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人文暨社會學院院長
中山醫學大學   生醫中心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   醫管系所教授
中華民國醫療精算學會 理事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顧問
台中市醫師公會顧問
考試院考選部
典試委員/命題委員/閱卷委員
愛恩佳  醫療科技 研發顧問

白佳原 院長

醫學科技創新之專利研發歷程

Email: jerrypai7@gmail.com 

TEL: 04-22601495



個人簡介: 學歷
2

● 美國杜蘭大學  醫務管理學 

博士

● 中國醫藥學院 醫療財務管

理  碩士

● 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公共

衛生學系公共衛生  學士

http://tulane.edu/


個人簡介:經歷 I

3

● 秀傳紀念醫院ISO推動 總顧問  

● 中山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主任 

● 中山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創系主任 

● 中山醫學院暨附設醫院人事室 主任 

● 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室 特別助理 

● Visiting Professor, Saint Louis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

3



個人簡介:經歷II

4

●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品會 執行

● 中國醫藥學院醫務管理學系 創系副主任

● 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 ISO委員會 執行長

●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衛生醫療組 諮詢委員

4



 ■  獲獎紀錄: 
「2011韓國CIGIF國際發明展」發明競賽－金牌獎

「2011韓國CIGIF國際發明展」發明競賽－愛迪生發明獎

背部復健醫療按摩裝置
5



 ■  獲獎紀錄:
「2011韓國綠生活發明展」發明競賽－金牌獎、特別獎

空氣濾淨風動防護椅
6



磁浮電子口罩

 ■ 獲獎紀錄:
「2011韓國CIGIF國際發明展」發明競賽－金牌獎 
「2011台北國際發明展」發明競賽－金牌獎 

7



 ■  獲獎紀錄
「2011韓國CIGIF國際發明展」發明競賽－銀牌獎 
「2011韓國綠生活發明展」發明競賽－銀牌獎 
「2011台北國際發明展」發明競賽－銅牌獎 

醫療感應式空調控制裝置



專利動力呼吸器－森呼吸
「2017台北國際發明展」發明競賽－金牌獎 
 ■ 醫療防疫等級，符合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NIOSH)之

NIOSH 42 CFR Part84標準。

9

專利動力呼吸器
PAPR

專利隨身型空氣清淨機
森呼吸



史上唯一大滿貫三
面金牌

十年研發意志堅
千金散盡何時還
百年樹人齊卓越
金牌院長終得歸

10

「2011台北國際發明展」發明競賽－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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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無刷馬達五萬小時測試報告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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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ROHS 2011 / 65 EUA AnnexII標準之無
毒ABS材質檢驗報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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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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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證書
22

專利證號：新型第M465918號 專利證號：設計第D161066號



研究團隊合影
23

中山醫學大學暨附設醫院研究團隊合影（由左至右 賴德仁校長、周汝川前董事
長、白佳原主任、周明仁董事長、呂克桓院長）



個人簡介:已取得之專利
24

專利名稱 國別 專利號碼 發明人 專利權人 核准日期

動力式呼吸過濾器 台灣 D161066 白佳原
等

白佳原
2014.6-
2025.6

可變換使用形式之動力過
濾式裝置

台灣 M465918 白佳原
等

白佳原
2013.11-
2023.6

用於特殊需求者之輔助約
束裝置

台灣 M452762 白佳原 白佳原
2013.5-
2022.6

具有可變送風狀態之裝置
的口罩

台灣 M451149 白佳原 白佳原
2013.4-
2022.6

咳嗽記錄裝置 台灣 M446374 白佳原 白佳原
2013.2-
2022.6

具有固定式活動空間的手
部防抓裝置

台灣 M369136 白佳原
陳鈺如

白佳原
2009.11-
2019.7



個人簡介:已取得之專利
25

專利名稱 國別 專利號碼 發明人 專利權人 核准日期

感應式空調控制裝置 台灣 M369438 白佳原
周明仁

白佳原
2009.11-
2019.7

防止飛沫傳染之送風座椅 台灣 M374800 白佳原
周明仁

白佳原
2010.3-
2019.9

具有磁吸部的泡鑷鑵 台灣 M397257 白佳原 白佳原
2011.2-
2020/8

背部按摩裝置 台灣 M371545 白佳原 白佳原
2010.1-
2019.8

複合式床體結構 台灣 M374801 白佳原
陳鈺如

白佳原
2010.3-
2019.9

可產生正壓之具有微型風
扇組件及抽換式濾材之軟
質口罩

台灣 M414244
白佳原
周明仁
呂克桓

白佳原

   
2011.1
0-2021.
6



訪問研究(美國-聖路易斯大學)
26

於美國SAINT LOUIS UNIVERSITY聖路易斯大學訪問研究



訪問研究(日本東京醫科大學附設醫院)
27

於日本東京醫科大學附設醫院訪問研究



海外參訪

28



海外參訪

29



新醫療技術診療項目之經濟效益評估研究 
年度：105年，委託單位：健保署，主持人：白佳原

新醫療技術經濟效益評估

評估方法：(比較療效與成本)
• 系統性文獻回顧

• 成本效用Cost -utility analysis

• 外部性分析

• 敏感度分析

• 財務衝擊評估

待審

評估項目：

• 迷走神經刺激術

• 分子吸附循環系統

• 質子治療

• B型肝炎、C型肝炎

評估後給予是否可納入健保之建議



台灣開放式醫療制度可行方案之研析

年度：105年，委託單位：衛生福利部，主持人：白佳原

探討及分析美國開放式醫療制度

系統性文獻回顧

1. 美國AHMC仁愛醫療機構合作

2. UNLV健康管理學院教授合作

研析開放式醫師制度應用於台灣之可行方案

台灣醫師制度現況擬定給予之改善方法及建議



公共運輸系統室內空氣品質監測管理及改善

年度：105年，委託單位：科技部/環保署，主持人：白佳原

公共運輸空氣品質採樣

測量項目：

1. 懸浮微粒PM2.5
2. 甲醛

3. 一氧化碳

4. 二氧化碳

5. 臭氧

6. VOC

公共運輸項目：

1. 高鐵

2. 火車

3. 公車

4. 捷運

測量地點：

1. 台北

2. 台中

3. 高雄



醫院空氣品質手術煙霧監測

年度：105年，主持人：白佳原

醫院空氣品質手術煙霧產生狀況

測量項目：

1. 懸浮微粒

2. PAHs

分析不同手術類型、時間長短及電刀
使用功率對煙霧產生之影響

研擬手術煙霧收集及排除之有效方法



各醫院空氣品質檢測

滅菌儲放區 手術用品配盤區 外科加護病房 病房內

呼吸加護病房 病房走廊 恢復室

懸浮微粒

34



苗栗大眾醫院手術房

空氣品質檢測 – 懸浮微粒

35



台中榮民總醫院手術房 懸浮微粒

36



以資通訊科技強化日間照顧中心服務品質

年度：104年，委託單位：衛生福利部，主持人：白佳原

日間照顧服務中心

建立資通訊系統

結合醫療、資訊、通訊達成雲端醫療之服務

設置智能生理醫療儀器

互動式的雲端健康管理系統

醫療服務滿意度調查

健康促進

慢性病管理安全監測

血壓、體溫上傳至雲端

PZB Model 問卷



• 白佳原 計畫主持人衛生福利部 2015/07-2016/03 

以資通訊科技強化日間照顧中心服務品質

資通訊系統

Web化資訊服務網模組導入

日照資料模組

健康服務模組

系統建置模組

社工管理模組

決策報表模組

Web服務模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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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通訊科技強化日間照顧中心服務品質



以資通訊科技強化日間照顧中心服務品質
年度：104年，委託單位：衛生福利部，主持人：白佳原

WiFi生
理
儀
器
組

掃描器

醫療生理儀器及配備



過去執行之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擔任工作 補助機關 起迄年月

推動科技交流及科技環
境建置計畫

主持人 行政院衛生署
2013/01/01~ 
2013/12/31

智慧醫療與資訊安全整
合系統

主持人 教育部
2013/09/01~ 

2013/2/28

以民眾角度探討健保醫
療品質資訊公開內容

主持人 中央健保局
2012/06/20~ 
2012/12/19

推動科技交流及科技環
境建置計畫

主持人 行政院衛生署
2012/04/01~ 
2012/12/31

主持人 行政院衛生署
2011/04/01

~2011/12/31

主持人 行政院衛生署
2013/01/01~ 
2013/12/31

40



計畫名稱 計畫擔任工作 補助機關 起迄年月

智慧醫療與資訊安全
整合系統

主持人 教育部
2013/09/01~ 

2013/2/28
建立全國個人防護裝
備資源配置效益最佳
化模式

主持人 行政院衛生署
2011/01/01 ~ 
2011/12/31

醫院執行國際醫院評
鑑之成效評估

共同主持人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

教醫院
2010/08/01 ~ 
2011/07/31

醫療級空氣清淨機研
發之評估計劃

計畫主持人
經濟部技術處 

(科專計畫：學界協助中小企
業科技關懷計畫)

2010/08/01 ~ 
2010/12/31

運用RFID與Zigbee無
線感技術於醫療電子
產品開發之評估

計畫主持人
經濟部技術處

 (科專計畫：學界協助中小

企業科技關懷計畫)

2010/07/01 ~ 
2010/12/31

過去執行之研究計畫

41



計畫名稱 計畫擔任工作 補助機關 起迄年月

大臺中地區衛生醫療政策委
託研究案

計畫主持人 台中市衛生局
2010/01/01 ~ 
2010/04/30

大臺中地區衛生醫療政策研
究案

主持人 台中市衛生局
2010/01/01 ~ 
2010/04/30

比較醫院執行國際品質管理
系統驗證與國際醫療評鑑之
成效評估

共同主持人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2010/01/01 ~ 
2010/12/31

可攜式HEPA級車用空氣清
淨機研發與設計

主持人 科技部
2011/08/01~
2011/07/31

將醫療照護科技以「問題導
向學習」應用於高中

主持人 科技部
2011/11/01~
2011/07/31

危機總動員─太陽能發電及
緊急防護醫療系統

主持人 科技部
2012/10/1~
2013/5/30

醫院附設之洗腎中心與私人
經營之洗腎機構病

主持人 科技部
2006/7/4~
2007/2/28



古都電台採訪 2016

古都電台專訪短片(10 mi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IghPX5yq4

4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IghPX5yq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IghPX5yq4


媒體採訪-聯合報

聯合報－採訪白佳原院長，訪問醫療院所手術室空氣品質，包含12項專利與
多項發明金牌。 44



45

全文網址: 目睹SARS恐慌 他發明
電子口罩 | 台灣百寶鄉 | 地方新聞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DOMESTIC/
DOM1/7032085.shtml#ixzz1spVvd
QQN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1/7032085.shtml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1/7032085.shtml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1/7032085.shtml


研發成果: 醫療空氣品質
46

醫療空氣品質管理，空氣品
質管理技術與應用研討會，
台灣省冷凍空調技師公會。

醫療級空氣清淨機
中山醫學大學 生醫產業研究中心

04-22601495 │allenpai7@gmail.com 
2010年8月6日，台中全國大飯店



•概念

•種類

•優、缺點

•申請

47

專利介紹



何謂專利?
48

● A patent is a set of exclusive rights granted by a 
stat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an inventor or 
their assignee for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in 
exchange for a public disclosure of an invention.
○ exclusive rights (排他權)的概念

○ 國家授予專利申請權人(發明人或其受讓人)
○ 具有一定的期間

○ 發明資訊的公開揭露



我國專利法規定之專利種類
49

專利種類 定義 申請要件 專利權期限

發明專利 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
之 技 術 思 想 之 創 作 
(§21)

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
明、新穎性、進步性 
(§22)

自申請日起算
20年屆滿(§51)

新型專利 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
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
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
作(§93)

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
明、新穎性、進步性 
(§94)

自申請日起算
10 年 屆 滿
(§101)

新式樣專利 新式樣，指對物品之形
狀、花紋、色彩或其結
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
作；聯合新式樣，指同
一人因襲其原新式樣之
創作且構成近似者。
(§109)

產業上可利用性、新穎
性、創作性(§110)

自申請日起算
12 年 屆 滿
(§113)



Something you must know !!!
50

◻ 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保護標之不同  
⬜ 發明與新型之保護標的不同，發明較廣，包括方法、物

品(有一定空間型態)、物質(無一定空間型態)、生物材
料及其利用；

⬜ 新型則僅及於物品。

◻ 新式樣專利與新型及發明專利之區別
⬜ 新式樣專利應著重於視覺效果之增進強化，藉商品之

造形提昇其品質感受，吸引一般消費者之視覺注意，進
而產生購買之興趣者

⬜ 新型專利及發明專利則在於其功能、技術、製造及使用
方便性等方面之改進。

資料來源：智財局



何謂專利權?
51

● 專利權是一種排他權「專有」排除非專利權人
未經其同意而製造、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
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

● 當任何人有一發明或創作，為維護其權益，向
智財局提出申請，經過審查認為符合專利法之
規定，而授與專利權，這種權利就是專利權。



我國專利法關於專利權之規定 I
52

● 中華民國專利法§56
○ 物品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
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
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

○ 方法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
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該方法及使用、為販賣之要
約、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
之權。



我國專利法關於專利權之規定 II
53

● 中華民國專利法§106
○ 新型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
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
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新型專利物品之權。

● 中華民國專利法§123
○ 新式樣專利權人就其指定新式樣所施予之物品，除
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
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 而進
口該新式樣及近似新式樣專利物品之權。 



專利權取得之優點、缺點
54

● 優點：商業競爭的防禦與攻擊武器
○ 以防禦面來說擁有完整的專利可以防止同行拿相
同的申請專利來攻擊我方，亦可遏止同行從事相同
產品的製造或研發相同之產品。

○ 就攻擊面來說可以去控告無所有權之人不得從事
製造或生產，若已經在製造或販售的廠商亦可以此
為談判的籌碼，要求其侵權方接受授權，達到雙贏
的局面。

● 缺點：
○ 資訊的公開揭露



摩托羅拉控告RIM侵權

● 摩托羅拉先前於美東時間2010年1月22日宣布，已向美
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遞狀控訴黑莓機大廠RIM侵犯
該公司五項專利權，並藉由進口、販售這些侵權產品進
行不公平交易。上述遭到侵犯的五項專利權與摩托羅
拉早期研發的重要技術領域相關，例如Wi-Fi連接、應
用程式管理、使用者介面以及電源管理技術等。摩托羅
拉要求ITC對RIM的侵權情況展開調查，並發出全面禁
止進口令(Exclusion Order)，禁止RIM的侵權產品在美
國進口、販售、行銷與存貨。

資料來源：摩托羅拉與RIM專利爭訟和解 簽互相授權協議，Money DJ理財網
http://www.fund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f5c8d848-259c-4fb6-a3aa-f6eccda8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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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und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f5c8d848-259c-4fb6-a3aa-f6eccda8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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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戰？爭訂單？
奇美電 中、美同步控SONY

既是重點爭取客戶 又與鴻海長期合作 針對
BRAVIA液晶電視、Cybershot數位相機等產

品 聲請美國禁止銷售 

● 國內最大的面板廠奇美電子2010/7/7在美國、中國大陸
兩地同步對索尼（SONY）提出專利權侵權訴訟，並針對
索尼旗下最暢銷產品，包括BRAVIA液晶電視、
Cybershot數位相機、數位相框等產品，要求侵權損害賠
償，並向美國法院聲請禁止索尼在美國販售相關侵權產
品。

資料來源：2010-07-08/聯合報/A12版/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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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達電告蘋果侵權 促禁售 iPad 
2010年3月被蘋果告20項侵權 

2010年5月13日在美正式反擊捍衛5專利

◻ 蘋果3月間指控宏達電侵犯蘋果的20項專利，而且除
了向ITC提告外，還在德拉瓦州的美國地區法院提起
訴訟。

◻ 2010年5月13日正式反擊，宏達電也對蘋果電腦提出
專利侵權訴訟，主張蘋果產品侵害宏達電五項專利權
，請求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禁止美商蘋果公司
進口及於美國販售iPhone、iPad及iPod產品。

資料來源：2010-05-14/聯合報/AA1版/財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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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笙要以戰逼和告明基瑞昱佳世達

◻ 美國湯姆笙授權（Thomson Licensing SAS）和法
國湯姆笙授權（Thomson Licensing LLC），16日
向美國德拉瓦地方（Delaware District Court）提
出侵權訴訟，控告明基、佳世達和瑞昱等，侵害
其液晶顯示產品專利。

◻ 這並非湯姆笙和明基間的首次訴訟，2005年湯
姆笙曾控告明基和友達侵權，明基和友達也反
告，最後以和解收場，雙方簽署授權合約，後來
明基和佳世達在2007年分家，授權合約也由佳
世達沿用。

資料來源：2010-09-19/經濟日報/A3版/台股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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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訴訟，Cirrex System控告InfraReDx
◻ 2010年5月12日，美國喬治亞州一家光纖光束技術研

發廠商Cirrex System控告德拉瓦州的醫療器材製造商
InfraReDx涉嫌三項專利侵權行為，全案目前由紐約
州南部聯邦地院負責審理調查。

◻ 系爭產品為InfraReDx公司所生產的冠狀動脈偵測儀
器Lipiscan，此機器可以透過光纖光束的應用檢視病
人的冠狀動脈，並進一步做心臟病的防範與治療。

◻ Cirrex System聲稱，專利726曾經給予InfraReDx該專
利使用授權，然而在後續專利477與專利791的洽談專
利授權，InfraReDx卻選擇拒絕協商，因而衍生本次的
專利訴訟。

資料來源：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科技產業資訊室整理，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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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軒與船井專利糾紛和解

● 瑞軒與日本船井的專利糾紛宣告落幕，瑞軒表示，雙方已
經達成和解協議，雙方將撤銷所有在美國未決訴訟。 

● 日本船井與VIZIO Inc.、瑞軒和蘇州樂軒電子簽訂了和解
協議及交互授權協議，不過協議內容不公開。 

● 2007年，船井電機在美對台灣瑞軒、VIZIO等11家液晶電
視廠商提起侵權訴訟，要求液晶電視禁止銷美，VIZIO也
對船井電機提出反擊，向加州地方法院提交了一分反托
拉斯和不公平競爭訴訟。 

●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最近在美國時間5月26日裁定，瑞
軒迴避設計產品並無侵犯船井公司權利，讓該案走向和
解之路。 

資料來源：2010-06-03/聯合報/AA2版/股市．基金



我國專利申請-申請資格
61

● 由專利申請權人向智財局申請之

● 專利申請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
定外，指發明人、創作人或 其受讓人或繼承人

●  申請權人為雇用人、受讓人或繼承人時，應敘
明發明人姓名，並附具僱傭 、受讓或繼承證明
文件。

資料來源：專利法§5，§25，§10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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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產品之特點

•醫療專利研發應具備之專長

•醫療專利研發完成後之經濟效益

專利研發與申請
經驗歷程

62



醫療保健產品之特點

● 高附加價值，例如OR tool具有很高的利潤

● 研發時程較長且開發成本高

● 須花費大量時間與金錢取得相關認證

● 市場較為封閉且進入障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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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理論與
實務之專業
知識

良好的人
格特質

資金需求評
估與投入

實驗室及相
關實驗設備

醫療專利研發



醫療專利研發應具備之專長 I

● 專業知識(理論與實務)
○ 醫學：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微生物與免疫學、
病毒、細菌、環境醫學、有機化學、無機化學、藥物
學、內外科及各科醫學知識與原理

○ 工業：物理、流體力學、機械、電子、電機、自動控
制、人因工程、設計….

○ 企管管理：會計、財務、行銷、價格策略、合夥/獨資
與公司治理

○ 實務：MOCA、模具、塑膠材料、鋰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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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專利研發應具備之專長 II

● 個人特質

○ 敏銳的觀察力、創造力與企圖心

○ 良好的人際關係與網絡關係

● 實驗室及相關實驗設備

○ 電磁波儀器、 照度計、壓力計、空氣品質測量計(懸
浮微粒、TVOC 、CO 、CO2 、甲醛)、風速計、拉力
計、風洞實驗室

● 資金需求評估與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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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專利研發完成後之經濟效益 I

● 專利權賣斷→通常不太容易

● 技術移轉
○ 包括購買機械設備或整廠輸入(turn-key)、購買技
術、技術授權、衍生公司、合資(joint venture)…

○ 採技術授權方式者，回饋通常為產品利潤之1%~5%
● 專利權之技術入股

○ 以專利權為無形資產作價出資，取得公司股份

○ 通常獲利率為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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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專利研發完成後之經濟效益 II

● 自行開發、製造與銷售

○ 獲利率約為20%~40%
○ 但面臨的挑戰較高，包括產品通路開發、行銷推
廣、庫存管理、物流系統、資金投入、入股與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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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生命週期圖

預估自產品
導入市場至
退出市場，
約可獲利
1000~5000萬
元/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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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固定式活動空間的手部防抓裝置
• 感應式空調控制裝置
• 背部按摩裝置
• 防止飛沫傳染之送風座椅
• 複合式床體結構
• 磁浮電子口罩
• 空氣清淨機相關技術專利研發
• PAPR, POWERED AIR-PURIFYING 

PARTICULATE RESPI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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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研發與申請
實例介紹



具有固定式活動空間的手部防
抓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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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研發與設計理念
72

傳統約束裝置

綁住手部相當不人
道，影響活動範圍

病患家屬容易反感

影響醫療院所的評
鑑

具有固定式活動空間
的手部防抓裝置

約束部同時讓手部可伸展
活動並限制手部主動接觸
物件 

手臂仍可自由活動

操作簡單，易於使用未能達到醫
療院所

使用約束物
件的用意



技術關鍵性
73

● 具有固定式活動空間的手部防抓裝置，其兼具
約束部同時讓手部可伸展活動並限制手部主
動接觸物件、手臂仍可自由活動與結束簡單易
於使用之功效。 

● 以較低成本，簡易操作的設計，解決傳統約束
裝置所面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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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歷程
75

原型設計

➢中山醫學大學

醫研部:周明仁教授, 
白佳原教授

護理部：陳鈺如督
導, 賴美玉護理長

德昌專利事務所
(專利申請與討論)

產品試作

➢中山醫學大學生醫中心

➢通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成
品製造)
➢聚原科技有限公司(產品試
作與測試)
➢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試作與測試)
➢敦太企業有限公司(原料與
半成品之提供)

產品改良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進行約束部之角度
調整)



感應式空調控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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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應用場域
77

● 感應式空調控裝置(專利
證號：M369438)，主要應
用於ICU與OR，能夠自動
調整送風量，同時具有節
能及清淨空氣的功效。



裝置說明
78

● 本項感應式空調控制裝置之相關元件及系統，主
要有：
○ 醫護感應元件，主要供醫護人員配帶；
○ 病患感應元件，主要供病患配帶；
○ 感應系統，包括感應裝置及空調控制裝置

● 感應裝置係設於某一預定醫療場合之人員出入位
置，用以感應進出該預定醫療場合之人數及類別，
並依感應類別之不同而發送不同之訊號至該空調
控制裝置；而該空調控制裝置係依該感應裝置所
傳送之訊號而控制該預定醫療場合內之空調送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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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式空調運作裝置實施簡圖

本項感應式空調控
制裝置之相關元件
及系統，主要有：

• 醫護感應元件

• 病患感應元件

• 感應系統



專利研發與設計理念
80

● 自動控制

資料來源：卓清松，醫院空調節能與系統設計措施



專利研發與設計理念
81

● 節能

資料來源：卓清松，醫院空調節能與系統設計措施



專利研發與設計理念
82

● 空氣清潔

資料來源：蔡尤溪、胡石政、李旺朝 ，降低醫院感染之空調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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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reader and tag

RFID讀取器及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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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式空調控制系統電腦操作介面

研究團隊所開發
出來的空調控制
裝置，風量會隨
著配帶RFID標籤
人員之進出狀況
，自動調整送風
量，圖中綠色表
示人員在感測範
圍，黑色表示不
在感測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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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控制裝置及空調風扇馬達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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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控制裝置及空調風扇馬達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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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控制裝置電路板設計



2010年台北國際發明展參展實品

88



2010年台北國際發明展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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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台北國際發明展參展實品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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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部按摩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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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裝置主要包括床體、影像擷取
裝置、按壓裝置、支架部以及控制
裝置。

◻ 床體具有一趴臥部，此趴臥部可進
行移動，而按壓裝置亦可進行移
動。

◻ 影像擷取裝置擷取使用者之影像，
並依使用者的身高資訊，計算出與
使用者個人相關的座標系統，依此
作為控制裝置之設定，準確地控制
所需的按壓位置。

92

影像擷取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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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體、按壓裝置、支架部以及控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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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控制裝置與雙重油壓控制及控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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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部按摩裝置說明影片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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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部按摩裝置說明影片II



國內外國際參展獲獎
97

● 2011年韓國CIGIF國際發明展

● 韓國綠生活發明展

● 台北國際發明展

● 榮獲7金2銀1銅
● 愛迪生發明獎

● 大會特別獎



防止飛沫傳染之送風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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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說明
99

● 本專利作品包括一座椅部以及三個以上的送
風裝置，供醫師看診時使用，目的在於防止醫
師於看診時受到病人的飛沫傳染。百日咳(B. 
pertussis)、流感病毒(influenza virus)、腺病毒
(adenovirus)、鼻病毒(rhinovirus)、腦膜炎雙球
菌(N. meningitidis)及A群鏈球菌(A 
streptococcus). H1N1,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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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風座椅運作示意圖I

防止飛沫傳染之
送風診療座椅
，10為座椅部，20
為送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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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風座椅運作示意圖II

• 導入RFID與
Zigbee無線感
測技術於此診
療椅之運用

• 送風座椅後方
管路可接至
HEPA空調系
統或醫療級空
氣清淨機，以
過濾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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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風診療座椅實作圖

診療椅座把手下方
之送風裝置

診療椅座下方之送風裝置



複合式床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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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創作為一種具有磁吸部的泡鑷罐，該泡鑷罐係用以設置至
少一鑷子，該泡鑷罐並具有：一容納內部，係位於該泡鑷罐之內；
一外週面部，係位於該泡鑷罐之外，並具有一連結區域；一磁吸
裝置，係連結於外週面部之連結區域上，該鑷子係磁吸於該磁吸
裝置上；藉此，當該泡鑷罐被晃動，該鑷子係磁吸於該磁吸裝置
而不會與該泡鑷罐相互碰觸，可減少因碰觸而產生的噪音。

具有磁吸部的泡鑷罐 (專利證號M39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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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泡鑷罐，鑷子會與該
泡鑷罐相互碰觸因而產生
的噪音



具有磁吸部的泡
鑷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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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浮電子口罩
114



空氣清淨機相關技術專利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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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塑毒濃度   台灣全球之冠

● 媒體報導，成大副校長蘇慧貞、環境醫學研究所教授李
俊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副教
授李家偉等人的研究團隊，自民國96年起持續3年，針
對193名2歲-12歲的兒童進行追蹤，發現台灣居家環
境過度使用塑膠容器，使女童性早熟和兒童罹患氣喘
的比例增加。研究並發現，台灣居家環境中，每克灰塵
含DEHP平均濃度高達1.37毫克，等於灰塵中高達
90%都是DEHP，是國際間濃度最高。
李俊璋說，DEHP普遍應用在各種塑膠製品、玩具、清
潔劑等生活用品中；家中地板若經常打蠟，父母在塑
膠、油漆、化妝品等工廠上班，家中的DEHP濃度也較
一般家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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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空汙太嚴重 全球倒數第六

● 台灣的空氣汙染有多嚴重？多位醫界及民間團體今天
在記者會上強調，台灣空汙的嚴重性，在WHO細懸浮
微粒（PM2.5）公告數值的38個國家中，排32名。此外，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葉光芃醫師也表示，南部汙染
值是北部的3-4倍，更是政府應立即重視的議題。由台
灣多個民間團體共同主辦的「細懸浮微粒（PM2.5）對國
人健康影響與對策高峰會」即將在本周日舉行，今天也
在立法院舉辦會前記者會，包括婦產科醫學會、台灣女
人連線、台灣生態學會、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等團體
，都到場說明台灣空氣汙染的目前現況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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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級抗過敏空氣清淨機  AF-300/H/U
118

1. 多層濾網設計，能捕捉
99.999%空氣中之懸浮微粒

2. TiO2光觸媒蜂巢式濾網，有效
抑制滅絕細菌與黴菌，殺菌力
媲美手術室之規格

3. 獨家無聲離心扇設計，超靜音
，大風量

4. 採用直流變頻無刷馬達，超節
能省電

5. 日本原裝進口懸浮微粒感知
器，有效偵測室內空氣品質

聚原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04-22605531     傳真：04-22605531 
®2009-2010 All Right Reserved │Privacy 

Polic│allenpai7@gmail.com



1.多層濾網設計，捕捉
99.99%空氣中之懸浮微粒。
2.完善風道設計，濾淨效果再
升級。
3.首創採用學界自行研發高
效率無聲離心扇。
4.唯一採用100%純天然椰子
殼顆粒活性碳濾網。。
5.獨家採用直流變頻無刷馬
達，節能省電最專業。
6.業界首創無段變度旋轉式
風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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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級抗過敏空氣清淨機  AF-150

聚原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04-22605531     傳真：04-22605531 
®2009-2010 All Right Reserved │Privacy 

Polic│allenpai7@gmail.com



PAPR, Powered Air-purifying Particulate 
Respirators

120

緊急醫療防護系統

多功能動力式呼吸器
(PAPR)

SARS時使用之動力式呼
吸器

主要組件包括主機、高
效能濾網、電池、腰帶、
呼吸管、頭罩，提供乾淨
的正壓空氣至防護具面
體內。

PAPR 3D設計圖



121

市面上PAPR缺點

● 購置成本較高

● 配製了電池而形成體積較為龐大，並有些微的噪音困
擾

● 並不是絕對的正壓式防護具(也就是說外界污染物仍可
能經漏縫進入防護具內)

● 而且需要較嚴密的穿戴訓練及保養維護方能發揮應有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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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淪陷// H7N9 上海首見家庭群聚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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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7N9禽流感疫情已跳脫華東地區，蔓延到千里之外的
北京市，一名七歲女孩確診感染H7N9，是北京首起感染
病例；此外，上海也出現首起「家庭群聚感染」，一對夫妻
先後染病。目前中國確診病例達四十九例，其中十一人
死亡。

● 7歲女童確診 北京緊張

● 北京市衛生局指出，七歲姚姓女孩於十一日上午九時出
現發燒、喉嚨痛、咳嗽、頭痛等症狀，父母帶她就醫。院
方以克流感救治，當晚情況惡化後轉至加護病房，十三
日凌晨確診出H7N9病毒，目前她的呼吸改善、體溫下降
，情況轉趨穩定。姚姓女童的父母從事活禽交易工作，經
隔離觀察，迄今未出現感染症狀。

● 上海三月底出現疫情後，北京即禁止活禽交易與釋放鴿
子。北京人口逾兩千萬人，昨天傳出第一起確診病例後，
當地民眾十分緊張，不少網友透過微博呼籲朋友要多休
息、少出門。當局則在姚家居住的北京東北區撲殺了五
百餘隻鳥禽，並下令儲存克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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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P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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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防護裝置產業現況

● 空氣品質議題漸受重視

● 跨領域技術整合競爭力高

● 國內沒有生產醫用PAPR之廠商，皆以代理商為主。自
行生產，將可減少上游廠商的層層剝削。當疫情發生時
，能確保台灣自主供應貨源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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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改良後克服優勢

● 加強過濾功能

● 縮小電池體積與重量

● 降低噪音，以防緊急時刻配戴時妨礙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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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應用範圍

醫護人員使用

乘客/機組員飛機上使用

車內使用

前往中國大陸旅遊/洽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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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r-救護車專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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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設太陽能板應變成為各種緊急應變中心



2014年 愛恩佳醫療級空氣清淨機之網頁在Google關鍵字搜尋引
擎排名結果躍升至第二名，點擊曝光區域遍及歐、亞、非與北美
各洲, 涵蓋包括台灣、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加拿大、
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埃及、北京、上海、廣東、香港、澳

門......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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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恩佳空氣清淨機之網頁曝光提升至Google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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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愛恩佳醫療級空氣清淨機網頁Google關
鍵字搜尋引擎排明結果躍升至第一名】



醫療級抗過敏空氣清淨機  PAPR動力呼吸器
132

本所檔號

Our Ref
 5260-17.DA

國別/種類

Nation/Type
 中華民國/設計專利申請

案件名稱

Case Title
動力式呼吸過濾器

申 請 人

Applicant
聚原科技有限公司

發 明 人

Inventor(s)

 [1] 白佳原      [2] 呂克桓
 [3] 王開弘      [4] 侯建廷

申 請 日

Application 

Date

102年 6 月 3日

申 請 號

Application 

No.

 
 102303931

特徵簡述

Summary
矩形穩固之餘不脫傾斜彎弧之精巧時尚息
氣



醫療級抗過敏空氣清淨機-專利研發規劃

● 風扇設計

○ 高效率無聲離心扇，低噪音、大風量，得安靜迅速
的潔淨空氣品質

● 氣密設計

○ 100%氣密設計，能夠徹底杜絕濾網更換時之塵蟎
飛揚，確保乾淨無污染之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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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R之研發規劃
134

    本研究在於改善傳統PAPR之
缺點與彌補其限制，使其能充分
用於醫療產業上。包含電池、馬
達、面罩形狀改良更適合東方人
的面孔，使其更為貼合，並希望藉
此改善馬達運轉產生之噪音做出
控制並且根據使用者之需要調整
其送風量，以使PAPR更適合醫院
場所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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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R研發之結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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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認證

國際認證論壇 紡織綜合所

SGS 瑞士通用公證行
英國認可服務組織

ISO 9001 認證

日本紡織檢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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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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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效能檢測

● 經由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環境
工程與管理研究所室內環境
品質研究中心檢測

● AF-150   懸浮微粒除去效果
大於 99.9%



1.5年50000小時直流無刷馬達
2.使用無毒電鍍螺絲，全氣密式設
  計  
3.專業醫療級HEPA濾網與高效能
活
  性碳濾網，經SGS測試檢驗，符
  合美國DOE與歐盟EN 1822：2009
  之標準；即可過濾0.3微米懸浮
  微粒高達99.99%  
4.指向性傳送高防護係數之正壓過
  濾後的潔淨空
  
  

139

森呼吸系列  AF-G2000/G2000N

聚原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04-22605531     傳真：04-22605531 
®2009-2010 All Right Reserved │Privacy 

Policy│allenpai7@gmail.com



5.每分鐘傳送大於200L/Min之
  潔淨空氣
6.符合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NIOSH)之NIOSH 42 
  CFR Part 84之標準
7.整台機體之外殼與內層塑材
  均使用符合歐盟ROHS 2011
  ／65／EU Annex II標準之
  無毒ABS材質，不含鎘、汞
  、鉛、六價鉻及多溴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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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呼吸系列  AF-G2000/G2000N

聚原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04-22605531     傳真：04-22605531 
®2009-2010 All Right Reserved │Privacy 

Policy│allenpai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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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級抗過敏空氣清淨機  PAPR動力呼吸器

1.5年50000小時直流無刷馬達
2.使用無毒電鍍螺絲，全氣密式設
  計  
3.專業醫療級HEPA濾網與高效能
活
  性碳濾網，經SGS測試檢驗，符
  合美國DOE與歐盟EN 1822：2009
  之標準；即可過濾0.3微米懸浮
  微粒高達99.99%  
4.傳送高防護係數之正壓過濾後的
  潔淨空氣
  
  聚原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04-22605531     傳真：04-22605531 
®2009-2010 All Right Reserved │Privacy 

Policy│allenpai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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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級抗過敏空氣清淨機  PAPR動力呼吸器

5.雙向接頭設計，可正向亦可 
  逆向清潔空氣中之懸浮汙染
  物質
6.每分鐘傳送大於200L/Min之
  潔淨空氣
7.符合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NIOSH)之NIOSH 42 
  CFR Part 84之標準
8.整台機體之外殼與內層塑材
  均使用符合歐盟ROHS 2011
  ／65／EU Annex II標準之
  無毒ABS材質

聚原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04-22605531     傳真：04-22605531 
®2009-2010 All Right Reserved │Privacy 

Policy│allenpai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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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使用單位

143

•金例貿易有限公司 •陽明復健科診所 •白佳昇皮膚科 • 安安小兒科

•陳聰波診所 •德昌小兒科 •蘇德慶診所 •億和汽車 •疾病管制署



1.磷脂醯絲胺酸，專利機能
  認證
2.專利微藻DHA，非基因改
造
  ；榮獲The European 
   Commission許可
3.通過歐洲安全衛生最高標
  準，證實對人體無任何毒  
  性與副作用
4.壓力大、用腦過度的上班
  族
5.提升學生的記憶力與思考
  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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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養生  優智PS

聚原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04-22605531     傳真：04-22605531 
®2009-2010 All Right Reserved │Privacy 

Polic│allenpai7@gmail.com



1.不含酒精成份
2.不含chorhexidine
3.嚴選專利配方牛樟芝萃取
  固態粉末，經SGS檢驗不
    含citrinin
4.天然成份，不含醣類，不
　會引起蛀牙
5.持續作用於口腔粘膜，能
　迅速除去齒垢，預防牙結
　石沉積
6.清新配方，有效預防口臭　　　
　及口腔疾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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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養生  樟芝蟲草護口液

聚原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04-22605531     傳真：04-22605531 
®2009-2010 All Right Reserved │Privacy 

Polic│allenpai7@gmail.com



相關系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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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發明王



147

非凡新聞 採訪  



課堂演練
148



Topic : How to solve the drawback of supplies

● 1. Define: what kinds of drawback
● 2. Anyway to improve it.
● 3. If no way to improve it, can we redesign? Use 

different model, type.
● 4. Brainstorming: 6 groups, each group use 40 

minutes to discuss, and than come to platform to 
present.

● 5. When present, all other groups should shoot, 
and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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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結束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