記錄位元的物理尺寸與磁性介質的磁顆粒之粒

徑，依特定的比例定律，必須愈縮愈小，例如在 20Gbpsi（即 20Gb/每平方英吋）

時，粒徑約為 13nm，而在 100Gbpsi 時，粒徑則縮小至 9.5nm。但粒徑太小時，

硬碟運作的熱量，將會發生熱擾動，使磁顆粒之磁滯能力消失，導致記錄資料

存取錯誤或喪失，此種狀況稱之為超順磁效應（Superparamagnetic Effect）。

3.2.1.1 垂直記錄將成為主導的磁記錄技術

垂直記錄技術（Perpendicular Magnetic Recording，PMR）早在數十年

前即被証實擁有優越於水平記錄技術的儲存密度優勢，不過由於水平記錄

技並未發展到極限，所以硬碟機廠商也只在於研究階段，直到最近幾年才

開始加緊步伐，並開始嘗試將它實體量產化。

目前水平記錄媒體單碟片最高儲存容量是 160Gb，要再提升碟片儲存

密度可能會影響數據保存的完整性，這時垂直記錄將成為主導的磁記錄技

術。垂直記錄媒體是將磁錄介質的排列方式改為垂直磁極，以減輕超順磁

效應，除了能繼續擴增硬碟的容量，也對於熱衰退的阻抗能力增加，強化

了磁碟存取資料的可靠性。理論上，垂直記錄媒體的面記錄密度可達 1Tb。

未來幾年，預測資訊儲存媒體主要還是以垂直記錄媒體為主，而再更久的

將來可能進入熱輔助磁性寫入（Heat-assisted Magnetic Recording；HAMR）

媒體時代，而此種技術目前也迅速的發展中。

3.2.1.2 磁記錄材料

可利用於水平記錄的薄膜材料有：Co-Ni-P 薄膜、γ-Fe2O3、Co-Ni 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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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及 CoCr(Ta, Pt)薄膜等。而目前水平式記錄媒體主要是以鋁鎂合金為基

板，利用真空濺鍍的方式鍍上 Cr, Cr（V, Ti, Mo, Mn)，或 NiAl 底層後，配

合 CoCrPt、CoCrTa 或 CoCrPtTa 組成的調變，可獲得 2500~3000 Oe 甚至

更高的矯頑磁力（Hc）。

而 Co-Pt, Fe-Pd, Fe-Pt 合金薄膜可達到很高的磁異向性，尤其是序化 fct

Fe-Pt 合金具有很高的磁異向能（Ku~7*107 erg/cm3），能產生較高的矯頑磁

力（Hc）以及較高的磁能積（BHmax），故適合可發展為垂直記錄材料。而

FePt 薄膜的製備方法有：(a)共鍍（Co-deposition）、(b)排列單原子層沉積

（alternate monolayer deposition）、(c)多層膜+退火（multilayer+annealing）

和 (d)退火或離子輻射化學非序化薄膜（annealing or ion irradiation of

chemically disordered films）等。

3.2.2 磁性材料應用[3.7]

磁性材料除了應用於硬碟碟盤外，尚有許多其它的應用，如：MRAM

（Magnetic Random Access Memory）也是另一個受到矚目的焦點。主要是由於

MRAM 屬於非揮發性記憶體，是以磁電阻特性儲存記錄資訊，具有低耗能、非

揮發、半永久特性。MRAM 所儲存的資料具有永久性，直到被外界的磁場影響

之後，才會改變此磁性數據。就讀取速度而言， MRAM 為 25~100ns，與 SRAM

相近；在寫入次數上，MRAM 與 DRAM 及 SRAM 一樣，都可寫入無限次的記

憶；在耗電量上，MRAM 較 SRAM 具有較低耗電的優點。

典型之MRAM cell ─ 磁性穿隧接合結構－由兩層鐵磁性材料及其間之絕

緣層組成，底層之磁區方向為固定，而頂層之磁區方向可由外加磁場而改變。

MRAM 運作的基本原理與在硬碟上存儲數據一樣，數據以磁性的方向為依據，

存儲為 0 或 1，資料儲存（0 或 1）由上下兩層磁區之方向為平行（parallel）或

反平行（antiparallel）所決定。資料之讀寫分為兩部分；讀取資料由量測此穿隧

層之電阻來完成。當上下兩鐵磁性層之磁區平行時，穿隧層具有低之電阻值，

相反地，穿隧層之電阻值高時表示上下兩鐵磁性層之磁區為反平行。資料之覆

寫(writing)則利用外加電流於位元線（Bit line）及數位線（Digit line）。此外加

電流所產生的磁場可以改變上下兩鐵磁性層的磁區方向而達到覆寫的功能。

3.3 互補式金屬氧化層半導體（CMOS）關鍵材料及技術

當元件尺寸縮小到奈米尺寸後，不只省面積，可在單位面積上做更多電晶體，



49

實現更多功能；且成本更低、速率更快、頻率更高，在效率、良率各方面也都有更

好的進展，但相對的，奈米化之後，也存在著製程技術困難及量產困難等需改進的

缺點。本節將以閘極材料及自旋電子討論後 CMOS 時代的關鍵材料及技術。

3.3.1 閘極材料的演化及高介電（high-K）材料的使用

閘極材料的演化過程，大致是由 Al 等金屬到 poly-Si、poly-SiGe、GaAs、

SiON、InSb，然後到了目前當紅的碳奈米管(carbon nanotubes)，閘極尺寸亦不

斷減小且有新的建構設計。

MOS 電晶體初期的發展是以金屬（如鋁）做為閘極材質，這也是 MOS

(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名稱的由來。近代的 CMOS 閘極多半使用多晶矽

(poly-Si)，多晶矽的特點在於 poly-Si 和氧化層的介面特性良好，且對溫度的忍

受範圍較大，可忍受高溫的製程，這是金屬閘極(metal gate)所無法達到的優點，

因此被廣汎地採用。而使用 poly-SiGe 做為閘極最主要的原因，則是可藉由改

變材料中的 Ge 含量調變電晶體的 Vth；同時 poly-SiGe 還有另一個優點，是在

固定的退火溫度下，活化速率遠較 poly-Si 為快。

在閘極結構的改良方面，還有很多研究集中在使用不同的閘極氧化層材料

來取代二氧化矽（silicon dioxide），例如高介電材料（high k dielectrics）的使用，

其目的在於降低閘極漏電流（leakage current）。

3.3.1.1 高介電係數材料

近年來，由於進展至奈米級的精密程度，細微晶片溢出電流的問題，

使摩爾定律能否持續發揮受到挑戰。電腦矽晶片的一個電晶體上設有一個

開關閘門，以開或關來使電流通過或不通過，其下有一薄細的二氧化矽做

為絕緣體（a thin silicon dioxide insulator underneath），但此一絕緣體愈薄

細，溢出電流會愈多，此一溢出的電流會產生熱能散發出來，並使電池耗

盡。高介電率材料可做為絕緣體，其可以比二氧化矽做為材質的薄細線做

得更細薄，但仍允許導電的電流順利通過。

3.3.2 關鍵技術發展－自旋電子

為使晶片的性能依照摩爾定律（Moore’s Law）的預測成長，元件尺寸越做

越小，當半導體製程發展到八奈米製程技術之後，英特爾預估在 2020 年，若繼

續以既有的 CMOS 半導體製程進行線距微縮的技術，終究會面臨到物理上無法

突破之極限的困境[3.9]，因此新的技術及材料的研究勢必為一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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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些困難，許多國家的晶片製造商、大學和政府相關單位都在研究新

一代的製造技術以突破即將面臨到的生產瓶頸。在研究中的技術有：碳奈米管

(nanotubes)、奈米線(nanowires)、分子電子(molecular electronics) 、三閘電晶體

(trigate transistors)、III-V 族半導體晶片、相變化邏輯元件和自旋電子(spintronics)

等。

3.3.2.1 自旋電子（部分內容可與前章 2.2.5 自旋電子做對應）

如同在 IT-Hardware 的報告所述，考量成本效益，自旋電子(spintronics)

似乎是在後 CMOS 時代最具潛力的元件技術。

自旋電子是指運用分子自旋軸方向表示邏輯電位的電路裝置。運用

Mn（錳）、Ga（鎵）、As（Arsenic 砷）等製造具備強磁性的強鐵半導體，

打造新一代分子自旋軸向控制電路。其原理是運用加電壓，將帶電荷分子

自轉的軸向改變，來定義所謂的邏輯電位 0 或邏輯電位 1，記錄單位微縮

到只有一個分子大小。

傳統電子電位提升一階至少要 1.7x10-2 eV 伏特，但以自旋電子而言，

如果要將自旋軸向反轉 180 度，則只需要 8.6x10-8 eV 伏特，所需要能量比

前者小了非常多，這是自旋電子的重要優點。換言之，若自旋電子電路裝

置果真能成功的製造出來，並且驗證可以在常溫下穩定運作，不僅晶片的

總功耗可以大幅下降，連電路的物理運算極限密度，都可以再進一步壓縮

[3.9]。未來若能研究成功使這項技術從實驗室階段走到業界，對產業來說

將是一件值得開心的好消息。

3.3.2.1.1 砷化鎵有機會成為下一代自旋電子元件的候選材料之一

根據前章2.2.5自旋電子所提及的高能量自旋電子元件，Princeton

University 研究人員藉由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將磁性錳原子

替代單個鎵原子，以試驗不同的晶格架構來最佳化晶格性能，也因此

發現了一種新的自旋電子材料的最佳晶格架構─gallium manganese 

arsenide。研究主持人Dr. Ali Yazdani表示：「在原子的等級上適應半導

體的能力，是電子學領域的Holy Grail，這也是最終必行之道。」由於

其電子遷移性(electron mobility)遠高於矽，因此砷化鎵將會是下一代自

旋電子元件的候選材料之一。該研究小組將磁性原子結合到一個錳化

砷鎵半導體中，以期能夠分別控制旋轉和負載，進而開發出高能量的

自旋電子元件。他們希望能夠利用電洞充足的砷化鎵，以及其高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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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洞居中(hole-mediated)等特性的交互作用，來開發出能儲存和處理電

洞的磁自旋方向的新元件。[3.12]

3.3.2.1.2 自旋電子元件採用磁性材料所帶來的挑戰

由於自旋電子元件多採用磁性材料，如：鎳、鐵、鈷，以及普通

半導體中的合金等。因此在針對MRAM加工的腐蝕、定型以及將磁性

材料整合在矽製程方面困難重重。同時，晶片上磁性元件在於讀、寫

模式下的行為也是一個重大障礙，原因在於研究人員必須發現並修復

它們，才得以讓MRAM更加可靠。

3.4 軟性電子材料

軟性電子的應用具有輕、薄、不易破碎、可任意彎曲等優異的特性，且為

了提高產量與降低成本，最好還能用連續捲對捲(roll-to-roll)方式生產，產品部

分以軟性顯示器、智慧標籤為初期的驗證平台，未來計畫朝太陽光電、 軟

性感測系統、軟性光源等方向發展。（可與第二章 2.3.6 對應）

3.4.1 關鍵材料發展

本節以使用的材料來做為軟性電子的區分依據，將其分為軟性的導體、半

導體、基板、介電層與保護層等，以下我們對每一類型的材料做一簡單的介紹。

3.4.1.1 導體

在導體的部份，它必須要具有高導電性、可以製作高解析度圖案

及均勻性等。傳統電子是以金屬作為導線，雖然它的導電性高、阻值

極低，但是無法以濕製程進行鍍膜，因此在軟性電子領域可能須以其

他材料來取代。而另一種傳統電子常見的導電材料則是氧化銦錫透明

導電膜，通常是以濺鍍方式成膜，阻值則是較一般金屬為高，目前已

有一些氧化銦錫濕製程成膜的技術出現，唯其阻值仍高，未來若有機

會大幅降低其阻值，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導電材料選擇。其他還有一些

新興的導電材料，例如以金屬奈米粒子做為導電材料、以及用高分子

材料作為導電材料。其中金屬奈米粒子可以相容於濕製程技術，且阻

值極低，預期其未來可能會是最重要的軟性電子導電材料之一，而他

尚待克服的問題則是包括均勻性、製程穩定性的相關問題。而高分子

材料所碰到的問題與氧化銦錫類似，高分子材料雖可用濕製程成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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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阻值較高是它最需要克服的問題。

3.4.1.2 半導體

在半導體的部份，過去技術較成熟的多晶型矽技術，因為需要的

製程溫度明顯高於軟性基板所能承受的溫度，因此並不適合應用在軟

性電子上面，需要尋求其他替代材料。目前主要的研發多在於非晶型

矽技術與有機半導體的開發，另外則是有一些新穎的材料像是奈米碳

管、氧化鋅為主的半導體氧化物等，也展現出可以應用在軟性電子的

潛力。要成為未來在軟性電子中的半導體材料的主流，首先它必須具

有高載子移動率、良好的穩定性、製程溫度低、所需濕製程之溶液沒

有毒性、基板附著性佳等等之特性。非晶型矽技術由於製程溫度遠低

於多晶型矽技術，已可相容於目前軟性基板所能承受的溫度範圍，因

此是目前相當常見的軟性半導體材料，但其問題是載子移動率低、製

程較複雜、設備昂貴，恐不符合軟性電子欲以印刷技術降低成本的預

期，未來是否以此技術製作軟性電子產品仍有待觀察。而有機半導體

包括分子較小的 pentacene 與一些高分子材料，則是目前許多研究單位

研發的重點，其中 pentacene 是已知的有機半導體材料中載子移動率最

高的一個，約已與非晶型矽相當，但 pentacene 對大部分溶液的溶解度

都相當低，因此開發穩定的濕製程成膜技術是 pentacene 目前最需要克

服的問題。而高分子半導體材料則大多可以相容於濕製程技術，且載

子移動率亦不差，目前最待克服之處則是均勻性與穩定性的問題，且

有機材料大多會受到水氧嚴重的影響，因此也還需要封裝層或保護層

技術的配合。另外有機半導體材料多為 p 型半導體，因此開發 n 型有

機半導體技術亦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課題。而其他一些新穎的材料像是

奈米碳管、氧化鋅為主的半導體氧化物等，雖然都剛發展不久，但卻

已展現可實用的潛力，可室溫成長，載子移動率也都相當高，甚至可

比有機材料與非晶型矽高上一、兩個數量級，未來都有可能在軟性電

子扮演重要角色。

3.4.1.3 基板

軟性基板的發展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中期，當時由於 LCD

玻璃面板容易破裂損壞，一些公司因而開始研發軟性塑膠基板作為替

代，但當時軟性塑膠基板終究無法走入量產，最主要是其溫度穩定性

差、抗水氧能力不足，而時至今日，這些特性仍然是作為一個軟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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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最重要的考量。軟性基板幾乎可說是軟性電子中最重要的一環，要

作為一個優良的軟性基板，其考量包含溫度穩定性、抗水、氧、化學

腐蝕之能力、基板的可撓曲度、韌性、不易破裂、以及成本等。目前

軟性基板依材料可再分四大類，即薄玻璃基板(thin glass substrate)、不

鏽鋼金屬薄基板(thin metal foil substrate)、塑膠基板(plastic substrate)

與紙基板(paper substrate)：

3.4.1.3.1 薄玻璃基板

薄玻璃基板特性與目前平面顯示器量產所用的玻璃基板特性

最為接近，但因為太薄而容易碎裂，製程並不容易掌控。

3.4.1.3.2 金屬薄基板

金屬薄基板可承受的製程溫度最高，且隔絕水氧特性佳，但

缺點是不能承受多次撓曲。

3.4.1.3.3 塑膠基板

塑膠基板不易碎裂、適合捲對捲製程，且透明度通常不錯，

但缺點則是不耐高溫、熱膨脹係數差。

3.4.1.3.4 紙基板

紙基板同樣適合捲對捲製程、且成本更為低廉，但容易碎裂、

抗水氧能力極差、表面粗糙度大，目前應用性極低。

綜合以上可知目前尚未有任何一種軟性基板具備所有的優點，金

屬薄基板與塑膠基板較具優勢，不過也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改良，

未來如能研發出具備高耐熱性、抗水、氧、化學能力佳、熱膨脹係數

低、以及成本低廉的基板材料，才能夠真正符合軟性電子的需求。

3.4.1.4 介電層

介電層需要具有高介電係數、低漏電流、形成薄膜時無孔洞、以

及具有抗水氧穿透之能力。未來目標將會是發展具有可以濕製程成

膜、製程溫度低、介面平整、高介電係數、低漏電流等優良特性的介

電層材料。

3.4.1.4.1 無機介電層材料

常見的無機介電層材料如 AlOx、SiOx、TaOx等，這些材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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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具有高介電係數、低漏電流、與高抗水氧能力，但缺點是這些

材料大多需要真空製程、且製程溫度高，不見得能夠完全符合軟

性基板的要求。

3.4.1.4.2 有機介電層材料

常 見 的 有 機 介 電 層 材 料 如 polyimide 、 polymethyl 、

methacrylates 等，它們的一些優點是均勻、可撓曲、可大面積製

作、可以濕製程成膜，而缺點則是它們大多屬於低介電係數材料，

對於元件特別是電晶體將會有很大的影響。

3.4.1.5 保護層

保護層的作用，針對基板而言，主要是要能提供隔絕水氧、表面

平坦化、與保護基板等功能；而對電子元件而言，則是要保護其不受

到外界環境的影響。保護層的材料主要可分兩大類，包含有機材料的

parylene，以及無機材料的 SiNx、AlOx、SiOx、SiOxNy、等。

其中無機材料大多是採物理沉積方式鍍膜，雖然這些無機膜層已

具有不錯的水氧阻擋特性，且水氧穿透率會隨著無機膜層厚度的增加

而降低，但是有其極限，超過某厚度後水氧穿透率便無法再降低，這

主要是因為膜層表面粗糙、以及膜層中有孔洞所造成的缺陷。以化學

氣相沉積方式成長 parylene 等有機保護層，則恰好可以彌補無機保護

層的缺點，它除了同樣具有不錯的水氧阻擋特性之外，還有一些化學

氣相沉積普遍具有的優點像是成長速度較快、可成長較厚的膜層、可

在室溫成長等，而 parylene 更可在任意形狀的基板上成長非常均勻之

膜層並且無孔洞。因此目前許多研究是以有機材料與無機材料交替鍍

膜方式成膜，取此兩者的優點，並使水氧穿透率大幅降低。

3.4.2 關鍵技術

在半導體方面，除了各種軟性電子材料以外，關鍵製程技術也是亟待

研發的重點之一，傳統半導體所用的微影製程將不再適用，目前取而代之

的技術包括像是 Screen Printing、Jet-Printing、Microcontact Printing 等技術，

而未來則是希望能夠導向捲對捲(roll-to-roll)製程。其他未來的軟性顯示主

流技術，如有軟性有機發光二極體、軟性液晶顯示器、電泳顯示器、扭轉

球顯示器、電致色變顯示器、電濕潤顯示、快速應答電子粉流體等請參閱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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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生物感應器

生物感測器之原理是利用待測分析物與生物物質產生的特異反應，將反應所產

生的特性，配合光學、電學、熱學、聲學、壓力、質量變化等相對應的換能器

（Transducer），將反應轉換成可處理的訊號輸出。生物感測器的基本結構包括：生

物物質層、換能器、訊號處理系統、訊號輸出系統。因為生物反應的特異性與速度，

因此生物感測器應具有快速、靈敏、樣品需求量少等優點。基本上，大多數的生物

感測器主要由兩個關鍵部份所構成－一是來自於生物體分子、組織部份或個體細胞

的生化分子，由於與其相對應的分子具有高度的專一性，因此此部份主要作為生物

感測器信號接收或產生部份；二是硬體儀器元件部份，主要是透過電子訊號放大、

轉換的設備將原先的分子訊號轉換成電子訊號。其中生物感測器之種類分為:酵素感

測器、免疫感測器、受體感測器、微生物感測器、細胞感測器、組織感測器及核酸

感測器等。如何以生化方法分離、純化甚或設計合成特定的生物分子，以及設計製

造精確而且快速的電子訊號轉換器，為目前生物感測器相當重要的發展關鍵。

生物晶片的應用已成為科學家們偵測與分析基因或蛋白質的重要技術。生物晶

片又分為微陣列 (Microarray) 與微流體 (Lab-on-a-chip) 兩類。從技術純熟度與應

用層面來看，基因微陣列生物晶片的技術較成熟且應用較廣。（在電機部分的技術，

可參閱第二章2.6生物晶片與植入式晶片。）

3.5.1 關鍵材料

感測元件的發展趨勢為開發準確度高、穩定性高、應答速度快、抗干擾性

高、低成本且無毒性的生化檢測元件，此亦為關鍵材料研究之主要目標。以下

由奈米矽材、玻璃、高穩定高導電之高分子材料三個項目討論生物感測器硬體

元件部份主要材料。

3.5.1.1 奈米矽材[3.30][3.31]

目前發展技術中，在使用有活性的半導體來控制表面化學反應方面有

許多的應用，最近正積極與奈米材料作結合。例如利用矽晶圓當作基版，

以標準光學蝕刻系統（standard photolithography systems）和光罩技術去製

造 oligonucleotide array；或是利用 CMOS 技術作為電化學的技術平台來製

造核酸陣列晶片（array），使用 CMOS 技術不需要光學儀器，相對的減少

複雜度以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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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技術發展主要是尋找更適合生物感測器的關鍵原料並克服多種複

合材料所帶來的低再現性問題。使用高分子作為生物晶片相對有許多經濟

優勢，而結合高分子跟矽材料也是可以思考的途徑，關鍵在於應把矽材料

放置位置。

以矽晶圓為基版之未來趨勢是將 silicon device 和 R&D array 的技術應

用在試管檢測儀器上，當產品能符合技術的應用，市場即能快速成長。混

合型 silicon device 在生物奈米科技上有許多應用，像 DNA、蛋白質和傳染

體的掃描、定義和檢測對於個人檢測等有很大的市場。生物技術是否遵守

摩爾定律（Moore’s law）取決於 silicon device 是否能提供更快更相似的檢

測結果並且更小型，而不因生化的複雜性而產生錯誤雜訊。

3.5.1.2 玻璃

以溶膠凝膠法(sol-gel)製備之多孔玻璃，這種玻璃具有蜂巢般的孔洞

（micro-pores），可以將蛋白質或者酵素吸附在上面。相較於傳統玻璃，這

種玻璃具多孔性（porosity）及較高的含水性，使材料更有彈性且反應更靈

敏[3.32]。此外，高溫導電玻璃亦為重要之關鍵材料。

3.5.1.3 高穩定高導電之高分子材料

高分子材料可用薄膜方式加以應用。利用奈米粒子（nanoparticles）的

自組裝（self-assemble），感測器因壓力的不同(相當於觸感)造成奈米粒子

薄膜的擠壓產生的電流來分辨正常組織和腫瘤。此種材質感應器敏感度非

常高，可應用在外科手術上。[3.33]

3.5.2 關鍵技術[3.34]

生物感測器關鍵技術在於物理換能器的發展，目前技術屬於第二世代生物

感測器，包括場效半導體(FET)，光纖(FOS)，壓電晶體(PZ)，表面聲波器(SAW)

等，關鍵技術為壓電式微流道元件。至於第三世代的生物感測器，開發具自動

量測與即時(real-time)即位(in-situ)偵測，且易攜帶的第三代的生物感測器，如以

MEMS技術開發陣列，及酵素型陣列生物感測器。而第四代的生物感測器為除

具即時偵測與自動控制外，尚需開發合適的固定化的生物分子，如分子拓印高

分子(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MIP)為非生物性之人工材料合成的辨識性

分子，利用分子拓印技術固定於感測器上。第三四世代之生物感測器技術目前

尚處於研發階段，未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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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由生物感測器近期技術發展可看出，生物感測器應用不僅侷限

於醫療領域，另一有關安全的辨識感測器(如:指紋辨識器等)也是目前電子廠商

努力的範圍。未來的生物感測器，將結合微機電技術、生化技術等，朝向微小

化、仿生化發展，包括像是基因檢測晶片或運用仿生物感測技術發展的產品。

（其他更多關於醫療部分的應用，請參閱 5.3.4 微米/奈米感應器和 Multi-scale/

系統的整合）

3.6 環境友善材料

人類科技、產業的發展，為我們帶來了舒適、便利的生活，但長久以來，也連

帶的造成了地球相當大程度的破壞，現在，地球上的環境及資源正以令人驚訝的速

度惡化、減少、全球暖化的問題日益嚴重，許多的警訊都提醒我們，將環境保護納

入研發的重點項目已是勢在必行的了。

3.6.1 開發低碳、節能材料

京都議定書為限制開發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暖化，該議定書於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其中規範的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

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等六種，具體要求全球 38 個已開發

國家，在 2008~2012 年內間，必須將該國的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依 1990 年

的排放水準再降低 5.2%，否則將可能遭到貿易制裁。我國雖非締約國，但依照

國際環保公約之經驗，仍需履行相關義務。台灣在 2005 年二氧化碳的總排放量

為 25,598 萬公噸，占全球總量的 1%，全球排名為第 22 位，而二氧化碳的排放

源又以能源部門之燃煤火力發電廠為主要來源，其次為汽、機車排放之空氣汙

染，另外工業部門所排放之二氧化碳也不容忽視。不論是以積極面保護環境或

是消極面避免國際貿易制裁為由，配合能源的研究，開發低碳材料、節能材料

為刻不容緩的任務。

3.6.2 歐盟三大環保指令－WEEE、RoHS、EUP

近年來，各式電子產品汰換更新的週期不斷縮短，大量廢棄的電子產品對

環境造成的污染與傷害日益嚴重。為進一步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少廢棄物產

生，並促進資源永續利用，歐盟在 2003 年發佈了三大環保指令：1.廢棄電子電

機設備指令(Directive on Waste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WEEE)；2.

有害物質限用指令 (Directive on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RoHS)；3.耗能產品生態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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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Directive on Eco-desing requirements for Energy-using Products，EUP)，若

廠商的產品或生產流程不合規定，就不能銷往有這些規範的國家。

廢電子電機設備指令（WEEE），要求製造商負起收集、回收並妥善處置廢

電子電機產品的責任，希望透過該指令，能引導電子電器生產者製作利於回收

(Recovery)的產品，並經由再利用(Reuse)、回收再製(Recycle)等程序達成廢棄物

減量(Reduce)的目的，以降低最終處理的電器產品數量，以提高自然資源的利

用率，減少對環境的傷害。

RoHS 指令是歐盟市場將全面禁止含有某些有害物質的產品出售及使用，

有害物質包括：鉛(Pb)、汞(Hg)、鎘(Cd)、六價鉻(Cr+6)、多溴聯苯(PBBs)及溴

二苯醚(PBDEs)等六種，並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各大廠為了符合這

樣的要求，皆投入開發不含禁用物質之產品結構，這樣思維已演變成全球性環

保要求，也成為資訊電子產業的基本技術門檻。

EUP 主要針對產品的設計理念或設計規範是否包含環境友善的要求，由

EuP 指令中可發現，未來對於產品生態說明書的建置已成為一不可避免之趨

勢，而該說明書的建置乃需透過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 ，

蒐集分析與產品環境相關之資料，作出一系統性的評估，因此，建立化學材料

分析技術，使分析出的結果可用於幫助資源永續利用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

而綠色材料及能源的開發，則為影響全球是否能在 2008 至 2012 年間使溫室氣

體排放量減少 5.2%之關鍵所在，也因此各國、各大廠皆積極研發綠色概念之產

品或材料。

隨著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各種新型製程與材料的使用愈來愈多元化，以往

從環境的觀點被視為有害的重金屬物質，隨著新的用途逐漸被開發已使用於日

常產品之中。在今日，我們面對大自然發出的種種警訊，重新思考人類追求進

步的方向，我們希望，不只是產業、貿易的誘因驅動廠商開發綠色能源及材料，

政府也能制定相關規範或制定獎勵政策，不單單是為了跟上先進國家的腳步，

以掌握未來發展之挑戰與契機，更重要的是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其他能

源相關討論請參閱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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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能源

台灣對進口能源依賴度極高，面對當前原油價格不斷向上攀升，加上國際間政

治因素，石化能源主要產地供應不穩，全球蘊藏量亦無突破性發展；且人類因經濟

活動長期大量使用石化燃料，對環境及全球氣候的影響也日益嚴重，這些都是眼前

或是不久的將來就必須面臨的挑戰。

目前研究發展中的能源主要有太陽能、生質能、核能、氫能、燃料電池、風能、

水力及海洋能等。風能方面，風力發電的穩定性常受到風速變化無常而影響，且台

灣雖有東北季風可供利用，但是缺電的是夏天，而東北季風是冬天才有，因此需配

合儲能科技的發展才能發展為替代能源，現在一般是與大型電力系統併聯，提供輔

助性電力；太陽能電池則因發電量低，建造成本高，且矽材料不耐腐蝕、氧化，目

前的用途是以方便為主，而非做為替代能源，但其市場規模成長快速，看好其發展

潛力，仍值得探討。另外，除了能源的開發，「節能」亦是能源議題中重要的一環。

本節報告依參與教授們之專業領域，提出氫能與燃料電池、太陽能、核能、生質能

及節能五項做討論。除了本計畫之共同主持人外，特別感謝核能研究所的門中立 博

士以及台灣大學陳秋麟 教授、劉志文 教授在生質能及節能給予我們寶貴的意見作

參考。

4.1 氫能與燃料電池（Fuel Cell）

4.1.1 氫能

化石燃料（Fossil Fuels，如石油、天然氣等）隨著使用量的快速成長，目

前已知的可開採蘊藏可能在半個世紀內或更早告罄，而人類 100 多年來大規模

使用化石燃料，大量的二氧化碳進入大氣層，把地表輻射熱擋在大氣層內，造

成溫室效應引發全球性氣候變遷，因而先進國家對替代能源的尋找轉趨積極，

氫能尤其受到重視。因為氫的來源（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且燃燒後的

產物也是水，非常乾淨，絕對符合環保要求。[4.2][4.3]石油終有用盡的一天，

因此必須減少對石油的依賴，而氫是最可行的替代能源，因而有必要建立一個

供需架構使其達到氫能經濟的規模。

氫能看似一片美好，然而在做為主要能源之前，氫能仍有許多問題需要克

服、討論和解決，包括由化合物中分解出氫元素及其更經濟的儲存、運送與使

用方式等，以上每一項都是重要的關鍵技術，在沒有解決之前無法達到所謂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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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經濟的目標；科學界也有反面的聲音出現，氫能最受爭議的一點便是現階段

必需透過消耗石化能源的方式萃取氫元素，因而對於石化能源的依賴又將更加

深，無法替代石化能源，則所謂的「氫能經濟」可能需數十年才能轉換成功，

故目標訂在 2030 年之後。[4.4]欲達氫能經濟仍有以下議題仍須克服：

4.1.1.1 降低分離氫氣成本

儘管氫無所不在，但是它不是單獨存在，而必須從其他物質中分離出

來。因此，分離氫氣的大筆成本是氫能經濟的最大問題之一。目前有越來

越多的研究都致力於節省氫氣的生產成本，可以朝著利用生化或是生物的

方法來自然地製造氫氣，或者可以利用風力來從水中分離氫氣，以增加生

產效率、並節省成本，若要普及必須大幅度減少生產氫氣的成本到目前的

十分之一左右。[4.5]

4.1.1.2 氫的傳輸

氫能經濟的另一項巨大挑戰就是在安全方面。由於氫氣無色無味，它

的火焰也是肉眼看不見的，如何安全的儲存氫氣在車輛中、以及如何到類

似加油站的地點補充氫氣都是問題。氫（分子）是最輕的化合物，它的沸

點很低，單位重量的體積很龐大，再加上安全問題，運輸的成本非常昂貴。

由於現今氫氣最大宗的用途是化學工業，因此大多就地生產，直接以管線

傳輸供應工廠。管線的材料一般使用碳鋼，但它會和氫發生氫脆（hydrogen

embrittlement），有安全的問題，必須嚴加注意。

遠地的傳輸則須把氫氣加壓或液化，然後以特殊的罐裝拖車運送。不

管是以何種方式運送，都需要經過加壓的過程，這是非常耗費能源的。經

過估算，加壓至 80 氣壓的氫氣，含有的能量只有等壓等體積天然氣的三

分之一。一輛能裝載 2,400 公斤天然氣的罐裝拖車，只能載運不到 300 公

斤的氫。液態氫的裝卸容量可以五倍於高壓氫，但液化過程是非常費事的，

而且只適合於短距離的運輸。[4.4]

4.1.1.3 氫的儲存

氫能的儲存是發展氫能經濟最難解的一道難題。氫可以用氣體、液體

或固態化合物三種形態儲存[4.4]：

— 壓縮氫氣：氫氣可以經壓縮後儲存在加壓罐內，氣體的壓縮或液化是

一種很昂貴的過程，壓力可以高至 400 大氣壓，因此需要定期檢查它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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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態氫：氫分子的正常沸點是 20.27K 或攝氏零下 253 度，液化的過

程需要壓縮和冷卻，會用掉很多能源。由於溫度超低，液態氫的儲存

需要特殊的低溫裝置，有些還是以雙層絕熱，外層存有液態氮，以減

少氫氣的蒸發。另一個問題是蒸發氫氣的排放，也需要妥善的處理。

— 固態形式：這並不是指以固態氫的形式儲存。一般是使氫氣吸附在金

屬氫化物上加以儲存。金屬氫化物有很多種，氫的吸附率大多是本身

重量的 1 ~ 2％，有些可以高達 5 ~ 7％。金屬氫化物也會透過化學吸

附的方式吸附其他氣體，但不釋放，因此釋放出來的氫氣是很純的，

惟金屬氫化物會因受污染而使存放壽命減少。

以一部汽車須具有足夠行駛 500 公里的油箱來衡量，氫能不管是以高

壓、低溫或金屬氫化物的方式儲存，都無法和汽油箱相提並論。因此必須

儘快尋找一種質量輕、體積小、價格便宜，而且使用安全的儲存方法，否

則氫能經濟難以推廣，高壓或低溫只適用於特定用途。

4.1.2 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Fuel Cell），是一種發電裝置，但不像一般非充電電池一樣用完

就丟棄，也不像充電電池一樣，用完須繼續充電。根據 Clean Edge 公司預測，

燃料電池世界市場規模將由 2005 年 12 億美元，以年成長率 36﹪快速成長；至

2015 年其市場規模將可高達 151 億美元。Clean Edge 公司的預測，燃料市場未

來將頗具市場規模，值得全球的關注[4.12]。

燃料電池所使用的「氫」燃料可以來自於任何的碳氫化合物，主要分為石

化製氫與非石化製氫，石化製氫包括重組煤、石油、天然氣等石化能源，以取

得大量氫氣；而非石化製氫則是利用太陽能、核能、水力等提供電力，經水電

解反應產生氫氣，或以紫外光並藉由適當的觸媒直接光分解水產生氫氣，目前

預估於未來 2020 年前，仍將以石化燃料製氫技術為主，並建構氫能製造、運輸、

儲存設備及燃料電池。目前已發展的燃料電池多應用於三大領域—運輸工具，

固定式（stationary）發電與便攜式電子產品。

燃料電池尚有一些缺點及瓶頸需要突破，目前燃料系統的選擇與相關技術

的可用性仍無法令人滿意。以成本來說，不但氫氣的製造成本高得嚇人且儲存

成本高於傳統石化燃料的 2-6 倍，根本無法跟傳統發電成本相比，再加上週邊

設備尚未建置，氫氣儲存技術的成本、體積、重量、安全性及消費者接受度都

是不利於技術發展、商品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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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提升反應性與穩定性

目前技術的瓶頸在於電池組系統的性能受限於反應性與穩定性。較好

的反應性可以由增加電極活性、提高操作溫度、控制反應氣體溼度與壓力

等方法來達到。提高穩定性則必須避免腐蝕與副反應的發生，以及考慮電

池組各層結構材料的匹配與相容性。而反應性與穩定性常常是有如魚與熊

掌般的不可兼得，視應用場合，設計不同的反應性與穩定性，也因此，系

統的安全性需明確規範，並予以提升。

4.1.2.2 材料問題

現階段儲氫技術有體積大、質量重、安全和充放氣損失等諸多缺失，

尚無法大規模普及化的應用，因此新的儲氫物質之研發是近幾年引發興趣

的議題。

4.1.2.3.氫氣來源問題

目前燃料電池所使用的氫氣的主要來源仍是石化能源，因此燃料電池

未來的發展受到科學界的質疑，擔心氫能並無法替代石化能源，唯有希冀

技術的進步，能於 2020 至 2050 年間，氫氣轉由再生能源供應，否則燃料

電池仍無法提供零污染、低成本、永續來源與穩定安全之氫能與電力。

4.2 太陽能電池

4.2.1 太陽能電池發展優勢

太陽光所蘊含的能量是遠超過其他能源的。舉例來說，太陽只需照射地球

表面一小時即可傳遞 4.6x1020 焦耳的能量，大約是人類一年的使用量。然而，

相較於太陽光提供的巨大能量，經我們轉換後實際利用的數量卻非常低，以目

前的情況來看，使用太陽能電池所提供的電力約佔全球供電量的 0.015%，預估

到 2030 年，全球電力需求將呈倍數成長，屆時，太陽能電池是否能滿足更高比

例的需求，是目前的研究焦點。目前太陽能電池的效率尚低於理論極限，因此

我們希望藉由效率的提升更有效的利用太陽能。[4.20]

就產業面來說，由於能源危機及環保意識抬頭，各國為降低對原油等石化

原料的依賴，並減少石化燃料燃燒時對環境所造成之負擔，因此積極開發再生

能源，也促使再生能源市場蓬勃發展。與其他幾項主要的再生能源比較，我們

發現，再生能源幾乎都具備了環境友善、可永續利用及安全這幾項特性，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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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則因其便利性及普遍性而具有優勢，產業發展極具潛力，為再生能源市場中

前景看好的能源之一。[4.18]

4.2.2 太陽能電池技術

4.2.2.1 太陽能電池效率

根據 Solar energy conversion [4.20]一文，William Shockley 以及 Hans

Queisser 在西元 1961 年經由熱力學效率分析，為太陽電池的效率建立一個

里程碑參考點。效率分析建立於四個假設：1.單一 PN 接面，2.每照射一個

光子產生一組電子電洞對，3.電子電洞對超過能隙的能量以熱能釋放，4.

照射未集光的太陽光，可以達到效率極限為 31％，目前實驗室裡最高效率

的單晶矽電池為 25%，商業化的約到達 18%，因此目前的太陽電池還有研

究空間。而薄模式太陽電池除了價格較便宜外，還具有可撓曲的特性，易

於與建築好的大樓以及公共建設整合，其他材料（如有機材料）所製作太

陽電池同樣成本較低，但效率卻也相當的低，僅有 3％。第三代太陽電池

的目標希望能結合前兩代的優點，利用便宜的材料達到高效率。

表 4.2.2 各式太陽電池效率

Photovoltaic conversion efficiencies

Laboratory
Best*

Thermodynamic
limit

Single junction 31％

Silicon (crystalline) 25％

Silicon (nanocrystalline) 10％

Gallium arsenide 25％

Dye sensitized 10％

Organic 3％

Multijunction 32％ 66％

Concentration sunlight (single junction) 28％ 41％

Carrier multiplication 42％
*由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所證實
資料來源：Solar energy conversion，Physics Today (03/2007) [4.20]

Shockley-Queisser 的效率極限可以由打破一個或以上的假設來超越，

集光式太陽光使得多光子產生更多貢獻，對於有熱量釋放的單一接面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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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可以達到理論效率極限 41％。單一 PN 接面只能吸收部分的太陽光

譜：光子能量小於能隙將不會被吸收，光子能量大於能隙會使得多餘的能

量以熱能釋出。堆疊不同能隙的太陽電池可以吸收更多部分的太陽光譜，

對於照射非集光式太陽光的二接面太陽電池，其效率極限可以到達 43％，

三接面太陽電池可以到達 49％，無限接面則為 66％。（參考表 4.2.2 及圖

4.2.2）

4.2.2.2 太陽能電池種類

由於太陽電池產業前景看好，許多國家政府亦積極投入並在政策上給

予支持及補助，本節以商業化角度，對太陽電池成本及製造作討論。

4.2.2.2.1 單晶矽太陽能電池[4.21]

圖 4.2.2 各代太陽能電池
資料來源：Solar energy conversion，Physics Today (03/2007)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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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4 年 Bell Lab 發表了具備 6%光電效率的太陽能電池後，隨

著積體電路的發展，單晶矽太陽能電池的市場佔有率一直獨占鼇頭，

從未低於 80﹪。其原因大概可分為：一、成本與價格；二、模組的效

率；三、產能規模與利用率。

就成本來說，由於科技的進步，包括了矽基板厚度、切割技術、

矽基板尺寸，以及矽基板價格，均有大幅的改善，自 1960s 以來，單

晶矽電池發電，單位瓦數（watt）成本已下降約 50 倍。依據美國國家

再生能源實驗室的報導，薄膜太陽能電池的製造成本在過去 10 年亦呈

大幅下降，趨勢比單晶矽還快，不過至今一般而言，其價格仍約高於

單晶矽太陽電池 50﹪。

生產成本往往深受生產規模影響，太陽電池也不例外。比較單晶

矽與薄膜式太陽電池，一般而言，目前產能規模前者約是後者 10 倍，

因此固定成本可大幅分攤。其次就產能利用率而言，目前單晶矽電池

生產廠商，由於這幾年市場年年大幅成長，平均產能利用率約達 80

﹪，而薄膜式廠商僅約 40﹪，這使得單晶矽電池在生產成本上更具競

爭優勢。

就效率方面來說，單晶矽電池系統目前實驗室光電效率已有不錯

的成績，商業化產品的光電效率自 1970s 以來也有長足進步。以技術

成果來說是多數薄膜太陽電池仍不及之處。

4.2.2.2.2 矽基薄膜太陽能電池[4.21]

矽基薄膜太陽能電池結構通常為 p-i-n（或 n-i-p）偶極型式，p 層

跟 n 層主要作為建立內部電場，I 層則由非晶系矽構成。由於非晶系

矽具有高的光吸收能力，因此 I 層厚度通常只有0.2 ~ 0.5μm。其吸光

頻率範圍約 1.1 ~ 1.7eV，非晶性物質不同於結晶性物質，結構均一度

低，因此電子與電洞在材料內部傳導，如距離過長，兩者重合機率極

高，為避免此現象發生，I 層不宜過厚，但如太薄，又易造成吸光不

足。為克服此困境，此類型光電池長採多層結構堆疊方式設計，以兼

顧吸光與光電效率。

這類型光電池先天上最大的缺失在於光照使用後短時間內性能的

大幅衰退，也就是所謂的 SWE 效應，其幅度約 15 ~ 35﹪。發生原因

是因為材料中部份未飽和矽原子，因光照射，發生結構變化之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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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多層堆疊方式，亦成為彌補 SWE 效應的一個方式。

非晶型矽光電池的製造方式是以電漿強化化學蒸鍍法（PECVD）

製造矽薄膜。基材可以使用大面積具彈性而便宜材質，比如不鏽鋼、

塑膠材料等。其製程採取 roll-to-roll 的方式，但因蒸鍍速度緩慢，以

及高品質導電玻璃層價格高，以至其總製造成本僅略低於單晶矽太陽

能電池。至於多層式堆疊型式，雖可提升電池效率，但同時也提高了

電池成本。

為了降低製造成本，近年有人開發以 VHF 電漿進行製膜，製程

速度可提升 5 倍，同時以 ZnO 取代 SnO2 作為導電玻璃材料，以降 TCO

成本，預計未來製程順利開發成功，將可使非晶型矽光電池競爭力大

幅提高。

矽基薄膜太陽能電池最大的弱點在於其低光電轉化效率。目前此

型光電池效率，實驗室僅及約 13.5﹪，商業模組亦僅 4 ~ 8﹪，而且未

來改善的空間，可能相當有限。

4.2.2.2.3 第三代太陽能技術

第三代太陽電池與之前兩代是非常不一樣的，是廣泛的以半導體

元件不依賴傳統ＰＮ接面特性來分開光產生的電荷載子，而新的型態

的太陽能電池有染料敏化、有機、塑膠、三五族太陽能電池、量子點

太陽能電池，目前尚處於研究階段，三五族太陽電池已有廠商投入。

4.3 核能發電

由於近來碳氫化合物價格高漲，壽命長的核電廠其實跟燃氣電廠成本不相上

下，而新型核電廠的設計，並不需頻繁的巡邏與維護，也將減少維護安全所需的費

用，因此在綜合考量經濟、能源與環境的平衡下，核能是目前最具經濟效益的發電

方式。[4.32]

除了少數國家，世界各主要國家均重新將核電列入能源政策中考量，作為因應

京都議定書的策略同時維持國家能源供應的穩定。國際能源公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在考慮提昇全球生活水準所需能源總量、傳統石油能源減少、

以及何種能源對長期經濟發展有利等因素進行研究後指出：2030 年時，全球使用核

能發電量將增加 2.5 倍；約相當全球發電總量的 20%，在 2050 年時將增加四倍。[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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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具備低二氧化碳排放、可預期的電力價格與供應穩定等優勢，讓許多歐美

乃至於發展中國家，都準備擴張核能版圖，以因應未來強勁能源需求與溫室氣體限

制，若其他的發電方式，如風能、生質能、太陽能、節能設計等能夠成功，那麼相

信核能的重要性將可降低。

歐盟、中國、印度、日本、俄羅斯、南韓與美國已聯合成立核融合研究計畫－

「國際熱核實驗反應爐」（ITER，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研究無限的潔淨能源。雖然美國原打算獨力進行研究，然而看到中國和日本都積極

投入，擔心競爭不過，最終也選擇加入，因此若台灣學界完全不從事相關的研究，

也不參與國際上這方面的活動，恐怕相當不智。

以目前的國際局勢來看，台灣發展滋生反應爐等技術並不可行。然而一旦爆發

能源危機，那時台灣能不能自己發電而不靠外援，就視台灣是否持續培育核電人才

和基礎工業，因此台灣應持續投入核能研究的基礎建設，避免能源危機時失去與先

進國家談判的實力。

4.3.1.第四代核動力系統

目前核能電廠技術已演進至第三代，第一代為原型反應器，第二代為絕大

部分目前運轉電廠，第三代為進步型反應器。第四代核動力系統係指開發提供

便宜電力與氫氣且無溫室氣體排放之新一代核能電廠，目前美國、英國、巴西、

加拿大、法國、日本、南非、南韓、瑞士與阿根廷等10國正聯合發展未來核能

系統「第四代核動力系統計畫」，透過再處理與後續循環之先進燃料循環減少毒

性，以達到放射性廢棄物體積與毒性安全且經濟的降低。[4.22]

第四代核動力系統代表新一代核能與燃料循環技術，在永續性、防擴散與

保安、安全與經濟領域有著重大進步。高操作溫度及效率的改善使得部分第四

代系統為提供未來動力燃料電池驅動車所需之乾淨燃燒氫、社區附近熱水或有

效海水淡化所需能源之理想選擇。第四代核動力系統採用先進的核分裂反應器

及燃料循環，可降低核物料擴散潛勢、提供經濟的電力產生、最小化廢棄物產

生，預訂2030應可年開始啟用。[4.20]

4.3.2 滋生反應爐技術及核廢料的儲存與處理

核能發電廠所使用的原料為鈾礦，根據估計，鈾礦約可再使用五十年；然

而，如果技術夠精純，核電廠所產生的核廢料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由於鈾 235

僅約佔核燃料總量的 3%，整個核燃料中其餘 97%主要為不易核分裂的鈾 238，

以及大約 1%的鈽，因此核能發電所產生的高放射性核廢料中，這些鈾 238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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鈽都是可回收利用的資源。

快滋生反應器（Fast Breeder Reactor, FBR），是將熱中子反應器無法利用的

鈾 238，利用高能量中子轉化滋生為鈽 239，亦即能從核廢料中製造更多的核燃

料繼續作為能源來源，透過特殊設計，每燃燒 1 噸的核燃料可以新產生 0.2 噸

的額外燃料，而且發電效率可以推進到 40% - 45%之間。經過 5 次快滋生反應

之後，可以淨產生 1.19 倍的新燃料，如果換算成電力輸出，就多了 4.4 倍。據

估計，經過快滋生有效利用現有之核廢料，核能至少可以提供世界 1,000 年的

能源需求，成為真正的永續能源。[4.31]

然而由於滋生反應爐能生產出核武原料，為有效控制核武器擴散，先進國

家反對該反應爐的研究與設置，因此滋生反應器技術進步相當緩慢。

以發展核能最積極的法國來說，迄今對於高放射性核廢料處理仍未定案，

目前可能的最終處理方案包括：萃取分離後予以焚化、深層儲存、及地表倉儲

3 種。由於短期內仍不見一勞永逸的核廢處理技術，因此核廢處理技術成為目

前核能使用上最大的問題，若能有效發展關鍵技術，並與快滋生反應技術結合，

核廢料將可成為未來的能源來源之一。[4.32]

4.3.3 核融合（Nuclear fusion）技術

所謂核融合就是把兩個質量較小的原子核融合作為一個重原子核。融合

時，一個重氫的原子核和一個氚的原子核，融合產生一個氦的原子核和一個中

子，而融合後的總質量減少，這減少的質量就轉變成為能量而釋放出來。

核融合可說是人類永續的未來，比起現在的核分裂，核融合的優點為燃料

來源不虞匱乏，全球海水中所蘊藏的氘（2H）核種可以提供世界 100 億年的能

源，幾乎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核融合不會產生任何放射性廢料，沒有廢料

難解的技術與政治問題；只要減少電漿密度或燃料供給，核融合反應可以隨時

終止，其控制性比現行核分裂反應器要容易。核融合反應只有在將近攝氏一億

度以上的高溫始能發生[4.31]。目前世界幾個知名研究機構正致力於發展高能雷

射技術用於操控核融合反應，如果這種操控技術開發成功，則能源短缺的困境

將大幅舒減。

4.4 生質能

依照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於 2003 年的統計資料指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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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質物(biomass)轉換後所獲得的能源已經成為全球第四大能源，僅次於石油、煤

及天然氣[4.33]。然而台灣受限於土地面積、原料不足，因此，台灣的發展利基以技

術創新為主，研究以纖維素為原料，發展高效能、低成本的技術來生產生質能源，

希望能一併解決能源與糧食衝突的問題。較符合目前能源利用型式之生質能源利用

模式主要包括生質酒精與生質柴油兩大方向。本報告以台灣在土地面積的限制下，

應如何建立發展優勢為前提，對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生質柴油、生質酒精三個項目

做一簡單敘述。

4.4.1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台灣受限於土地面積，不適合推廣大面積種植生質能源之料源。生質柴油

的料源為富含油脂的植物種子，或是回收各種動植物性廢油脂；生質酒精則以

糖質、澱粉或是木質纖維素（lignocelluloses）等做為原料生產。為避免耗損大

量糧食原料，應使用非糧食原料或無法作為糧食用途之部分為宜，基於前述考

量，麥殼、麥桿、蔗渣、高樑桿、玉米桿、玉米穗軸、稻殼、稻草、芒草、牧

草、木屑等富含纖維素之非糧食材料，可避免爭糧的問題發生，被認為是較佳

生質酒精原料；此外，回收利用食品或工業上的廢油脂生產生質柴油亦十分符

合環保要求，未來，透過能源技術與生物科技的整合發展，相信生質柴油及生

質酒精的使用能更有效率。

4.4.2 生質柴油

生質柴油是將動植物油脂或廢食用油（三酸甘油脂），透過酯化

(esterification)反應、中和、水洗以及蒸餾等過程所生成的生質能源。由於並非

由原油中提煉出的石化能源，而是由自然界能源作物中萃取而來，因此生質柴

油一般都具有生物可分解和無毒等特性；加上生質柴油燃燒特性與石化柴油相

近，因此可與石化柴油以任意比例調配使用，降低石化柴油所排放的廢氣污染。

相較其他土地面積較大的國家，台灣發展生質能必面臨原料不足的問題，

因此，台灣推動生質柴油的重要研究課題為，開發能利用本土多元料源之技術

與利用豐富之海洋資源。目前使用二階段之反應方式可利用含有不同游離脂肪

酸的油脂，充分利用食品或工業上的廢油脂，有助於提升自產能源之比例，也

可降低廢棄物排放之污染，可謂一舉數得。此外，利用台灣四面環海之優勢，

亦正研究、篩選高油脂含量之藻種，希望能培育出生長快速、油脂含量高的藻

種，預期未來藻類可能扮演重要原料供應之角色。[4.41][4.47]

4.4.2.1 台灣生質柴油生產技術發展：[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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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質柴油的製造仍是以化學的強鹼製程為主，原料的純度要求較

高，也造成原料處理成本的提升，如何開發出反應速度快，生產效率高的製

程技術會是生質柴油發展的重要目標。由於食用油經高溫煮炸過後，游離脂

肪酸會增加，因此廢食用油之游離脂肪酸含量較新鮮油脂更高，若仍採用傳

統鹼製程轉酯化反應時易產生皂化物，影響生質柴油之產率，因此，發展一

套結合酸催化與鹼催化之二階段轉酯化系統為有效利用回收廢食用油等低

品質油脂的關鍵。二階段轉酯化流程為，藉由第一階段之酸催化酯化反應將

油脂中所含的脂肪酸生成甲基酯（生質柴油），而剩餘之油脂則可在第二階

段之鹼催化反應中轉化成甲基酯，目前國內已成功開發出二階段製造技術。

另外，利用微生物所分泌出的脂解酵素（lipase）作為生物觸媒，取代傳統

強鹼催化劑是近年來許多研究人員的研究重點。利用生物轉酯化技術不會有

皂化反應進行，此外產物甲基酯和甘油中也不會有鹼或酸觸媒殘存的問題，

可以節省後續水洗與甘油純化之成本，也可解決游離脂肪酸需前處理、甘油

分離純化、生質柴油純化等問題。然而利用酵素需經繁複的純化與固定化步

驟，程序複雜且經過處理的酵素通常較不穩定且昂貴，如能直接使用固定化

菌體內的脂解酵素，將使此生化程序更具競爭力。

4.4.2.2 藻類資源開發

台灣土地資源有限，無法如其他國家一樣大量栽培能源作物，然而台

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富，且開發藻類的使用還具備不與現有耕地競爭、

降低成本等優點，應利用此一優勢並擴大生質柴油之料源開發，針對適合

台灣地區生長的藻類進行篩選，並建立資料庫，其中包含有藻類分類、物

理性、培養條件及油脂含量等相關特性，其結果可做為未來發展之參考。

目前在台灣海域已篩選出具有高生長率（μ＝0.30）及高油脂含量（37.38%）

的藻種，仍待進一步相關成長及培養之研究，以做為未來衍生生質柴油之

料源，提高國內自主原料來源。利用豐富的海洋資源推動生質燃料做為替

代之車用燃料已是全球發展之趨勢，不僅可減緩化石燃料之消費並可降低

溫室效應氣體排放。[4.36][4.37][4.47]

4.4.3 生質酒精

生質酒精在應用上主要是作為汽油的替代燃料。酒精（或稱乙醇）係以玉

米、小麥、薯類、糖蜜或植物等為原料，經發酵、蒸餾而製成，將乙醇進一步

脫水再經過不同形式的變性處理後成為變性燃料乙醇，而燃料乙醇可加入汽油

中做為品質改善劑（此即所謂的「酒精汽油」）。因此，燃料乙醇不是一般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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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而是它的加工產品。車用的酒精汽油是在汽油中加入一定比例的變性燃料

乙醇而形成的一種新型混合燃料，目前世界一些國家作為汽車燃料來用。在這

種燃料中，乙醇既是一種能源，又是一種良好的汽油增氧劑和高辛烷值調和組

分，用以代替四乙基鉛和甲基第三丁基醚(MTBE)。用乙醇做增氧劑可降低汽車

排放出的有害物質，達到淨化空氣的功效，比石化燃料更合乎環境清潔。[4.37]

4.4.3.1 纖維原料生產技術[4.37][4.39][4.40][4.42]

目前可用來生產酒精的生質原料來源相當廣泛，主要包括糖質、澱粉

或是木質纖維素（lignocelluloses）等三種，糖質如甘蔗，以巴西為代表；

澱粉類如玉米，美國即是主要使用玉米澱粉為生產原料的國家，其他尚包

括木薯、甘薯、甜高梁、纖維質材料等，以台灣來說，台糖的研究是用甘

蔗為原料，台肥則以甘薯為素材，另外就是豐富的海洋資源－藻類的研究。

利用纖維素原料生產之酒精通稱為纖維素乙醇，目前一般的技術是以

澱粉質轉化生產生質能源，而利用纖維素原料生產生質能源之技術門檻較

高，特別是高效能、低成本之纖維素水解酵素的開發與應用等關鍵技術，

為各國競相研發之重點。生產纖維素乙醇的關鍵技術是使纖維素原料轉化

為可醱酵性單糖的過程，其中利用酵素之技術尚處於努力研發同時進行大

規模生產實驗階段，短期內要達到商業化的程度，目前看來還需一段時間

的努力，但由於最近油價攀升且受到環保意識的影響，各國皆持續加速其

研究發展進度。美國能源部與知名酵素公司合作，研究用玉米穗軸生產燃

料乙醇，採用生物資訊、直接進化等生物技術，以加快進程、降低產業化

關鍵纖維素酶成本為目標，已有不錯成績（在 2004 年將生產 1 加侖燃料級

乙醇所需纖維素酶的成本從超過 5 美元減少至低於 50 美分）。

用纖維原料生產酒精，是下一世代主要生產酒精的方法。近來纖維生

產酒精技術已有突破，其中以基因工程技術的應用最為關鍵，而纖維轉化

酒精所需菌株的功能改良，是近期基因工程應用於生質能的重要應用方

向。除了發展同步酵素糖化及醱酵程序外，另一個更長程的目標，即是研

發同時具有酵素糖化及酒精醱酵能力的的基因工程菌種，以基因工程菌轉

化纖維素為酒精之生產程序。

4.4.3.2 藻類資源開發[4.41][4.42][4.47]

藻類除了高油脂的特性可應用於生質柴油外，因其內含多醣類及纖維

素，亦可作為生質酒精之料源。巨型海藻是當今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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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一，其具備卓越生存能力，通常只需日光、空氣和海水，即可不斷地

在海洋中大量繁殖。巨藻個體大、生長快、產量高，被譽為「海洋速生林」，

而且它的壽命很長，此外，海藻生產成本也較陸地能源作物為低，目前海

藻轉化技術發展重點為利用敏化或酵素轉化法將纖維素轉化為酒精，初期

將開發以藻類為主之纖維素轉化酒精技術，並建立示範系統。近年來，科

學家還發現巨藻含有豐富的甲烷成分，可以用來製造瓦斯。隨著世界對於

再生能源的迫切需求，海藻作為能源使用之研究也日益增多。

台灣四面環海，有豐富的海洋資源，且根據前面所述，藻類因其含高

油脂、多醣類及纖維素，再加上生長快速、成本較低、不與現有耕地競爭

等特點，在生質能源方面有相當不錯的發展條件，台灣可進行藻類的分析、

篩選，並研究其栽培方法與環境條件，栽植藻類做為生質物來源，期以最

有效率之方式取得大量海藻生質物，以供應相關研究之原料需求。

4.5 節能

能源雖然以多種形態存在，但人類社會日常直接使用的主要是電能，各種能源

須經過形態轉換，而且再透過電能轉換，輸出負載需求的規格電力，才能供給用電

負載利用。提升能源轉換的效率，特別是電能轉換，降低了能源損耗，是最佳化各

種能源開發的實際效益不可忽視的技術領域。

電能轉換以電力電子(power electronics)為主，是相對成熟的技術領域。近年來

由於能源環保意識的高漲，對提升電能轉換效率、降低待機功耗(standby loss)及負

載系統的功率管理(power management)等方面，均有相當的進步。

負載是終端消耗能源的主角，開發高效能低耗能的能源負載是能源利用的終極

目標，例如太陽能熱水器、發光二極體(LED)照明及變頻式驅動的空調機等，對於

節約能源消耗及提升能源利用效能，能產生極大效應。

4.5.1 輸配電系統－分散型電力（distributed power generation，DG）

台灣目前的電力系統為大型、集中式發電，藉由輸變電系統轉變電壓、傳

輸電力，將電廠產生的電力供給用戶使用，其特色為發電機組大型化且負載集

中。然而，隨著電力需求不斷上升，大型集中式發電廠及輸電系統的興建卻因

環境保護、居民抗爭等問題面臨許多困難，使得供電之可靠度與品質受到挑戰，

反觀分散型電力具備了發電容量較小、靠近用戶端及負載端、不需長距離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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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傳輸等特性，正好為目前電力產業所面臨的問題提供一解決途徑，以目前

的情況來看，分散型電力應是未來發展趨勢。

分散式發電系統結合了電力電子控制器（power-electronics based controller/

converter）、電網與分散式電力發電來源（發電來源包含了小於 50MW 汽電共

生，如中型工廠汽電共生、商業汽電共生、微型汽電共生等與 KM 級再生能源，

如中小型水力、風力、生質燃料、廢棄物焚化、太陽光電等）。透過電力電子控

制器除可提升供電的可靠度與電力品質外，並可降低電流亦即減少輸電時的虛

功（reactive power）消耗，提高輸電中的實功（real power）比率；再者由於分

散式發電系統的輸電網絡較大型集中式發電系統網絡範圍來得小，輸電網的長

度較短，而輸電損失與輸電線長度成正比，因此分散式發電系統的輸電損失較

小，電力的使用率較高。

由於資通技術的發展與電力網路的日趨複雜，如欲建立快速精準反應的電

力網路技術，需倚賴資通技術的進步。因此未來分散式發電系統需整合新能源

技術、自動配電系統、需量反應技術、電源電網自動化技術及通訊網路系統，

整合發展新世代智慧型分散式電力系統，才能發揮減少集中式發電裝置量、改

善系統安全、減少電力成本與二氧化碳排放等效果。

4.5.2 照明

在電力消費中，照明用電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且照明不像空調一樣具有季

節性的差異；總括算來，照明用電佔全國總用電量的 15~20％（包含工業、商

業、住宅部門），是不可小覷的電力消費來源。目前照明多使用鎢絲燈泡、螢光

燈、高壓納燈、水銀燈等，其中多缺乏節能功能。而具節能概念之燈源如省電

燈泡、電子式安定器日光燈、LED 及複金屬燈等，以下就以這幾項省電裝置做

討論。

省電燈泡已經在市面上出現許久，新式的省電燈泡採用瞬間啟動型安定

器，點燈速度極快，亮度是傳統燈泡的三倍，壽命長達六倍，電力消耗卻只有

白熾燈泡的 20％而已[4.51]。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劉銘龍表示，國內每

戶家庭若汰換 5 顆 60 瓦的傳統鎢絲燈泡，改用省電燈泡，一年就能省下 29 億

度的電，相當於 74 億元的電費，不但可減少四座火力發電機組，還能讓二氧化

碳減量 195 萬公噸。劉銘龍以電流計測量，60 瓦鎢絲燈泡的電流 0.48 安培，相

同照明度的 11 瓦省電燈泡只要 0.14 安培，耗電量就差了三倍多，且鎢絲燈泡

溫度高，在夏天時會因使用空調而更耗電[4.55]。而辦公室常用的長型日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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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可改用配備有電子式安定器的日光燈，與傳統式安定器相比，電子安定器

有不閃爍、省電及高功率等優點。

除了省電燈泡外，LED 燈也是節能照明的選擇之一。LED 具節能、壽命長、

環保、輕薄、高發光效率等優勢，為全球廠商發展未來光源之焦點。LED 主要

磊晶技術以 MOCVD 為主，目前台灣較多以三五族為基板材料。LED 產品分為

傳統一般亮度及高亮度，前者應用於 3C 資訊電子產品，後者則應用於戶外看

板、交通號誌、車用、照明等。經濟部曾經統計，台灣的燈泡如果全都換成省

電的 LED，一年可省下 1000 億台幣，可少蓋 3 座核電廠；北市的路燈若全換

成 LED，電費將可從 1 億 9 千萬降到 5 千萬[4.56]。其實 LED 交通號誌燈僅需

用電 15W 與傳統燈泡需用的 135W 少許多。假設以台灣 44 萬盞交通號誌燈做

估計，傳統燈泡每年需耗費 1.67 億度電，相較 LED 燈泡僅需耗 0.14 億度電，

電力節省頗多。至於路燈應用則可節能 40%以上之電費，計每年可省下約新台

幣 8 億元用電支出[4.57]。

LED 售價及是否符合經濟效益問題為目前應用端市場是否積極替換現有

燈源之重大考量。以 LED 應用於資訊產品為例，針對 7 吋面板而言，若用 LED

背光源約需 21-23 顆，而若使用 CCFL 則需 1 支。目前一支 CCFL 及一顆 inverter

報價約 1.5 美元，而 21-23 顆 LED 組成之 Light-Bar 約 3.5 美元，成本相差僅約

2 美元。若以每年 LED 平均售價降幅約 20-30%計算，預計 2008 年 7 吋面板燈

源，即可幾乎被 LED 完全取代。至於中大型面板之背光源完全被 LED 取代之

時程可能需再費時 10 年左右之時間[4.58]。由於 LED 之售價每年以 20-30%之

幅度下修，加上它比傳統燈泡能節能 40-85%之電力，未來 LED 取代傳統燈源

之情景可期。

2006 年全球 LED 需求為 62 億美元，預計至 2011 年將成長至 125 億元，

平均年成長率達 16%。目前發光效率急速提升，2005 年大廠如 Cree 等已相較

預期早 5 年推出 100lm/W 之高亮度 LED，加上歐洲近期規範禁用不具環保性之

鎢絲燈泡，應用於照明、資訊等市場之 LED 將漸取代原有之照明產品。根據

Haitz 定律，LED 每 18-24 個月亮度較會數倍成長，若以此速度推估，加上每

年 LED 之平均售價以 20%下跌，LED 將快速取代目前之光源產品。

近日亦有所謂的複金屬燈(Metal Halide Lamps)。複金屬燈又名金屬鹵化

燈，是氣體放電燈的一種，具有高功率因數、高效率、高演色性、及壽命長等

優點，近來在光源應用的比例上逐漸增加。和鹵素燈相比，複金屬燈具有鹵素

燈光線柔和、體積小的優勢，壽命卻是鹵素燈的五倍，更能省下 75％的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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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根據 DOE 估計，2025 年全球能源需求達 645 Quadrillion Btu，較 2002 年

成長 56%，節能產品如 LED 之發展，預計仍是未來 20 年之重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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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醫科技(Biomedical Technology)

本章想像未來 20 年的生醫大環境需求方向，佐以未來二十年生物與資通科

技之發展，在有限的時間內，自生醫電資的角度，匯整多位教授的建議，列出:

重要的健康議題、生醫科技之前瞻技術建議幾項可參考研發的議題與項目。

未來生醫科技的大方向，可藉 5P: Predictive、Preventive、Parametric、Point of

Care、Personalized Medicine 概括統整：

— 預測(Predictive)

未來有了基因篩檢，流行病學與人口分析，將能聚焦於個人潛在高

風險健康問題之預防。因此，處方將針對個人基因組合所具之代謝特性

和反應程度，做最適當的調製。基因測試提供了讓個人「潛在可疑致病

基因」得以被辨識的管道。此些患病高風險的個人，透過改變生活方式

的建議，來減少接觸環境中的危險致病因子，或在罹患疾病前提早服用

相關藥物，降低患病機會。若能謹慎利用基因篩檢，此方法將能幫助辨

別由單一基因缺陷所造成之遺傳性疾病，並及早治療。如此一來，由遺

傳性單一基因缺陷所致之心臟疾病或癌症，與某些高風險病症家庭，也

將因此技術受惠。縱使擁有缺陷基因，在適當之生活習慣、環境控制與

預防性醫藥之幫助下，並不代表免於致病，燃基因篩檢的相關研究與效

用將被看好。具體醫療技術參見 5.2。

— 預防(Preventive)

一般而言，預防醫藥屬於預防疾病所投之藥物，非治療疾病所用。

預防醫藥非純指有療效的醫療技術或藥物，也包含了群眾公共健康相關

科技。辨別出罹患疾病之高風險個人，讓醫學教育、生活習慣調整、健

康檢查與監測、醫療診斷等同時並進與整合。更進一步而言，在廣義上，

預防醫學內的公眾健康領域，甚至涵蓋；海關的即時疾病與治病源監

測、水質、食物衛生、居家照護與健康監測、醫療資訊網絡系統等領域，

目的在防範疾病與大眾傳染病發生於未燃，降低國家醫療成本。

— 參數化(Para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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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化意指結合行動科技與無所不在的龐大運算技術，將多重資料

參數蒐集，及時整匯分析，讓個人隨時與健康醫療中心交互聯繫，運用

隨身電子產品自動更新醫護資訊，協助建立緊密的醫護資料多向網絡。

未來電腦計算與醫療將結合了 3C 高科技，促使醫藥與健康照護轉型為

更有效率之完整系統。此舉將改變大眾對醫療的刻板印象，以性別、年

齡、種族、基因內涵等差異，適性的與人工智慧科技調整結合，也證明

醫療始終依人為發展準則。參數化的實體應用，請參考 5.2.5 先進生醫

影像系統相關未來可能的運用發展。

— 現場即時照護(Point of Care, POC)

現場即時照護檢驗(POC)之定義，在於利用非傳統實驗室設施與非

檢驗人員執行之診斷性的檢驗。其價值相當於在醫師的診間實驗室所做

的檢驗，並檢驗型式多是小型、可攜式的儀器，在短時間內就能測得檢

驗結果，亦能於照護病患之環境(the site of patient care)進行診斷檢驗。

其模式多半是運用小型、可攜式或手持式儀器(例 如：血糖檢測計)與

試劑(例如：HIV唾液測試劑)於很短的時間(幾分鐘)內獲得篩檢結果。由

於操作場所常於傳統檢驗 室範圍之外，故又可稱為檢驗室外檢驗

(extra-laboratory testing)、床邊檢驗 (bedside testing)、接近病人檢驗

(near-patient testing)或是輔助與替代場所檢驗 (ancillary and alternative

testing)。現場即時照護檢驗之環境除了病房、醫師診療室與急診室，亦

包括工作場所、家庭與災害或意外現場等。

現場即時照護已逐漸成為照顧大眾健康之重要角色。價格低廉、小

型化、檢驗快速化與自動化之現場即時照護儀器將愈來愈重要，其可加

強門診之檢查效率、縮短留院時間或做為在家監測之裝置，尤其是應用

於常見之糖尿病或是急性心臟病等。POC 技術面的發展，待 5.2.1 詳

— 個人化(Personalized Medicine)

個人化最適醫療，以生物資訊學(Bioinformatics)為立基(5.2 有相關

討論)。由於基因決定人類潛在疾病與對藥物的反應，每個 coding 基因

均帶有製造蛋白質的功能，直接影響著細胞功能。若某特定基因突變，

其相對特定疾病的發生機率也可能將較高。而具體預防治療方法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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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後，依據檢驗結果比對出發病機率，判別機率高低施予最有效的預

防建議、健康監控與即時診治。量身訂做最佳化的健康照護，依據時間、

劑量與方法的客製化運用，讓每個人都接受到最『獨一無二』而切身需

要的的診療，並得到最佳化可預期的結果。

個人化的醫療，目標是希望透過選擇最符合個人基因組合的是醫治

方式，達到最佳的預防與療效。個人化醫療潛在的好處有:讓診療有更

佳的選擇、因人而異的更安全用藥、加速醫藥的研發、降低醫療成本。

5.1 重要的健康議題

探究台灣未來二十年，首當其衝諸多的熱門生醫議題，就其中:高齡化社會、

社會經濟導致精神壓力、意外事件增加、能源/環境/糧食生產、全球化與疾病威

脅，為代表性議題討論。

5.1.1高齡化社會

未來首先面對的挑戰，來自高齡化社會趨勢下，老化相關的一系列健康

問題，其中包括癌症、慢性代謝疾病、退化的疾病、生理殘疾和心理疾病等。

如何提升老年人口的生命品質，是將來一個發展方向。更人性化的醫療體系

設計與未來技術面可發展的建議項目，本文 5.2 段，有更深入的分析。

5.1.2 社會經濟導致精神壓力

憂鬱症、躁鬱症儼然成為現代主流的精神疾病。縱然當下在精神層面與

生物機制的相關反應上，尚未能被研究透徹，但是個人身心健康和社會經濟

環境間的關連性已不可否認。面對壓力，來自社會、心理與環境影響所致之

個人生理失調等症狀，便是典型人受環境因子影響的例子。這些生理調適壓

力的反應，會間接或直接影響身體狀況。由此顯見，社會經濟壓力，勢必成

為未來 20 年的健康醫療照護一大主流議題，故應當下防範於未燃。

5.1.3 意外事故

根據台灣交通部數據顯示，道路交通事故 95 年 A1 類（指造成人員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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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及 A2 類(係指造成人員受傷之交通事故)

道路交通事故計 16.0 萬件，較上年增加 2.8%，其中死亡 3，140 人（平均

每日 9 人），增加 246 人或 8.5%，受傷 20.8 萬人，增加 5 千人或 2.6%[5.1]。

94 年 1 至 11 月 A1 類及 A2 類道路交通事故計 14.0 萬件，較上年同期增加

12.3%，其中死亡 2，571 人（平均每日 7 人），增加 189 人或 7.9%，受傷

18.1 萬人，增加 1.8 萬人或 11.3%[5.2]。此數據的增加，說明了科技台灣並

未有效降低車禍傷亡，也可預期未來在海陸空高速行駛之交通工具和高密

度的交通網路下，嚴重意外事故發生率會是全球一致關注的焦點。是否該

以更人性化的角度，積極著手於制度的改善，以降低未來各種意外事故發

生率，並以發展更先進之醫療方法增進意外事故處理之效率與急救品質，

如人工組織器官、野外檢測與急症偵測分析系統、遠距診斷等等，皆值得

探究。此類醫療科技，本文第 5.2.3 中，有技術性說明。

5.1.4 能源/環境/糧食生產

健康的身體有賴於針對當下的生理狀態，提供合適的均衡飲食與充足的

營養。農耕、水產養殖和畜牧是目前台灣主要食品供應的來源。台灣農業特

色在於小規模精緻化，然而，工業化帶來的快速的經濟成長、居高不下的生

產行銷成本與較小規模的當地市場，衝擊著農業發展。在加入 WTO 之後，

面對自由化貿易下的激烈競爭，台灣的農業勢必面臨許多新挑戰，推動農業

重新建構，設定新方向以達到永續發展，是在貿易自由化趨勢下勢在必行的

重要改革。市場的競爭，必須維持農民福利與生態保護間的平衡，除此之外，

台灣的農業政策必須自總體前瞻且有遠見的角度切入，以達到未來社會的糧

食需求。在將來農業發展的方向上，有效使用糧食作物在非食用用途上，如

生質能，也會是一個重要發展的方向。

科學與技術可以部分確保優質糧食生產與社會經濟穩定。潛在計畫策略

包含：

— 透過整合的生物技術、自動化和環境控制，研發先進農業技術以農業促

進架構革新和目前農業操作的升級。

— 在消費市場導向下，發展高級食品加工業和市場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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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自動化或全自動化操作，發展高品質與休閒化農業，與當地特色、環

境景觀相互結合。

— 針對優勢產品提倡 “GAP (優良農業運動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如新品種香菇、熱帶魚、有機米等。

— 衛星協助養殖計畫的自動化漁業經營。

— 農耕、水產養殖和畜牧業訊息網的建立，讓農民對新技術、市場動態和

潛在危機的威脅，如感染性疾病的爆發和氣象變化，做最即時的了解。

— 多元化且現代化農業行銷統路，並開創國際市場。

— 實施動植物健康檢查，就地診斷和檢疫並初步治療和接種疫苗。設立保

護高品質農地的污染監控系統，農地變更採動態規劃調整。

能源部分的議題，在第四章中已詳述，此處不再重複。

5.1.5 全球化和疾病威脅

全球化過程中的迅速發展，擴大了國家間與國家內貧富間的差距，對窮

人的健康造成嚴重的威脅。經濟發展不佳之國家政府縮減對健康醫療的投

資，變相危害了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如愛滋病安全網、痲風控制計畫和反菸

運動等，這一些主要健康計畫都會被影響。透過頻繁的國際旅遊活動，疾病

也因而快速的被散播。因此，早期察覺潛在病原體和新傳染病，並協助治療

劑的生產，成為未來二十年的重要議題。整合型晶片在此領域的應用，本文

5.2 有詳細說明。

5.2 生醫科技之前瞻技術建議

基於上述討論，本段奠基於奈米生物醫學工程之應用，提出參考技術重點，

如現場即時照護檢驗、整合型生物晶片、細胞/組織/器官基因工程、微米/奈米感

應器和 Multi-scale/系統的整合、先進生醫影像系統、生物資訊學研究、奈米醫

學為主，整理出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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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現場即時照護檢驗(Point of Care Testing, POCT)

承接第五章5P之五大方向所述，現場及時照護檢驗系統的典型特徵與優

勢包括[5.3][5.4]：

— 可攜式或手持式(handheld)系統，可隨時、隨處進行檢驗。

— 檢體製備少量化，可應用於小兒病患或加護病房，但不影響檢驗結

果之準確性。

— 具備自動校正與品質管制(quality control)功能。

— 簡易之操作步驟即可完成所有分析程序並顯示結果。

— 可於最短的時間內取得檢驗資訊，適用於危及病患之診斷與強化急

診室診斷效率，讓醫師能做出最有效率之臨床判斷，爭取急救時間。

— 儀器之檢驗結果亦可運用網路或無線傳輸即時連結至實驗室或醫

院之資訊系統，成為電子病歷(E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之

一部分。

— 可應用於長期之連續監測(例如：血糖濃度)，適合居家照顧或加護

病房之監控。因須長期之分析，故亦有非侵入式檢驗系統之開發。

有鑒於重點照護檢驗之潛力，未來之發展趨勢建議如下：

5.2.1.1 檢體採集改良

目前重點照護檢驗之檢體採集多傾向於血液或尿液。對於血液而

言，非侵入式系統擁有更高之安全性與便利性，且更方便於長時間之連

續監控，例如非侵入式血糖檢驗儀。另外，奈微米採檢針頭陣列及微電

流輔助採檢技術可降低患者疼痛並減少採檢可能之感染等副作用。亦將

是未來可發展之方向。因此，非侵入式之儀器於未來仍有諸多發展空間。

5.2.1.2 未來之重點照護檢驗將可應用於藥物基因學(pharmaco-genetics)

與個人化藥物(personal medicine)

未來於疾病進程中對病患做生物或基因檢驗，檢驗儀器運用內建之

專門演算法或系統，將可依病患之基因多形性(polymorphism)選擇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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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藥物或避免無效甚或有副作用之藥物。此方式將有助於建議給予病患

最合適之藥物與劑量[5.5]，甚至療程與術式。

5.2.1.3 整合應用

目前市面已可見各式之重點照護檢驗儀器與試劑，未來將進一步整

合使其成為單一且多功能之手持式檢驗系統，並與個人數位助理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結合，顯示即時資訊。另外，當檢驗統

以網路或無線傳輸與電子病歷結合後，資料之加密與病患隱私權之保護

亦將為重要議題之一[5.4]。

5.2.1. 4 尿液唾液等檢體敏感度及整合性系統之改善

目前已有以尿液檢體進行 HIV 病毒檢測之相關現場即時重點照護

檢驗產品，惟其敏感度仍有待提升。使用尿液作為檢體之優點為檢體穩

定度高(即使於高溫下)、同時可用於多重項目之檢驗(例如：懷孕檢

驗、性病檢驗、藥物濫用檢驗與尿液之常規檢驗等)，故未來之發

展將提高尿液檢驗之敏感度與精確度，以期能使用單一檢體進行多

種檢驗[5.6]。而近年來發現唾液中基因與蛋白質體檢測能有效與臨床疾

病之診斷結合。因此儼然是一新興之研究焦點。

5.2.1.5 儀器之教育訓練

由於患者在家做重點照護檢驗已不屬於臨床實驗室之管理領域，因

此正確使用儀器之訓練、器材之校正、品質檢查與檢驗結果之責任與風

險將為重點照護檢驗普及化後須正視的問題。此問題解決之道包含使用

者之教育訓練、合格醫師之協助、儀器之定期維護與完善制度之制訂等

等[5.3]。

5.2.2 整合型生物晶片(Integrated Biochip)

整合型生物晶片之優勢為自動化、可攜性、降低對周邊裝置(額外之偵

測感應器、加熱器、電源供應器等)之依賴、減少反應物之劑量、縮減分析

時間、平行處理(parallelization)與降低成本[5.7]。目前之整合型生物晶片已

可進行晶片上之DNA分析、免疫學分析與細胞學分析等應用，未來發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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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如下:

5.2.2.1 降低對外部儀器的依賴

整合型生物晶片包含之部分為微尺寸主要元件與微尺寸周邊架

構。因為「縮小尺寸」為整合型生物晶片之主要目標，故對周邊儀器的

依賴應愈少愈好，如此方能達到「高度可攜式」與「實驗室單晶片」之

優勢。欲達此目標，有賴於以下方面之更進一步發展：樣品或檢體與晶

片的相容性測試、光學感應器與偵測器(例如雷射、波導管、螢光顯微

鏡等)之微型化、降低電源消耗等。

5.2.2.2 大量使用快速原型化技術(Rapid Prototyping Technique)與聚合物

材料

整合型生物晶片領域中另一項明顯的發展為快速原型化之微製造

技術與聚合物材料(例如 PDMS、PMMA 等，而非玻璃或矽基板)的大量

運用，可降低晶片發展所需的時間與成本，尤以前者可讓不同領域的研

究者更容易投入生物晶片的研究(而非僅限於專精微架構或微流體之研

究者)。另外，數值模擬的大量使用也將使研究者能更快速地改善晶片

效能，加快開發速度。但目前的模擬技術仍需要複雜之流體力學運算技

巧，限制其在生物與化學界之研究者的使用率，也使得數值模擬往往非

有效運用於設計晶片的初始階段，故更高階模擬工具之開發亦能使晶片

的發展更順暢[5.7]。

5.2.2.3 多功能晶片(Multi-Functional Biochip)

微流體、PCR 與微陣列之結合將可促進未來多功能晶片之發展。

除了 DNA 偵測，免疫偵測、蛋白質偵測與有機化學之偵測皆為未來之

方向，亦即不同功能之生物感測器可設計於同一晶片中，使許多反應可

同時於同一平台上進行。同時，檢驗結果之讀取也不再受限於可見光或

螢光，而是藉電化學反應或是矽基板本身之電特性以量測。此部分的詳

細內容，第三章在生物晶片內文已說明[5.8]。

5.2.3.4 病原體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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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性疾病已逐成為全球社會的隱憂，因此設計快速、簡易、低廉

並能同時篩選多種疾病與病原體之晶片為當務之急。此種晶片對於醫生

之診斷或個人之檢驗都極有幫助，原理可運用微流體、微陣列、平行化

微處理等技術以偵測多樣之生物標的(biotarget)。而此種元件亦可運於

用於 DNA 探針獲得基因突變之資訊，或運用抗體探針偵測基因表現之

資訊[5.9]。而主動式檢體內細胞或分子標定濃縮純化藉由奈微磁珠操

控、奈米線場效應電晶體等技術提升到更佳的效能。

5.2.3 細胞/組織/器官工程(Organelle, Cell, Tissue, Organ Engineering)

奠基於生命科學與工程原理的結合之技術，於實驗室將能發展控分

子、細胞分化排列、組織再造、人造器官等生物組織之替代物，並使其具

備正常之能力，最後移植至損傷處以取代或修復身體喪失之功能，將使未

來意外災害增加傷者存活機會，有更多時間等待新生器官之移植。細胞/組

織/器官工程學未來發展將可朝向最佳之細胞來源、最佳之支架與功能設

計、體外生物反應器(in vitro bioreactor)與製作血管、神經導路與器官組織

之立體微製程技術發展。

首先，就再生醫學之應用(regenerative medicine)方面，蛋白質與胞外巨

分子形成之結構、組織分化基因之調控、立體人工支架等以及藥物、小分子

調控之整合或能於體內或代主動物甚或體外進行各種組織或器官之設計、培

養與再生，並回復體內已喪失之器官結構或功能[5.10]。再生醫學之目標為：

— 藉由脊椎神經或視網膜神經之再生以復元或防止癱瘓與失明。

— 於心臟病或心肌梗塞後重建完整之心臟功能。

— 治療帕金森氏症 (Parkinson's Disease) 與阿滋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兩者皆為神經退化性疾病，故須刺激特殊神經之再生以

治療此症。

— 藉由神經之修復以減輕中風後之官能障礙(dysfunction)。

— 糖尿病之治療：病患能成功接授胰臟移植之患者僅占少數比例，故新生

醫學之技術可運用細胞進行胰臟器官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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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骨再生與骨折之修復：盡量降低疾病、年齡與基因對斷骨再生之限

制。

— 新牙齒之再生，以降低年老時喪失牙齒之困擾。

針對以上之目標，立體人工支架之工程技術將非常重要，可運用循環系

統與奈微工程之科技於體內創造合適於組織或器官再生之環境。

現今，人造器官之開發仍為艱鉅的挑戰，關鍵在於對再生醫學之基礎生

物學之了解仍在萌芽階段而精確操作細胞使之發揮功能的技術仍有相當大

的進步空間。製作一個完整器官之困難在於組織一群細胞並發揮其分化功

能使之成為一個有生命之結構，並於適當條件下能使細胞各其所司。微製

程與微流道工程技術與生物學結合後可提供許多組織的精密體外生理模型

之重建，甚至製作真實之複雜三維構造以進行組織重建，此一領域仍極需

發展。目前亟待開發的器官例如眼、耳、心肺、肝臟、腎臟、胰臟、膀胱

等[5.11]。

再者，已有研究顯示，即使是複雜之細胞系統，亦已可能進行體表外之

活體細胞培養(ex vivo)。例如以成骨細胞 (osteoblasts)與內皮細胞進行組織

共同培養，可於不使用其他材料之情形下形 成雙細胞組成之微聚集組織

(bi-cellular micromass tissue)。未來可能進一步發 展為肌肉、神經與骨骼之

之替代生物組織[5.12]。

5.2.4 微米/奈米感應器和多重尺度系統的整合 (Micro/Nano-sensors and

Multi-scale/System integration)

近年來奈米技術(nanotechnology)的發展，使生物感測器元件更進一步

縮小至奈米層次以觀察單個活細胞之內部狀況，即奈米感測器

(nanosensor)，可對活細胞進行體內(in vivo)觀察與分析[5.13]，對更了解細

胞之功能甚為重要。進階生物感測器的發展如下:

5.2.4.1 生物標記/分子特徵(molecular signature)應用

生物感測器的未來應用之一將著重於偵測與定量疾病指標與資訊

分析系統之整合型開發。生物標記分子特徵(molecular signature)將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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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判斷癌症之種類、進程、選擇最合適之療法等並及早發現病情復發。

未來生物感測器結合奈微科技製程將更具高度敏感性與專一性，可偵測

如血清、唾液或尿液等液體中之微量生物標記分子；且具靶向性之主動

式偵測模式亦將更普遍。但因單一之生物標記無法提供詳細病情資

訊，故須發展具多工特性之生物感測器系統，可同時診斷多種生物標記

或腫瘤標記之資訊，並整合資訊處理能力之系統將成為重點之一。例如

同步篩檢與偵測 DNA 變異度、檢查 mRNA、microRNA 等或蛋白質是

否有低度表現或過量表現或特殊化學修飾之情形等等[5.14]。

5.2.4.2 技術整合

由於生物感測器只需極少量之樣本即可進行分析，故進行活體切片

檢查時，可使用細針抽吸切片術(fine needle aspiration biopsy)搭配生物

感測器進行診斷[5.14]。甚或在採檢探針上即整合有偵測工具等。而未

來奈微米科技與生物技術將有更密切之整合。傳統之生物技術將有機會

走入晶片實驗室系統。

5.2.4.3 感測器技術推廣

未來之生物感測器技術若要應用於現場及時照護，除了要能與電化

學、光學、微機械、微流體結構作更佳之配合以完成多方面之複雜分析，

更須有效降低儀器成本與操作成本，並簡化篩選過程、縮短篩選時間與

發展成手持式(hand-held)分析裝置，同時維持精確之結果與 靠性。對於

治療期間或是病情復發觀察期間之病患，此類生物感測器測器技術亦極

有幫助[5.14]。

5.2.4.4 微機電元件應用

微機電元件對於生物感測器之貢獻良多，未來的目標將持續朝向行動

化、可快速偵測並分析單細胞或微生物體之完整微系統發展。例如：將

細胞導入微型晶片後，以抗體進行細胞捕獲與分類；培養細胞並觀察其

新陳代謝功能；分解細胞並使用奈米感測器辨識並偵測特殊分子。此技

術不僅可獲得重要之科學數據，於疾病之立即診斷、食品工業、生物化

學之危害防治系統亦有廣大的應用空間[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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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5 電學偵測

生物感測器於偵測病原體(pathogen)微生物領域已有重大之發展，

其主要是使用核酸晶片陣列以辨識病原體之 DNA 或 RNA。若要應用於

商用之疾病診斷，則要使其更加自動化與整合化，降低樣品汙染與人為

誤差，並提高敏感度與選擇度。另外，將晶片由微米等級縮小至奈米等

級亦有助於效能之提升。雖然光學特性為目前生物感測器最常應用之型

態，電學偵測卻能提供更低之偵測限度並較易應用於定點照護儀器，故

電學偵測為未來之趨勢之一[5.16]。例如以奈米導線為基礎之場效應單

一分子作用偵測、表面電漿共振技術偵測等。

5.2.5 先進生醫影像系統(Advanced Biomedical Imaging)

為賦與醫學影像系統更高之便利性，使其應用環境更廣，例如即時診

斷、可攜式診斷或戰場急救等。因此，其特色為體積必須小、重量必須輕、

於臨床可有效應用、使用電池驅動並具備省電功能等。而為更深入了解生物

體中特定分子(或細胞)交互作用的過程，包含發現、辨別與定量，使用生物

指標分子(biomarker)偵測特定之目標、分子作用或化學反應途徑，並呈現於

影像中將極具研究及臨床價值。造影過程理想上必須降低對生物體自身的運

作或機能之干擾。由於疾病的發展皆是從組織功能的變化開始，再進而演變

至體內結構、器官功能的失常，因此分子影像將能應用於偵測疾病的發生、

疾病前期分子結構、分子功能的失調，在疾病初發即找出病源，並尋求治療

對策。同時，以基因、分子與細胞層級來發展之治療模式，將著重於基因傳

遞、基因表現 (gene expression)、血管增生、細胞凋零(apoptosis)、細胞

交易等作用過程。分子影像可協助治療間之造影與藥物開發，提高研發效率

並降低成本。未來之生醫造影趨勢將為：

5.2.5.1 醫學/放射學影像上應用

醫學/放射學影像於未來手持式影像系統之發展此為手持式/可攜式

辦公室(handheld/portable offices)。系統將結合高頻寬、低價格與強安

全性之無線網路與高解析度、平板式與觸控式之平板電腦(tablet PC)、

撓性電腦或 PDA，使醫師能隨時隨處連結至醫院之資料庫。藍芽裝置

(bluetooth) 或其他無線通訊標準之應用也將更普及，使儀器與各項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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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可直接進行連結與資料傳輸而不須透過區域網路[5.17]。

5.2.5.2 手持式/可攜式 MRI 系統

手持式 MRI 系統可能成為未來之造影模式之一。目前之商用 MRI

系統具有笨重與價格昂貴之缺點，主要因其影像訊號非常微弱，故須大

型之超導磁鐵產生強磁場以擷取信號，同時，系統須冷卻至接近絕對零

度以維持超導特性。超高靈敏度之原子磁場計(atomic magnetometer)已

創造新的突破，其利用自旋極化之鹼金族元素原子與雷射，可測量到僅

10-15Tesla 的微弱磁場強度，且此方式不需大型磁鐵與複雜之冷卻系

統。其並可進行快速之立即造影(目前商用 MRI 系統約須 20 分鐘以完

成患者之掃描)；價格預估為數萬美元(目前商用 MRI 系統約須百萬美

元)，故具成本低廉之優勢。但此系統目前亦有其問題，例如它須於大

型之屏蔽系統內操作以防止環境雜訊之干擾，而發展成手持式 MRI 掃

描儀後勢必無法於屏蔽系統內操作，故仍需進一步之改良[5.18][5.19]。

5.2.5.3 手持式正子斷層造影探頭改良

手持式正子斷層造影探頭於未來仍有諸多改善的空間，例如敏感度

與精確度，此因商用探頭之感測元件太小所致。此外，此類探頭多未設

計側面與背部之屏蔽，使得鄰近無關聯之正常組織信號亦可被一併收到

[5.20]。

5.2.5.4 手持式超音波影像系統改良

未來之手持式超音波影像系統除持續改善其訊雜比與提升成像品

質與成像速度外，尚可與其他造影模式組成複合之影像系統(muti-modal

imaging)。已有研究將手持式近紅外光組織影像系統(handheld near

infrared tissue imager)與可攜式超音波探頭整合以發現乳房之可疑硬塊

，而未來甚至可用於四維影像之重建，或是搭配不同波長光源之系統以

提高解析度等[5.21]。結合光聲影像一體之系統具有極高之分子造影應

用潛力並能於造影中標定特定細胞族群及量測微小之體液流動變化。將

是未來重要之發展方向之一。

5.2.5.5 低侵入式高解析造影系統之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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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造影系統將朝向更高之解析度、更多元之分子及生理等功能

資訊、三度或四度空間成像能力等。新的非線性光學造影系統則可能扮

演重要之角色。例如協振波造影（harmonic generation imaging system）

即具有低組織傷害性、高解析度（次微米）以及易於與其他造影模式整

合之優勢。國內亦已有相當之研究開發基礎，並已著手於內視鏡模組之

設計開發。此一系統利用組織細胞及分子之內建光學特性作為造影基

礎，更具有無須外加染色、顯影即能作斷層透視之優勢。也將是未來生

醫影像系統重要發展方向之一。

5.2.5.6 整合診斷與治療於一體之智慧型製劑(Theranostic Intelligentagent)

未來隨著奈微生物技術的進步，整合智慧性判斷與藥物活化或釋放

及診斷技術於一體之製劑將帶來另一波革命性影響。例如治療期間進行

之靶向藥物傳遞與治療將能內建即時造影之功能，達成迅速確認診斷、

尋找轉移病灶、提供分子基因學資訊、藥物定量定點釋放、及可重複性

或放大治療效果之目標的製劑。此外，此一精準化與智慧型設計概念將

大幅提升臨床治療效率。

5.2.5.7 新穎分子造影技術面改良

發展更精確與安全之分子造影之方法將成為克服人類疾病之利

器，對比劑透過奈米技術工程製造之探針結合與生物指標分子互動之生

物技術，尤其是細胞表面之受器、酵素等具專一性之分子，或是能辨別

特定生化反應之分子將有助於結合於低侵入式，奈米空間解析度之動態

分子影像提升其應用價值或發展具整合醫療效果之分子影像技術。

5.2.5.8 絕佳化橫向整合造影模式

不同分子影像之合併亦形成更具優勢之造影模式，例如 CT 與 MRI

之高解析度特性可與 PET 之高敏感度結合，PET/CT 可同時提供新陳代

謝與組織結構之資訊以更精確地偵測癌細胞。多重造影系統(muti-

modality systems)可結合不同系統之特質，包括增進定量與定位生物反

應之能力、辨識新影像探針、提供更完美的影像(將假影最小化或消除)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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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9 發展適合小動物模型之高空間解析度、高時間解析度、高敏感

度分子影像系統，並轉譯於人類疾病之研究。

目前已有許多針對小動物模型而發展之分子影像系統，例如

microMRI 已能有效提高小動物影像之訊號/雜訊比例(signal to noise

ratio)；microCT 已提高影像解析度；microPET 亦提高空間解析度至

1-2mm；microUltrasound 已能運用 30-40MHz 之頻率進行二維或三維

之結構造影、都卜勒影像、血流流速測量與心血管之組織移動；micro

SPECT 之空間解析度已達次毫米等級，預期將可應用於神經科學與基

因表現等領域。另外，亦有 microSPECT/CT、microPET/CT 等針對小動

物模型而發展之多重分子影像系統[5.25]。其後，增加分子影像探針應

用於活體(尤其是人體)之生物相容性與降低生物屏障(biological barriers)

[5.24]。

5.2.6 生物資訊學研究(Bioinformatics)

生物資訊學當今扮演著「破解由高處理量儀器產生之基因體、轉錄體

(transcriptomic) 與蛋白質體 (proteomic) 、 醣體（ glycomics ）、代謝體

(metabalomics）資料」與「組織由傳統生物學與醫學所獲得之資訊」的雙重

角色。以高效能運算、精密演算法、先進之資料處理能力為基礎之生物資訊

學，其未來將朝向整合性基因體學(integrative genomics)與轉譯基因體學

(translational genomics)發展，最終並用於開發個人化藥物 (personalized

medicine)[5.22]。未來可發展之關鍵議題包含:

5.2.6.1 基因/蛋白質之定序與表現

由微陣列或基因晶片分析出之大規模、整組基因(genome-wide)轉

譯概況，已逐漸形成更複雜之基因表現/分析領域。未來之挑戰在於將

巨量之結果儲存、標準化、視覺化、分群與分類，並擷取細胞、組織或

器官中有意義之生物資訊，亦即架構起資料產生、資料解釋與可用性

(usability)之橋樑。由計算生物學之觀點而言，即由大量資料預測高度

複雜之系統，例如細胞內之生化反應交互作用過程，並模擬細胞或器官

精確與完整之表現。於比較基因體學方面，整個基因體之比較不僅提供

演化與生物化學之觀點，藉由微陣列研究、不同細胞轉譯體之比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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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增進對特殊生化分子機制之了解。

5.2.6.2 整合性基因體學與模型化

基因與基因產物並非獨自發揮功能，兩者常產生複雜之交互作用。

欲了解此系統，需要基因體、蛋白質體與新陳代謝相關之資訊，而資料

庫技術與計算科學之進展可促進這些不同資料型態之整合，協助研究者

建立基因型(genotype)與生物功能之關聯，並理解正常態與疾病狀態之

生理反應。而先進之模型化分析軟體則能提供疾病演繹現象之研究及治

療策略之資訊並分子病理學基礎之理解。

5.2.6.3 轉譯基因體學與個人化醫學

轉譯基因體學主旨在於尋求疾病基因體學之發現到臨床應用間之

具體發展。其中之一目的為提供可鑑定遺傳易感(hereditary susceptibility)

基因之資料與工具，以發現可能造成疾病發展與治療無效之基因變異。

改良生醫實驗方法、基因體實驗方法與計算生物學能加速轉譯基因體學

之發展，使技術充分應用於臨床醫學與疾病。而其發展將能改善目前藥

物治療主要缺點之一的個體間差異而導致之藥效不佳、副作用大、療效

因人而異等之缺點，而由對造成因子中之個體間基因體、年齡、性別與

生活環境不同的差異，提供臨學諮商參據。因此研發更有效之個別最佳

化治療方法可針對同一種表現型(phenotype)之疾病，但療程依隨個體基

因圖譜而選定。生物資訊學甚至可從基因角度進行適合個人基因體之藥

物開發，但成本之降低與精確率之提升仍為努力之目標。

5.2.6.4 邏輯運算技術、搜尋整理與資訊整合技術

未來隨著記憶體更便宜容量更大，以及 CPU 運算速度的大幅提

升，生物資訊將有更大之發展空間。新的網路平行運算已由 IBM之WCG

(world computation grid)成功實現於攸關人類公益之大型運算中。而我

國則由國立成功大學成為第一個加入此一世界性公益性網路平行運算

設群之大學。除此，新的資料搜尋、處理及整理並萃取有效資訊的技術

亦將伴隨人工智慧的發展以及奈微米邏輯元件科技與資料儲存技術的

提升而同時在軟硬體上在未來二十年中有革命性發展。進而運用於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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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平台。

5.2.7 奈米醫學(Nano Medicine)

奈米技術的發展，藉由物質在奈米尺度下呈現出迴異於巨觀尺度下的物

理、化學以及生物化學性質而得以運用於生醫之檢測與治療等方面。而由於

尺度上落於同一範疇，奈米科技與分子生物學科技間得以相互為用。

奈米生物技術在奈米生醫研發方面，大致涵蓋藥物傳遞（ drug

delivery）、磁振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顯影劑、奈

米生物檢測、奈米粒子生物分子鍵結技術及高熱治療（hyperthermia）等多

方領域。

5.2.7.1奈米生物檢測

舉例而言，當奈米技術能夠區分出健康和患病者D NA基因內碼排

列的差異性時，將可利用奈米技術來加以修正；生物晶片因為結構微

小，其偵測靈敏度極高，只需要極少量檢體即能檢驗出病因，生物晶片

一旦發展成功，從分子生物學角度出發，一次便可做多種檢驗，且不到

幾分鐘或幾秒鐘之內便可完成。能夠取代當今繁複的各項檢驗，可以讓

檢驗流程快速正確。

5.2.7.2奈米粒子生物分子鍵結技術

M13 phage是一種感染格蘭氏陰性菌的病毒，俗稱嗜菌體。M13 嗜

菌體經由篩選可以得到對目標分子具高度專一性之病毒株。而將嗜菌體

的高度專一性的特性應用在對於病變組織方面，未來可攜帶藥物進行專

一性毒殺，可達到標定式治療的目標。不同奈米材料也將對不同分子、

細胞，具有不同的毒殺性，本身經特殊設計後，也可達到標定式治療兼

影像的目的。

5.2.7.3藥物攜帶

奈米醫學將為基因治療提供新的解決問題方法.給基因治療帶來了

極大的希望。利用安全可靠的奈米載體來解決基因治療的關鍵問題。

dentrimer是呈樹狀結構的多聚物，大小在奈米尺寸間，可以攜帶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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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通過機體的防衛系統到達靶細胞內。dentrimer是呈樹狀結構的多聚

物，大小在奈米尺寸間，可以攜帶DNA安全通過機體的防衛系統到達

靶細胞內。dentrimer和其他polymer的不同是它的奈米結構，可根據人為

意願來確定它的合成次數以決定它的準確大小。它的表面可以像鉤子一

樣抓住有機藥物和DNA等，可使dentrimer的大小正好可引起細胞的胞飲

作用而使其進入細胞。一旦進入細胞，DNA就會被釋放出來與細胞的基

因融合在一起。對於基因治療來說，雖然此項研究尚處於研究早期，但

結果顯示這種合成的奈米物材料可能是更加安全的病毒載體替代物。

5.2.7.4藥物釋放

近年來新穎藥物開發的速度加快，特別是基因體及生物資訊的發

展，使得許多從前未知的蛋白質功能，得以迅速發現與判別。增加藥物

開發的標的(targets)。而各種高速篩檢的工具層出不窮，也使得有用新藥

開發機率大增。使得對於新型的藥物傳送系統的需求非常迫切。鑒於奈

米技術的諸多優點，奈米藥物傳送系統的開發希望能夠突破傳統方式的

瓶頸，採用直接修飾藥物，或是特殊劑型如乳化液或微脂粒的形式，以

物理包覆藥物的方式達到傳送的目的。

奈米微脂粒即為ㄧ例:驅動(trigger)微脂粒包覆藥物且釋放，即將微

脂粒設計為可控制釋放的微型載體，使藥物能夠被程序化(programmable)

的釋放出來，以增加藥物的生物可用效率(bioavalibility)，以提高藥效。

驅動微脂粒藥物釋放分為物理驅動釋放(physical trigger release)、化學驅

動釋放(chemical trigger release)和生物驅動釋放(biological trigger release)

三種方式。其中，物理性驅動微脂粒藥物釋放：微脂粒在包裹藥物後，

如能使微脂粒的穩定度增加的同時，則藥物釋放量減少，使得藥物吸收

率也相對的降低，因此利用磁場、熱、微波、雷射、超音波、電場、光

動力和血管剪應力等物理方式給予微脂粒脂雙層能量，使藥物能夠釋放

出來；化學方式驅動微脂粒藥物釋放：以體外(in vitro)模擬的方式，通

常在微脂粒懸浮液中加入界面活性劑的物質，使微脂粒的脂雙層結構因

為過量的界面活性劑嵌入進而使微脂粒脂雙層瓦解(collapse)而使藥物

大量漏出；在體內(in vivo)情況，以口服微脂粒藥物為例，酸鹼值敏感(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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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e)的微脂粒使藥物安全地經過胃酸的洗鍊再經由膽鹽(bile salt)的

瓦解使藥物在腸胃道被大量吸收；另外，當微脂粒完整地進入細胞內時

也因酸鹼值敏感(pH sensitive)的材質在接觸到核內體(endosome)時瓦解

使藥物在細胞內釋放；生物性驅動微脂粒藥物釋放：第一種反應是微脂

粒與脂蛋白或紅血球的脂質成份發生交換，導致微脂粒的脂雙層結構的

不完整，包覆在微脂粒中的物資被釋放於血液中。第二種的調理作用則

是微脂粒與血液中的血漿蛋白，如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s)，因為

吸附或是電荷的交互作用而結合。這些血漿蛋白上有接受器可被巨噬細

胞(macrophage)所辨識，進而把微脂粒吞噬，導致微脂粒從血液中被清

除。假設微脂粒在血液循環中未被清除，那麼特殊材質的微脂粒流經癌

症細胞的部位，被癌症細胞分泌的酵素PLA2 給切斷脂質，使藥物大量

釋放。微脂粒包覆藥物後與細胞間直接作用被有效吸收的藥物為最常

見，其作法方式有膜與膜之間的交換(intermembranetransfer)適用於脂溶

性藥物、接觸釋放(contact release)可在細胞膜附近釋放大量的水溶性。

5.2.7.5 MRI顯影

近年來功能磁性奈米微顆粒（functional magnetic nano-particles）在

基因科技與醫藥應用的研究已有許多進展，主要為核磁影像檢測、目標

導向藥劑、基因篩選或細胞分離、腫瘤治療等生醫用途。其中目標導向

藥劑，就是運用磁性微顆粒作為藥物載體(drug carriers)，由於鐵磁性鎳

或鈷顆粒可能致癌，所以多使用磁性氧化物，如Fe3O4和Fe2O3，作為藥

物載體。功能Fe3O4奈米顆粒可以化學法合成，再以界面活性劑作表面

處理，並加入飽和脂肪酸或脂肪酸混合物等，以音波震盪得到脂族微乳

液，或也可以甲基丙烯酸、聚苯乙烯等高分子包覆磁性顆粒。繼而將脂

類或高分子包覆的磁性顆粒與特定用途的藥物、抗體或蛋白結合形成複

合粒子。將這種載有高分子和蛋白的磁性奈米粒子做為藥物載體，注射

入生物體內，再於體外施以磁場，導航控制磁性微粒子在體內的移動，

使具藥物的複合微顆粒移置於病變部位，進行藥物釋放或治療的目的。

這類「磁性靶向藥劑」（magenetically targeted drug delivery）在醫

療臨床使用的優點是控制藥物在病變部位聚集，以提高其醫療效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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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肝或腎等由於藥物產生的副作用。功能磁性奈米顆粒已用於癌症細

胞的診斷和治療；由於癌細胞與正常細胞的表面醣鏈具有差異，於磁性

顆粒外部包覆物質結合特定抗體蛋白或分子，可以做為癌細胞檢測或治

療。

5.2.7.6奈米熱療法

功能磁性微顆粒可直接用於熱療法（hyperthermia）腫瘤醫治，例

如使用脂類包覆磁性顆粒（Magnetite Cationic Liposomes, MCLs）注射

入癌腫瘤區，施以高頻電磁輻射，磁性顆粒吸收電磁波能量而升高局部

區之溫度，因癌腫細胞對高溫度承受程度較正常細胞為低，控制輻射強

度與時間，使溫度達到癌腫細胞受損而不影響正常細胞，可以有效控制

癌腫瘤體積，在小老鼠和白兔等動物體內的臨床實驗，已證實這種局部

熱療的效果。核子醫學應用放射性同位素從事檢查及治療，雖然經特定

標記的放射性藥物可具臟器或組織選擇性聚集，但實際上放射性藥物會

隨時間在體內擴散，當進行多次或過量放射性輻射治療時，可能會反向

引起體內部分正常細胞受到傷害。以奈米磁顆粒結合放射性藥物，施加

外部磁場，作導引及控制，於臨床檢測或治療，則能減少放射性藥劑之

擴散，減低對正常組織傷害。

MRI顯影劑的開發及應用技術上，利用氧化鐵奈米粒子為核心開發

出以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 PEG）及樹枝狀高分子（dendrimer）

為包覆材料的氧化鐵奈米粒子，進行相關生物測試後，確立奈米粒子在

生物體內之分布，具有生物相容性及生物體內穩定性佳的優點。除利用

磁性之氧化鐵奈米粒子外，更進一步以Cy5螢光染劑修飾，開發同時具

有磁性及光性之奈米粒子；並開發葉酸（folate）修飾之氧化鐵磁性奈米

粒子，可專一性選擇而進入對葉酸受器過度表現之肝癌及乳癌腫瘤細

胞。

奈米粒子熱治療技術開發與應用上，以磁性奈米粒子作為熱源

（Heat Source），將之注入體內，使其於特定細胞中聚集，再藉由外加

磁場作用使磁性奈米粒子溫度升高，導致腫瘤細胞凋亡（apoptosis）；

另開發出具有高加熱速率及可調控溫度之鋅化鎂亞鐵奈米粒子（Mg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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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ite Particle），在周遭環境溫度達一特定溫度時即會停止加熱，將可

簡化熱治療所需儀器設備，並降低造成正常組織受損害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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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virtual-transition characteristic, harmonic generation mic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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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al higher harmonic generations, including second-harmonic-generation (SHG) and 

third-harmonic-generation (THG) processes are known to leave no energy deposition to the interacted 
matters due to the virtual-transition characteristic [1]. In contrast to the 
absorption-induced-fluorescence processes that require energy deposition and electron transitions, the 
higher harmonic generation processes provide the optical noninvasive nature desired for microscopy 
applications, especially for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the dynamic changes of live samples, including 
small animals and clinical patients [2,3]. Different from single-photon and multi-photon fluorescence, 
no cell damage and photobleaching effect is expected from the optical harmonic-generation proces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real electron-transition involved and the total generated harmonic photon 
energy has to be equal to the total annihilated photon energy. With a nonlinear nature similar to the 
multi-photon excited fluorescence, the generated SHG intensity depends on the square of the incident 
light intensity, while the generated THG intensity depends on the third power of the incident light 
intensity. These nonlinear dependencies allow localized excitations to enable intrinsic optical 
sectioning and a high three-dimensional resolution similar or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two-photon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Combining with a Cr:forsterite laser operating in the biological penetration 
window [2], harmonic generation microscopy is ideal fir longterm in vivo imaging with high cell 
viability, high 3D spatial resolution, and high penetration capability [2,3].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review our recent development of harmonic generation microscopy, which provide high-penetration 
non-invasive intravital optical microscopic images. Contrast mechanisms of higher harmonic 
generation microscopy will be discussed [1], with a focus on intravital imaging. Examples of longterm 
small animal imaging, including noninvasive embryonic studies and virtual biopsy, will be presented. 
Molecular imaging capability based on nanoparticles and acetic acid will be demonstrated. 
Fiber-optical endoscopic system development will also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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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intensity, while the generated THG intensity depends on the third power of the incident light 
intensity. These nonlinear dependencies allow localized excitations to enable intrinsic optical 
sectioning and a high three-dimensional resolution similar or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two-photon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Combining with a Cr:forsterite laser operating in the biological penetration 
window [2], harmonic generation microscopy is ideal fir longterm in vivo imaging with high cell 
viability, high 3D spatial resolution, and high penetration capability [2,3].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review our recent development of harmonic generation microscopy, which provide high-penetration 
non-invasive intravital optical microscopic images. Contrast mechanisms of higher harmonic 
generation microscopy will be discussed [1], with a focus on intravital imaging. Examples of longterm 
small animal imaging, including noninvasive embryonic studies and virtual biopsy, will be presented. 
Molecular imaging capability based on nanoparticles and acetic acid will be demonstrated. 
Fiber-optical endoscopic system development will also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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