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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研院）隸屬於科技

部，下轄 8 個國家級實驗研究中心，肩負「建構

研發平台、支援學術研究、推動前瞻科技、培育

科技人才」四大任務。藉由各研究中心之貴重設

施與核心技術，國研院提供國內產、官、學、研

界進行「地球環境」、「資通訊科技」、「生醫科

技」、「科技政策」等領域科學創新、技術突破及

人才培育所需之研發平台與技術服務。

本手冊乃匯集國研院「平台服務」、「技術研發」

與「人才培育」三大類別之核心能量，以供各界

用於學術基礎研究或產業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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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service@narlabs.org.tw

連絡電話：+886-2-273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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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試驗場域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一、平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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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配合政府科技政策，建置國內大學難

以單獨購置的貴重軟硬體設施。各設施搭配

專業的研發服務團隊所形成的研發平台，針

對使用者的研發需求，不斷精進平台功能，

以提供最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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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SERVICES

多元實驗動物模式供應，包含中大

型及嚙齒類動物，提供自發模式、

手術或藥物誘發模式動物和基因改

造模式鼠，並協助取得國際資源或

開發新模式動物。

基礎研究、新藥及醫材臨床前試驗

需求之動物試驗，涵蓋腫瘤、免

疫、代謝、感染症、神經退化疾病

等領域。

• 通過國際認證、落實動物福祉之飼

育管理

• 因應需求，客製特殊實驗動物模式

• 銜接基因改造、冷凍保存、試驗及

代養等服務，完善實驗動物資源規

劃與管理

簡介 特色

應用

模式動物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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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符合國際規範的動物試驗場域，結

合各項試驗技術及檢測分析服務，

涵蓋動物行為學、能量代謝、生醫

影像、生物標記、病理分析等，可

自助進行或委託執行。

• 基礎研究探索

• 藥物臨床前試驗

• 藥物安全與功效驗證

• 技術訓練場所

• 客製化試驗規模與多元測試情境

• 場域空間定期品管監測

• 一站式滿足動物供應、飼育代養、

空間租借、投藥採樣及量測分析等

技術支援需求

簡介 特色

應用

藥品試驗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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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配備中大型實驗動物手術室、高階

造影設備、心導管室，生物性相容

測試實驗室通過 OECD-GLP 符合

性登錄資格，可協助執行醫材植入

試驗，扶植臨床產品開發。

• 醫療器材安全與功效驗證

• 新療法、醫療材料前期測試

• 技術訓練場所

• 臨床醫師手術訓練場所

• 人醫規格，實驗動物專用手術空間

與高階造影設備

• 編制中大型實驗動物手術及照護團

隊，提供技術支援與動物照護

簡介 特色

應用

醫材試驗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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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本土 SPT-based HBF 液化評估分

析程式 (V04)】( 以下簡稱本程式 )

之開發目的，為提供一個正確及統

一之分析程式，使各地方執行單位

執行「安家固園計畫」進行液化潛

能圖製作時具有同樣之標準，使產

出之全國液化潛能圖具有正確性與

代表性。

整合地層基本資料如鑽孔柱狀圖、

地下水位、標準貫入試驗 SPT-N

值及細料含量…等，並提供三種地

震條件下之平均反覆剪應力比

(CSR)、抗液化剪力強度比 (CRR)、

抗液化安全係數 (FS) 及液化潛能指

數 (LPI) 輸出等，以滿足各界多元

之需求。

程式之開發目的為國內各界驗證液

化評估程式之用。目前主要之應用

為內政部營建置之安家固園計畫，

以及作為一般工程案例進行液化評

估之參考。

簡介

特色

應用

本土SPT-based

HBF液化評估分析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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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整合台灣最新地震動研發成果、觀

測資料、預估及模擬技術，提供各

類型地震境況下之台灣地震動強度

分佈 ( Shake Map )，及觀測與模

擬之地震動反應譜與歷時資訊。

提供擬定耐震設計基準或進行耐震

能力評估等相關分析所需之基本資

訊與工具，相關應用包含地震危害

度分析、地震境況模擬、設計基準

地震研擬、輸入地震歷時挑選與製

作等。

整合現有之地震動資訊服務平台，

如近斷層脈衝歷時資料庫、場址參

數資料庫、即時地震動觀測網等，

呈現中心特有地震動觀測資訊，及

地震動預估與模擬技術，提供各類

型地震境況下完整且具一致性的地

震動相關資訊，作為地震工程各類

研究與應用的基礎。

簡介 特色

應用

台灣地震動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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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國震中心建置之支撐結構測試平

台，主要用於驗證風力機相關電氣

設備於地震載重下達到可接受之安

全等級，據以確保風力機之關鍵零

組件在適當安全等級下的結構完整

性。

風力機相關電氣設備於地震載重下

之安全等級、關鍵零組件動態測試

系統，亦可應用於其他民生與能源

產業相關設備。

專為風力機與關鍵設備設計之耐震

能力測試平台。

簡介

特色

應用

離岸風機支撐結構與關鍵組件測試基地

風機關鍵零組件/支撐結構測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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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國震中心建置之水下基礎與地盤實

驗平台，為大型多層式柔性邊界實

驗設備，主要用於離岸風機水下基

礎與地盤受震實驗，並可應用於縮

尺風機全模型受震實驗、土壤液

化、地中管線、土壤 - 結構互制等

物理模型試驗。

離岸風機水下基礎與地盤受震實

驗、縮尺風機全模型受震實驗、土

壤液化、地中管線、土壤 - 結構互

制等物理模型實驗、近斷層地盤受

震反應模擬。

世界上目前最大型之雙軸向水下基

礎與地盤試驗平台。

簡介

特色

應用

離岸風機支撐結構與關鍵組件測試基地

水下基礎與地盤實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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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國震中心建置之離岸風場地質調查

土壤力學實驗室，可提供國內外離

岸風機海床鑽探試體及公共工程之

測試服務，實驗室具備一般物理性

時試驗、靜態力學性質試驗及先進

之土壤動態性質試驗系統，且實驗

室具備 TAF 認證資格，可提供高品

質及高技術含量之測試服務。

離岸風機海床鑽探及公共工程之土

壤試體，提供土壤靜態及動態試驗

及研究。

國內外先進之土壤力學實驗室，具

備完整測試能量及實驗技術，且具

備 TAF 認證資格，可執行國內外

土壤力學之測試及研究。

簡介

特色

應用

離岸風機支撐結構與關鍵組件測試基地

離岸風場地質調查土壤力學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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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開發「台灣地震損失模擬資訊網」

及「台灣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資訊

網」等雲端服務。震前供防災演練

或學術研究，震後協助啟動應變機

制和救災資源調派作業。

提供想定地震事件或真實地震之損

失評估，協助防災演練之情境設定

參考，輔助應變單位研判災情及預

估救災需求。

• 震時在接獲中央氣象局速報資料後

2 分鐘內自動完成早期震損評估，

並以簡訊、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防

救災人員

• 平時可利用不同震源參數設定，推

估不同地震情境下各地災損與所需

救援物資，提供相關單位震前整備

與防災演練之參考

簡介 特色

應用

地震防災與應變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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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建立符合國際太空標準的組裝和測

試設施，提供包括電磁相容測試、

振動測試、熱真空測試、音震艙測

試、質量特性量測服務。

• 軍事

• 太空載具

• 航太

• 科技

• 工業

國內目前專業提供發射與太空環境

驗測的機構。

簡介

特色

應用

發射與太空環境驗測服務

11



SERVICES

國家太空中心依據國際測試標準規

範，提供一站式服務平台，協助客

戶執行電子元件之太空規格輻射驗

證測試，以滿足航太電子元件規格

需求。

半導體電子元件、零件有測試需求

之產學研界。

整合國內相關產學研醫界各自具備

的輻射測試、驗證與分析能量，經

由專業分工與策略合作，建立國內

完整的輻射測試環境、測試規範與

驗證機制。

簡介

特色

應用

太空輻射驗證測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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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衛星影像資料平台，適用於多元多

時期遙測資料線上分析，大幅簡化

各項分析應用的前置作業，以滿足

使用者利用多元多時序的資料分析

應用需求。

• 農林業分析

• 災防分析

• 空間地理資訊分析

• AI 影像判釋分析

• 提供備便完成之其他開源與福衛衛

星的即可分析資料

• 提供私有雲連至公開雲做使用

• 透過開發環境介面，取得影像資料

及開發分析資料

• 架設於高速運算設備

簡介

特色

應用

Taiwan Data Cube平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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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執行衛星指令上鏈、資料接收、任

務規劃及健康狀態分析等之全功能

衛星任務操作系統。

• 衛星任務操作

具跨平台、跨地面站及跨衛星的設

計架構，提供單一整合衛星地面操

控平台，可同時支援多衛星與多地

面站操作，為一多重衛星任務操作

系統。

簡介

特色

應用

衛星操控與接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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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國網中心配合內政部執行數值地形

模型加值應用服務，透過自主開發

的地形計量演算法與 API 服務供應

機制，提供使用者開放制 / 申請制

方式介接服務使用。

• 災害防治

• 國土規劃

• 工程開發

• 較商用軟體的開發成本低

• 分散式資料處理架構

• 專為 DTM 資料設計的資料結構

• 提供每年高達五百萬次的查詢壓力

簡介

特色

應用

數值地形加值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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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此平台採用雲端服務的架構，用以

改善軟硬體限制與使用不易等問

題，以虛擬化架構快速部署攻防演

練場景，提供多人多場景同時進行

攻防演練之環境。

• 資安實務人才培育

• 資安研究與技術驗證

• 資安競賽與演練場域應用

專為資安應用發展之私有雲端服務

簡介

特色

應用

CDX雲端資安攻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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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針對關鍵基礎設施資安風險進行情

蒐、交換及分析，透過情資格式標

準化與系統自動化機制接軌

N-ISAC，達到情資即時分享、資

訊安全事件通報並加速應變時效。

• 情資分享平台規劃與建置

• 威脅情資自動化交換

• 網路攻擊態樣與趨勢分析

• 資安教育訓練

專為資安應用發展之威脅情資服務

簡介

特色

應用

ISAC資安情資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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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運用衛星、航拍等 3D 地理資訊與

地面立體拍攝影像，整合 3D 虛擬

實境與雲端瀏覽技術，可供不同地

區的防災人員，於災後任意時空動

態瀏覽與回顧災害情境。

利於復原減災整備階段進行災後重

建規劃、災後檢討與研究、民眾體

驗與科學教育等。

• 國產自主開發，資料不需外流

• 可自行上傳圖資

• 可協助合作單位建置私有雲

簡介

特色

應用

iFlyover地理資訊雲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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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以半導體中心新竹基地元件製造服

務為平台基礎，提供 6 吋 /8 吋並

存的彈性製造試驗線，支援產學團

隊在下世代低功耗元件 ( 新結構開

發 )、高 速 電 晶 體 ( 新 穎 材 料 引

入 )、高 功 率 元 件、記 憶 體 元 件

(RRAM、MRAM、記憶體內運算 )

等指標性研究領域的研究。

• 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

• 量子電腦

• 物聯網

• 行動通訊

國內唯一可與業界技術發展趨勢接

軌的開放式實驗研究環境

簡介

特色

應用

半導體製造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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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以半導體中心臺南基地元件製造服

務為平台基礎，與新竹基地元件製

造服務互為備援，支援產學團隊在

2.5D、3D、TSV 先進封裝 / 3D 異

質整合等元件整合與小型電路驗證

研究工作。

• 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

• 量子電腦

• 物聯網

• 行動通訊

國內唯一可與業界技術發展趨勢接

軌的開放式實驗研究環境

簡介

特色

應用

先進封裝整合與半導體製造
遠距備援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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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建立及維護晶片及系統設計環境與

測試環境，並提供學術界進行晶片

及系統設計研發必要之服務，重點

服務包括設計自動化 (EDA) 軟體使

用申請服務、設計技術諮詢服務、

EDA Cloud 運算服務、晶片雛型品

實作 ( 晶片下線製作 ) 與封裝服

務、晶片與系統測試服務以及近年

來新增的人工智慧 (AI) 與智慧感測

晶片及系統相關服務。

• 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

• 量子電腦

• 物聯網

• 行動通訊

國內唯一可與業界技術發展趨勢接

軌的開放式實驗研究環境

簡介

特色

應用

晶片設計與下線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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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提供包含高頻電路特性驗證、散射

參數量測、高頻雜訊參數量測、高

頻功率參數量測、奈米元件與功率

元件電性分析等電子量測技術服

務；以 及 TAF-ISO 17025 認 證 高

品質材料影像、組成成分、晶體結

構及特性檢測服務平台。

• 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

• 量子電腦

• 物聯網

• 行動通訊

國內唯一可與業界技術發展趨勢接

軌的開放式實驗研究環境

簡介

特色

應用

電子量測與材料分析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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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串連半導體製造、封裝測試、IC 設

計、矽智財、系統整合技術資訊與

服務能量，推動從元件、電路到系

統的一條龍整合服務、佈建智慧感

知異質晶片、終端人工智慧應用等

關鍵技術的技術驗證工作，促進學

界研究成果與業界生產技術緊密連

結，縮短產學界自行開發技術與產

品驗證的時間。

• 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

• 量子電腦

• 物聯網

• 行動通訊

國內唯一可與業界技術發展趨勢接

軌的開放式實驗研究環境

簡介

特色

應用

電路 / 系統/ 封裝  整合驗證服務平台等

半導體專業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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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儀科中心為國內真空技術發源地，

以真空儀器研製與檢校技術同時並

進為發展模式，50 多年來持續維運

真空標準實驗室，提供真空計與標

準件校驗，及薄膜鍍製服務。

• 真空計校正

• 真空測漏

• 真空標準件校驗

• 光學薄膜鍍製

真空標準檢校技術攸關著整個真空

科技的發展，儀科中心自民國 69 

年起建置真空標準實驗室 (TAF 認

證編號：0081)，以服務尖端學術

研究為首要任務。

簡介

特色

應用

真空校驗與檢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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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儀科中心建立光學系統設計、加工

製 造、量 測 與 組 裝 的 turn-key 服

務，依據前瞻學術研究的需求，扮

演學術研究之關鍵合夥人角色，提

供關鍵元組件及系統等客製服務。

• 前瞻學術研究的光學影像系統

• 航太級與軍規鏡頭

• 曝光機關鍵組件開發

• 鏡頭與元件品質參數測量

超 過 45 年 深 耕 精 密 光 學 製 造 技

術，具有衛星鏡片製作實績，為國

內唯一可提供大口徑非球面鏡面加

工的單位，可滿足高階精密光學元

件的精度規格與品質需求。

簡介

特色

應用

精密光學元件設計與開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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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儀科中心扮演國內創新研究所需前

瞻儀器客製研發平台之提供者，深

耕核心技術，聚焦下世代半導體製

程設備研發，建構新世代半導體材

料製程與臨場檢測關鍵設施開發平

台。

• 奈微米薄膜製程及分析檢測

• 真空腔體客製設計與系統整合

• 真空濺鍍及臨場檢測設備

• 智慧儀控設計與整合

因應下世代二維材料發展應用，可

提供產學界最多樣半導體原子級薄

膜製程 ( 沉積、蝕刻與即時分析 ) 

服務，以及半導體設備關鍵元組件

開發設計。

簡介

特色

應用

半導體製程設備關鍵組件開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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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儀科中心在竹北生醫園區建置生醫

平 台 實 驗 室，推 動 醫 材 加 速 器 平

台，協助研發團隊縮短產品開發時

間，並節省研發成本，加速團隊產

品驗證與上市取證。

• 產品製作與功能確效

• 規格設計與法規輔導

• 生物相容性試驗

• 醫電和物性檢測驗證

• 輔導「臨床試驗驗證 (IRB)」申請

除輔導學研團隊技術加值外，更串

聯醫材產業及醫院，打通產業技

術、驗證、法規、臨床到媒體拓銷

各環節，促進產學研三方合作，提

高產品上市成功率。

簡介

特色

應用

一站式生醫平台醫材驗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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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儀科中心建置磁振造影 (MRI)、電

腦斷層掃描 (CT) 等核心設施，並提

供醫療級醫材開發之積層製造服

務，協助研發團隊於開發過程進行

快速原型打樣。

• 醫材雛形品測試開發

• 病理分析之影像檢測技術開發

• 臨床手術用之實驗動物影像分析

「國研醫材加速器平台」提供研發

團隊從創意到產品的過程中，所需

要的各項驗證服務，包含產品開發

所需之醫學影像造影擷取及實驗動

物術前、術後影像觀察等服務。

簡介

特色

應用

生醫造影與積層製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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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GRB 內容包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各機關

科技類自行研究計畫等之計畫基本

資料與摘要，及計畫執行結果之研

究報告摘要及全文。

• 科技政策研究

• 科技計畫管理

GRB 係科技部自民國 87 年起責成

科政中心所建置，協助各部會署以

線上方式填寫所屬各類型委託研究

計畫並串連科技計畫，以協助提升

政府研究計畫之管理效能。

簡介

特色

應用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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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SERVICES

PRIDE 以服務科技政策研究為導

向，蒐集與整合 Eurostat, OECD, 

WEF, World Bank 等國際組織與機

構，以及國內政府機關等多種來源

的指標數值資料，以提供研究人員

one-stop service 的便捷服務。

• 科技政策研究

• 提供查詢及下載指標原始資料

• 快速圖形繪製功能

• 協助研究人員將個人調查、蒐集所

得之數值進行圖表繪製

• 即時提供全球競爭力排名及分析資

料

簡介

特色

應用

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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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科技發展觀測平台透過採購及蒐集

各種重要科技資料如新聞、研究報

告、期刊論文、政策文件等，協助

我國科技部及政策研究人員與研發

人員，即時掌握國際科技政策發展

及最新研發資訊。

• 科技政策研究

• 每日更新全球最新科技發展現況

• 主要觀測六大議題 : 政策動向、智

慧科技、智慧醫療照護、能源科

技、永續環境、農業科技

簡介

特色

應用

科技發展觀測平台 (Policy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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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科技產業資訊室 (iKnow) 係科政中

心自 92 年起打造『市場 + 策略 + 

專利』之知識創新服務網站，提供

產業最新動態與專業觀點。

• 科技政策研究

• 產業政策研究

• 熱點專題服務

• 專利情報服務

• 每週五定期發送免費刊物「產業資

訊服務電子報」

簡介

特色

應用

科技產業資訊室 (i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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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基因工程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半導體製程技術訓練班與設備見習班

TeleMa 望遠 / 微距鏡頭模組
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光學遙測酬載儀器組 



半導體製程技術訓練班與設備見習班

二、技術研發
國研院各研究中心在其專業應用研究領域均

持續進行技術研發，相關研發成果可透過技

術移轉、委託研究、合作研究等模式，擴散

至產業界，協助產業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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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建立台灣第一個人源腫瘤模式銀行 

(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

graft model bank, PDX bank) 及

腫瘤試驗服務，提供科研機構及生

技藥廠進行癌症新藥的篩選，為癌

症精準醫療發展重要的平台。

• 幫助病患篩選最佳臨床藥物

• 篩選癌症新藥

• 尋找腫瘤或藥物反應生物標記

• 開發動物藥物測試前導篩選平台

• PDX bank 具國內病患腫瘤基因突

變、藥物反應等特性

• 以中心自主開發 ASID 小鼠作為病

患腫瘤載體

• 免除尋找病患腫瘤以及試驗技術的

困難

• 縮短等待腫瘤生長與繼代的時間

簡介 特色

應用

腫瘤精準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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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透過電腦斷層與磁振造影建立台灣

蘭嶼迷你豬腦圖譜資料庫，再以低

侵入性無線腦波遙測系統收集腦內

電訊號，經頻譜分析和棘波分選進

一步解析腦部活性。

未來可應用於神經疾病研究與創新

療法開發，亦可提供相關醫材產品

的臨床前試驗。

•  以器官結構與人類高度相近的實

驗豬作為模式動物

•  建置腦圖譜資料庫填補台灣蘭嶼

豬的神經影像資料缺口

•  於清醒且可自由活動狀況下無線

腦波遙測更具生理意義

簡介 特色

應用

腦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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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提供一站式服務，從諮詢、基因構

築設計、基因選殖與重組工程、至

小 鼠 胚 注 射、胚 移 植、基 因 型 鑑

定，使客戶即使是初次產製基改鼠

也能得到完整的協助。

• 建立疾病動物模式

• 工具鼠

• 擬人鼠

• 臨床前動物實驗

• 全基因式人工細菌染色體 (BAC) 基

因轉殖小鼠產製

• 結合基因編輯與 BAC 載體技術達

成大片端基因敲入

• 整合式基因工程技術

簡介 特色

應用

小鼠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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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國內唯一的基因編輯大鼠服務，提

供客製化的遺傳分析諮詢與設計，

協助創建特有的基因編輯大鼠種

原，並藉由豐富的選育種經驗，快

速培育出試驗族群。

• 新陳代謝

• 藥理毒理

• 心血管組織手術

• 器官 / 組織移植等模式應用

全國唯一的基因編輯大鼠服務

簡介 特色

應用

大鼠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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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除了供應無菌小鼠，可利用 Isola-

tor 及 Isocage 關鍵核心技術，將

特殊品系小鼠無菌化並協助代養，

亦可提供糞菌移植、已知菌移植等

微生物接種服務，或其他客製化服

務。

炎症性腸病、免疫腫瘤學、免疫反

應、中樞神經疾病、躁鬱症、激素

調節、心血管疾病、肝病、代謝症

候群等疾病。

•  從動物無菌化建立、代養、微生

物移植接種，含試驗諮詢、試驗設

計、試驗案規劃與管理之客製化服

務

•  專業無菌動物試驗操作團隊

簡介 特色

應用

微生物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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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除了研究免疫與代謝間交互作用

外，提供腫瘤免疫、自體免疫、代

謝疾病、及免疫擬人鼠多種疾病動

物模式，及其對應的細胞與生物標

記與病理分析。

•  流式細胞儀分析及細胞純化

•  細胞激素等各式生物標記測定

•  動物呼吸代謝分析儀分析

•  動物模式：鼠源 / 人源腫瘤免疫、

自體免疫腸癌、氣喘、免疫擬人鼠

•  依據研究者需求，制訂所需的適

當的免疫代謝動物模式

•  依據研究者需求，提供動物試驗

前中後各時期所需要的專業服務

•  提供數據後處理的專業諮詢

簡介 特色

應用

免疫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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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國震中心研發之既有建築物耐震能

力詳細評估技術，採用軸力彎矩互

制之非線性鉸，可考慮柱在高軸力

變化時的彎矩非線性行為，能應用

於中高層建築結構之非線性靜力側

推分析，目前已提供雲端線上計算

服務。

• 既有鋼筋混凝土建築結構耐震非線

性靜力側推分析

• TEASPA 3.0 限制使用於 6 層樓以

下建築

• TEAPSA 3.1 以後的版本，可不受

樓層數限制

簡介

特色

應用

TEASPA
台灣結構耐震評估側推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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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國震中心針對具軟弱底層之建築

物，研發之抗倒塌的補強技術。主

要適用對象為一般住宅建築。其補

強目標主要為降低軟弱層集中式破

壞之風險，可於底層開放空間或建

築外部增設補強構材，提高軟弱層

之 柱 牆 量，降 低 軟 弱 層 之 破 壞 風

險。技 術 特 色 包 括 可 簡 易 快 速 設

計、降低施工範圍對私人空間之衝

擊、降低補強經費成本，因此較易

取得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共識，目前

在花蓮、台北、台南等地均有實際

設計 / 施工示範案例。

• 一般住宅建築之耐震階段性補強

• 公有建築物採用完整性耐震補強

• 私有住宅先採取耐震階段性補強，

後續有經費及共識，仍應完成完整

補強

簡介

特色

應用

單棟大樓階段性耐震補強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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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救災輕便橋使用複合材料與配重鋼

梁自重平衡及非對稱斜張橋的結構

特點，應用懸臂吊裝工法不需於河

道中落墩，使橋梁能在 8 小時內組

裝完成，達成緊急搶通及救災之目

的。

救災輕便橋適用於有災害防救與道

路搶通需求之單位，如內政部消防

署及縣市政府消防及所屬單位、中

央及地方政府所屬橋管單位等。

• 組裝迅速：能在 8 小時內組裝完

成，達到快速搶通的目的

• 重覆使用：使用螺栓與接合板接

合，可快速組裝與拆卸，亦能回收

重複使用，經實驗室驗證可通行 5

噸卡車 20 萬次以上

簡介 特色

應用

救災用輕量化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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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國震中心所研發適用於台灣的新一

代強地動預估式，可更精準的掌握

發生在特定位置之地震傳遞至特定

工址時之震源、路徑與場址效應，

提供其所可能引致的地震動強度值

與不確定性的範圍。

相關應用包含地震危害度分析、地

震動境況模擬、設計基準地震研擬，

及提供耐震能力評估所需之分析工

具。

以國震中心所發展的迴歸分析方

法，並利用機械學習演算法及結合

現地微地動觀測資訊，呈現台灣震

源、路徑與場址效應的區域差異

性，大幅度提高地震動強度預估結

果的準確度。

簡介

特色

應用

新一代台灣強地動預估式

45



TECHNOLOGY

可以偵測結構物的受震反應，並於

震後十分鐘內提出結構物的安全評

估報告．診斷結構物健康程度、受

損情況以及可能損傷位置。提供使

用者與管理單位震後應變作為之參

照依據。

提供住辦大樓結構安全評估，平時

監測與診斷結構健康情況，震後十

分鐘內提供結構安全分析報告。

• 可以於震後十分鐘內提供精準的結

構安全評估報告（安全評分、可能

損傷位置 )

• 提供平時結構安全長期分析評估，

震後結構損傷分析與安全評估

• 通過大尺寸結構震動台試驗驗證

簡介

特色

應用

結構安全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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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為降低橋梁施工對環境之影響，本

院國震中心從「人體脊椎」與「積

木堆疊」概念，發展出「新型仿生

積木式預鑄橋墩系統」。本系統模

仿人體脊椎結構，在預鑄節塊加裝

鋼製剪力榫卡住下方節塊，並以預

力鋼腱拉住各個節塊，增加抵抗地

震能力。且應用積木概念，工程師

可依照設計需求，將小尺寸節塊堆

疊出設計所需之大斷面型式，便於

搬運，減少對環境衝擊，當發生災

害時，也可用於搭建山區臨時便橋

橋墩，加快救災腳步。

過去的施工經驗中，傳統預鑄節塊

橋墩設計之單一節塊塊體過大，施

工時需仰賴大型機具進行節塊運送

與吊裝安置，故本創作之目的為開

發小尺寸節塊堆疊工法，使施工更

為便利。

• 節塊塊體小、易搬運與吊裝

• 施工時可依照需求，將小尺寸之節

塊堆疊出設計所需之大斷面型式，

如此，預鑄埸僅需針對單一規格之

節塊進行施作，使節塊的生產更有

效率

簡介

特色

應用

新型仿生積木式預鑄橋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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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國震中心整合產學研成功研發的台

灣新型高強度鋼筋混凝土結構系統

(Taiwan New RC)，將材料強度提

升 1.6 至 2.4 倍，除了有效減少建

築物的材料使用量、縮小梁柱尺寸

外，更可以提升鋼筋混凝土（RC）

建築物高度將近一倍，是建築的全

新里程碑、高層住宅的新首選。

New RC 結構系統之設計與施工技

術手冊、搭配制震或隔震之高樓層

鋼筋混凝土建築結構系統、RC 預鑄

構件施作工法、結構系統補強或都

市更新技術。

• 與日本並駕齊驅，是世界唯二成功

開發高強度鋼筋混凝土耐震結構系

統的國家

• 若以 25 層樓建築為例，使用

Taiwan New RC 相較於傳統 RC，

柱構件材料成本可節省 45%，工

期可節省 50%。又以 30 坪住宅為

例，可增加約 2% 的室內使用面積

簡介

特色

應用

台灣新型高強度鋼筋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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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國震中心針對中高樓層建築開發之

非線性動力分析流程，可考慮中高

樓結構之多模態反應，提供各界進

行中高樓層建築耐震評估分析之

用。

• 結構耐震評估

• 結構耐震補強應用

• 非線性動力歷時分析

目前常見的非線性動力分析方法多

參考美國 FEMA P-58 機率式倒塌

易損評估法 (CFA) 及增量式非線性

動力分析方法 (IDA)，過程繁複且

計算量大，較適用於高耐震性能要

求之重要設施。而本方法易於分析

執行，適合用於一般類中高樓建物

之結構耐震評估分析。

簡介

特色

應用

臺灣鋼筋混凝土結構
耐震評估非線性動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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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電力控制單元、衛星電腦、 GPS 導

航接收機、X 頻段圓形極化天線、

固態記錄器、低吸濕碳纖複材、多

頻段光學濾波片等衛星元件。

衛星產業市場可與其他衛星計畫合

作開發專用之元件。建立國內廠家

組裝、製造太空等級電子元件。

• 國內專門研究機構

• 衛星元件符合太空規格

• 衛星元件開發、輻射驗證、整合測

試一條龍

簡介

特色

應用

衛星關鍵技術開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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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執行衛星指令上鏈、資料接收、任

務規劃及健康狀態分析等之全程衛

星任務操作系統。

• 衛星任務操作

具跨平台、跨地面站及跨衛星的設

計架構，提供單一整合衛星地面操

控平台，可同時支援多衛星與多地

面站操作，為一多重衛星任務操作

系統。

簡介

特色

應用

衛星地面站軟體系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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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提供衛星影像下鍊後之處理操作並

產製不同等級影像產品，架構包含

取像排程、資料擷取、資料管理、

資料處理及影像品質提升，並提供

國內外標準及加值產品。

• 即時衛星影像接收

• 影像產品成像處理與品質提升方法

• 影像資料與相關資訊的儲存及管理

• 影像快速處理技能

• 影像解壓縮、解密及解源格式等核

心技術

• 發展去模糊與去雜訊等提升影像品

質技術

• 具衛星非同步取像的排程與處理能

力

簡介

特色

應用

衛星影像處理系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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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本技術利用階段性追蹤方法，以基

準影像、關聯影像與預測影像追蹤

人物，可有效的辨識出電影中各角

色，並將各角色演出片段分割出

來，降低追蹤失效情形。

應用於角色出場比例計算與鏡頭編

輯、故事結構調整及快速搜尋角色

檢索標籤，以利導演於拍攝現場檢

視影片。

• 容許不同角度之人臉，如側臉、低

頭、遮擋等 

• 改良反投影法，避免相似色干擾

• 提出基準、關聯、預測影像追蹤法

解決遮擋問題

• 以正逆播放補齊遺漏片段

簡介

特色

應用

影像中追蹤人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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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以微機電製程技術開發氣體感測元

件，結合微型化加熱器製作出微型

氣體感測晶片，具快速嚮應、低功

耗、低成本之特性。

室內、外空氣品質及生醫照護檢測

元件尺寸可著裝於消費性電子產品

內，提供快速響應、低能耗、成本

低。

簡介

特色

應用

半導體級氣體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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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搭配產學及中心光、機、電感測器

需求，建立之讀取、放大、類比數

位轉換器及電源管理電路IP技術。 

產學可結合創新的感測器或電路及

藉由TSRI已驗證的電路IP迅速地完

成未來AIoT需要之智慧終端晶片系

統。

穿戴式、智慧家庭及智慧城市等

AIoT 應用需要之智慧終端晶片系

統。

在模組化的讀取電路架構下可快速

調整既有電路IP規格來符合不同

AIoT應用的需要。

簡介

特色

應用

感測讀取電路IP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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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PaS (Plug and Sense) 即插即測智

慧感測裝置透過嵌入式軟硬體低功

耗技術及感測融合等關鍵技術，有

效解決裝置攜帶與使用不便等問題

。 使 用 者 只 需 要 下 載 應 用 程 式

(APP)，並將PaS插入手機充電孔，

PaS就可以從手機端獲取電源，並

將感測資料傳輸到手機上並顯示於

APP介面上。PaS即插即測智慧感

測裝置目前可進行環境PM2.5濃度

感測、紫外線指數、以及酒精濃度

感測，即時掌握環境品質，做好自

身防護。

• 穿戴式感測系統 (如:個人健康照護

系統及環境感測系統)

• AI智慧感測 (如:智慧家電及居家安

全)

• 即插即測智慧感測裝置

• AI 自我校正，讓感測器更準確

• 嵌入式軟硬體低功耗技術，支援低

功耗模式

• 具儲能硬體機制，支援超低電流模

式

簡介

特色

應用

PaS-即插即測智慧感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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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儀科中心為國內真空技術發源地，

專注於先進薄膜製程技術與前瞻真

空系統開發，提供先進真空系統及

關鍵組件客製的服務平台與解決方

案。

• 先進鍍膜製程設備開發

• 真空腔體客製設計與系統整合

• 真空濺鍍及臨場檢測設備

儀科中心深耕真空技術逾50年，

各項薄膜製程技術 (PVD、CVD

、ALD、ALE) 皆為國內開發先驅

，與學術界有密切的夥伴關係與

合作網絡，近年為學界客製實績

豐碩。

簡介

特色

應用

真空組件與設備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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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儀科中心持續精進原子層沉積 

(ALD) 技術，並成功開發國內首台

自研自製原子層蝕刻 (ALE) 設備，

掌握重要前驅物種類、參數與分析

方法，深入了解腔體組件對蝕刻與

鍍膜製程特性。

• Test bed ALD/ALE 前驅物製程測

試

• ALD/ALE 系統開發與製程驗證

儀科中心扮演國內創新研究所需前

瞻儀器客製研發平台之提供者，自

主設備研發並且掌握先進元件製程

技術，並建構國內首創「原子級三

維結構分析技術」平台服務。

簡介

特色

應用

原子層鍍膜與蝕刻製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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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儀科中心為國內唯一能製作太空衛

星鏡片之研發單位，發展次世代遙

測光學酬載衛星所需之光學元件製

作與非球面量測技術，提升光機系

統自主技術整合能力。

• 衛星遙測酬載光學系統

• 天文望遠鏡及軍規鏡頭

• 半導體曝光機鏡頭

• 精密光學加工與檢測產業

應用於航太衛星之鏡片須使用熱膨

脹係數低、穩定性高之特殊光學玻

璃材質外，此類光學元件尺寸通常

較一般科學 / 民生用光學鏡片大，

且精度要求更高。

簡介

特色

應用

航太級光學元件與系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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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以高光譜影像技術為核心，並導入

人工智慧，透過深度學習方式，建

構影像光譜檢測平台，提升生物及

材料檢測空間解析度與定量光譜分

析，協助判定待測物影像特徵。

• 生醫檢測用顯微高光譜系統

• 病理分析之智慧影像生醫檢測系統

• 精準農業高光譜影像系統

• 工業用高光譜儀檢測系統

儀科中心具備系統整合能力，並可

提供精密光機元件及系統設計製作

服務，可協助理工農醫各領域開發

客製化高光譜影像檢測系統。

簡介

特色

應用

影像檢測與高光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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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以高光譜影像技術為核心與顯微鏡

進行整合，開發 snapscan 內置推

掃式高光譜顯微鏡技術，可定量測

量樣品相關重要光學物理參數，如

穿透率、反射率以及吸收率光譜影

像等，廣泛應用於微奈米材料與生

物組織的顯微影像分析。

• 光電、前瞻顯示器及精準醫療領域

• 微奈米材料與生物組織光譜影像與

成份分析

• 薄膜鍍膜檢測

• 晶體光纖、雷射量測與分析

傳統高光譜量測應用大多只能進行

定性之數據分析，本技術不僅具備

微米尺度定位及顯微取像功能，更

具有光譜影像定量分析之特點，可

測量樣品重要光學物理參數。

簡介

特色

應用

高光譜顯微鏡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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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寬頻海底地震儀在海床收集天然地

震或是人造聲源，作業水深達

6,000 公尺，儀器輕巧易於佈放回

收，系統具備低功耗特性，適合長

期佈放與監測。

• 大地工程

• 海洋工程

• 量測工程

• 自動控制

海洋中心自主研發之寬頻海底地震

儀量測頻寬與國際上主流規格同等

級 (120s)，其感震器平衡機構為台

灣新型專利，經由特殊高減速比齒

輪設計與馬達 PID 控制，達到超低

功耗與高精度的微動調整，擁有

360 度調整角度，精確度小於 0.1

度，確保感震器能與海床達到水平

的姿態。

簡介 特色

應用

寬頻海底地震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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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TECHNOLOGY

本系統包括微型物體取樣及焦點疊

合拍照功能，標準化顯微鏡鏡檢流

程，提高檢選速率，輔助人工作

業，可提供整體清晰的顯微影像。

• 海洋微生物攝影

• 精密加工業

• 自動化產業

• 機器人產業

海洋微體生物個體小至數十至數百微

米，需要在顯微鏡下觀察才能提供研

究所需要的資料。然而，顯微鏡對焦

的旋鈕只要稍微調動一下，對焦的地

方就完全不同了。海洋研究的細沙

塵、有孔蟲、微化石皆是又小又立體

的構造，顯微鏡對焦一個地方、其他

地方就糊掉，要如何拍出清楚的照片

呢？

本系統包含微型物體取樣檢視及焦點

疊合自動顯微攝像系統。海洋中心可

以依據不同研究領域需求客製設計整

合，輔助或取代人工鏡檢作業，提高

單位操作時間的樣品檢選速率，並輸

出整體清晰的顯微影像。

簡介 特色

應用

微體生物檢選拍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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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水下遙控無人載具 (ROV) 除影像觀

測外，亦能即時監測海洋環境參

數，掛載機械手臂適用於水下作

業、海底管線探勘、海洋環境與生

態調查等多項應用。

簡介

輕型工作級ROV

• 海洋工程

• 水下管線探勘

• 環境探勘

• 船底檢查

• 海洋生態調查

• 機器人產業

海洋中心具備水下遙控無人載具設

計製造能力，能針對海洋研究、生

物觀測、海洋工程如離岸風電等領

域客製化專屬載具。

特色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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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育
國研院開設的培訓課程，除可讓學生具備進

入職場的實作能力，快速銜接產業的人才需

求，也可強化在職者投入科技產業的技術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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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透過課程、短期實習、在職培訓、

交流工作坊，建構實驗動物獸醫師

持續教育資源、傳承實務經驗，以

提升國內實驗動物獸醫師職能，填

補人才缺口，支援生醫研究發展。

簡介

實驗動物獸醫師培育

• 培育生醫研發所需之助力人才

• 提升動物設施管理及動物試驗品

質，並落實福祉概念

•  提供實務見習機會，銜接學用落

差，吸引優秀獸醫師投入實驗動物

科學領域

•  透過實際案例分享、交流，增強在

職實驗動物獸醫師連結，提升工作

所需職能

特色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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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涵蓋技術基礎知識、操作技巧、動

物照護的課室課程，及講師現場示

範、指導操作的實作課程，培育實

驗動物試驗技術人才，以支援生醫

發展所需之試驗需求。

簡介

動物試驗技術人才培育

• 提供專業技術學習管道 

• 樹立參考之技術標竿

• 提升動物試驗品質與精緻度

• 培育生醫研發所需之助力人才

• 兼顧科學研究目的、試驗品質與動

物福祉的操作技術

• 建立技術標準與考核制度，推廣落

實動物福祉的精緻化技術操作

特色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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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國家太空中心為培育國內太空產業

人才，開設太空環境驗測、低軌道

衛星通訊以及線束設計與製作課

程。擁有符合 NASA 標準的訓練教

室與設施。

簡介

太空產業人才培訓課程

• 太空環境與低軌道衛星通訊原理

• 航太線束製造

• 國內唯一太空產業科技人才培訓課

程

• 線束設計與製作課程，完成訓練課

程並合格者，授予相對應 NASA 衛

星製作工藝證書

特色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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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為提供晶片設計初學者快速、完整

且有效率之基礎訓練，本中心規劃

一系列完整之晶片設計實作訓練，

課程安排除了一般性的介紹之外，

更加入「晶片實作」、「下線製作」

及「量測驗證」等內容，並且讓學

員藉由專題實作自行完成晶片設

計。

簡介

半導體晶片設計實作課程

• 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

• 量子電腦

• 物聯網

• 行動通訊

• 國內唯一可與業界技術發展趨勢

• 接軌的開放式實驗研究環境

特色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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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此課程為半導體製程技術介紹，可

學習到半導體技術的演進、各製程

步驟與製程設備的主要技術原理及

重要的基礎觀念。有助學員日後投

入半導體、光電等相關產業，見習

班課程則為半導體製程設備機台介

紹與各製程步驟與製程設備的主要

技術原理實習。

簡介

半導體製程技術訓練班與設備見習班

• 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

• 量子電腦

• 物聯網

• 行動通訊

• 國內唯一可與業界技術發展趨勢

• 接軌的開放式實驗研究環境

特色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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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為有效發揮量測實驗室資源，充分

支援國內學術界從事奈米元件及半

導體科技之研究，本課程設計期能

滿足國內在電子元件及製程再相關

檢測課程及儀器訓練之需求，並培

養奈米材料分析領域人才。

簡介

半導體材料分析技術與見習班

• 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

• 量子電腦

• 物聯網

• 行動通訊

• 國內唯一可與業界技術發展趨勢

• 接軌的開放式實驗研究環境

特色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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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課程內容有高頻元件特性分析與模

型化技術所需之知識與技能，並介

紹高頻電路量測基本原理與環境，

最後並以 DC, Flicker Noise, S-pa-

rameter, RFIC, Noise and Power

量測之見習增進學員對於相關技術

之瞭解。

簡介

半導體高頻量測技術與見習

• 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

• 量子電腦

• 物聯網

• 行動通訊

• 國內唯一可與業界技術發展趨勢

• 接軌的開放式實驗研究環境

特色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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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為提供學術界多元的學習環境，中

心製作了多門數位自學課程，藉由

網路的便利性，提供數位學習資源，

培訓更多優質的晶片及系統設計人

才。

簡介

半導體E-Learning線上課程

• 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

• 量子電腦

• 物聯網

• 行動通訊

• 國內唯一可與業界技術發展趨勢

• 接軌的開放式實驗研究環境

特色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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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本課程與台灣真空學會合辦，課程

涵蓋真空基礎、真空幫浦及度量、

材料及元件、測漏及封合、及真空

系統及製程等單元，理論與實務並

重提供操作實習課程。

簡介

真空技術理論與實務訓練班

專為半導體製程控制及從事設備維

護人員、理工專業研究生或對真空

科技有需求之產業新人規劃之真空

專業課程。

為台灣真空專業人才培育課程，培

育產業未來所需製程設備相關技術

人才。

特色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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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儀 科 中 心 規 劃 基 礎 光 學 研 習 課

程，內容涵蓋光學系統設計、照

明原理、光機設計理論至光學品

質 檢 測，規 劃 基 礎 光 學 研 習 課

程，進一步提升學員光學設計能

力。

簡介

光學系統設計製作與檢測研習班

專為光學系統設計、儀器研發從業

人員、學術研究單位人員及理工學

院研究生規劃之光學專業課程。

儀科中心在光學設計、鏡片製作與

光學系統檢測方面累積多年豐富經

驗與技術，本課程更加強調鏡片製

作與光學檢測的實務性。

特色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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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本課程提供系統性與共通性儀器基

礎訓練，培養研究生真空、光學及

機械的基本知識以及儀器運用、實

驗設計與數據分析基本能力，孕育

未來跨領域研發人才。

簡介

儀器工程技術訓練班

基礎儀器技術訓練課程，引導學生

發展儀器設備組裝、設計之興趣與

能力，提高自行建置研究設備能

力。

針對光學、真空及機械提供系統性

及共通性的儀器基礎訓練課程。

特色

應用

78





發行單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出版者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作者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書名 110年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技術服務手冊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06號3樓

電話 02-2737-8000

傳真 02-2737-8044

網址 https://www.narlabs.org.tw

發行日期 2021年9月 第一版

ISBN 978-626-950-620-0(ePub)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電子郵件：1707041@narlabs.org.tw 

連絡電話：+886-2-2651-8900

電子郵件：tsri-cs@narlabs.org.tw

連絡電話：+886-3-577-3693

電子郵件：admin@ncree.narl.org.tw

連絡電話：+886-2-6630-0888

電子郵件：tiri-service@narlabs.org.tw

連絡電話：+886-3-577-9911

電子郵件：contact.nspo@narlabs.org.tw

連絡電話：+886-3-578-4208

電子郵件：pr.stpi@narlabs.org.tw

連絡電話：+886-2-2737-7657

電子郵件：isupport@narlabs.org.tw

連絡電話：+886-3-577-6085

電子郵件：narlabs_tori@narlabs.org.tw

連絡電話：+886-7-261-8688





非接觸式位移檢測系統
台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光學遙測酬載儀器組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