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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遍佈 國家

測得準又快成為預防關鍵



Taiwan Can Help

跨界合作解決防疫需求

世界首創提升檢測能量

集結合矽基分子、中央研究院、國研院儀科中心、高雄
榮民總醫院跨界合作，透過科技部支持，快速落實產品
運用到場域進行驗證

世界首創核酸檢測快篩晶片，能快速簡單地進行高準確
性的核酸檢測，檢測時間僅需3分鐘，準確率可達九成
以上，即使感染初期或是無症狀患者，皆能提供準確的
檢驗結果，於110/12/27取得衛福部緊急授權認證

善用科技保護人民安全

科技部大力鼓勵學研界善用科技幫助台灣對抗疫情，期
能集結產學研界力量，共同發展防疫科技，保護台灣人
民安全



中研院究院
專利技術開啟創新醫材第一扇門

★物理所量子電子實驗室團隊自
1997投入BioFET檢測方法與
流程優化，技術歷程超過25年
研究

★此結果已發表國際頂尖期刊
Nano Letters，取得台灣專利

高雄榮民總醫院
加速產品進入臨床驗證

★高雄榮民總醫院是高屏區唯
一公家醫院之醫學中心

★透過醫院團隊投入，完成新
冠病毒臨床驗證142例

共創國產新醫材防疫里程碑

矽基分子電測
將研發創新產品化造福人民福祉

★2014自中研院技轉，將該技
術商品化與量產

★透過核心技術及高通量演算法
運算晶片反饋的電訊號，提供
準確結果

國研院儀科中心
加速推動台灣生醫新創

★2014年起輔導矽基分子
★生醫晶片實驗室團隊協助矽晶
片微流道異質整合封裝技術與
安規驗證，協助共同投入防疫
行列



科技部生醫產業創新與防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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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國研院儀科中心建構創價醫材一站式驗證平
台，輔導創新創業育成團隊

創新科技防疫場域驗證計畫，促使快速落實新科
技運用到場域進行驗證，解決實務場域防疫需求



讓世界看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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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ICT增加競爭優勢：生醫與資通訊向來是台灣具有競

爭的關鍵性技術，本次結合不僅是世界首創的創新技術，

同時也是目前唯一的上市產品

BioICT帶動產業發展：這次發表只是一個開端，歡迎更

多的學研團隊一起加入，帶動產業發展，成為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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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創
新冠病毒快速檢測晶片



2020

FITI創新創業
激勵計畫獲獎
公司成立

1997

中研院物理所
量子電子元件實驗室

2014

2019

完成檢測儀原型機
展開產學合作

新冠病毒快速檢測
晶片開發暨臨床研究
※場域計畫獲准

2021
新冠病毒快速檢測晶片
申請製造許可並核准

研發歷程

預計2022年2月上市銷售



巨人的肩膀，We Can 

迫切性高

需求量大

示範效益

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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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方法 PCR 新冠病毒快速檢測晶片

原理 光學 電學

檢測標的 核酸 抗體/核酸

檢體 鼻咽喉或下呼吸道
唾液、鼻咽喉

或下呼吸道

檢測時間 1~4小時
3分鐘(快檢模式)

20分鐘(完整模式)

準確率 高 高

檢測極限 500 copy/ml 30 copy/ml

＊此為場域計畫執行之優勢

超快速

感染早期即可測

不需標定
免染色免螢光

擴充性廣



站穩腳步，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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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方法 抗體檢測 抗原檢測 新冠病毒快速檢測晶片

原理 光學 光學 電學

檢測標的 抗體 病毒抗原 抗體/核酸

檢體 血液 鼻咽喉或下呼吸道
唾液、鼻咽喉

或下呼吸道

檢測時間 5~15分鐘 5~15分鐘
3分鐘(快檢模式)

20分鐘(完整模式)

準確率 — — 高

檢測極限 >10-9g/ml >10-9g/ml >10-15g/ml

超快速

感染早期即可測

不需標定
免染色免螢光

擴充性廣



超高靈敏度半導體生醫晶片檢測平台

高準確度超高靈敏度

容易操作/快速即時 應用性廣

拋棄式半導體生醫晶片 檢測儀

0125press/記者會_v2操作影片.mp4
0125press/記者會_v2操作影片.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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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說明

Step 1：檢體前處理 Step 2：將檢體注入系統 Step 3：獲得結果

示
意
圖



核心技術I –(Bio-FET)生物矽基場效電晶體

溶液中的待測分子（例如新冠病毒核酸）
會與固定在晶片上的生物探針反應，使晶
片表面電荷改變，造成晶片電流上升

高通量演算法會運算晶片反
饋的電訊號，提供準確結果



已取得台灣專利與美國專利
讓生物探針站好，大幅提升檢測靈敏度與準確率

核心技術II –晶片表面處理專利製程



核心技術III –
高通量電訊號演算法

龐大數據自動化運算

智慧化統計分析

化繁為簡的演算法



國產新醫材防疫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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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得準又快：比快篩準、比PCR快的產品特色

變異株全不放過：Delta變異病毒、Omicron變異病毒，

透過世界首創的新冠病毒快速檢測晶片，無所遁逃

病毒含量極低也測得到：潛伏期或感染初期或無症狀

COVID-19患者都可以檢測出來



17

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肆虐



新冠病毒核酸臨床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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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Agreement Negative Agreement

Ct值<35陽性一致率 100%

敏感性96.8%特異性95.1%

演算法可自動運算結果為陽性(positive)
或陰性(negative)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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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核酸臨床驗證檢測效能分析

檢驗結果
陽性+

真陽性
a

偽陽性
c

檢驗結果
陰性-

偽陰性
b

真陰性
d

有病者 無病者

敏感性=              ，真陽性率：有病者檢驗結果為陽性的比率

特異性=              ，真陰性率：無病者檢驗結果為陰性的比率

a+b

a

c+d
d



新冠病毒
核酸檢測極限

Concentration
(cps/mL)

E gene N2 gene R gene

Negative Control 0% 0% 0%

0 0% 0% 0%

10 90% 38% 63%

30 100% 93% 100%

50 100% 100% 100%

Positive Control 100% 100% 100%

Limit of Detection 
(LOD)

30
cps/mL

50
cps/mL

30
cps/mL

E、N2、R 檢測極限分別為

30、50、30 cp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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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核酸臨床驗證結果

患者未發病無症狀時期

可大幅降低檢測偽陰性



產學研醫通力合作
世界首創新冠病毒快速檢測晶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