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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字型：中文微軟正黑體，英文Arial 

營業/服務項目 

台北/新竹 

生活情境場域創新機會點
、技術核心設計價值分析
、商業模式、跨領域設計
共創、顧客價值主張及商
模、技術商品化設計 

設計研究及產品
與服務設計 

使用者體驗研究、使用介
面研究、感性設計、服務
系統設計、功能雛型快速
試製、場域導入技術設計
規劃、生活場域設計驗證 

技術互動展演/創
新體驗溝通 

體驗回饋研究、技術整
合、互動體驗設計、展
演故事設計、展場設計
、科技行銷設計 

感性使用者研
究與試製驗證 

新竹 南投(中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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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為工研院中具有科技展示規劃與互動體驗設計之核心團隊，過去所

累積的相關大型案例如下： 

2010年 2011年 2013年 2014-2015年 

花博夢想館 
(台北市政府) 

經建百年特展 
(經濟部技術處) 

工研院展示館 
(工研院) 

解密科技寶藏 
(經濟部技術處) 

大型科技互動實績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MGBnZ-4nsgCFQqOlAod2gYAig&url=http://www.ultracombos.com/portfolio/technologywindow/&psig=AFQjCNHBr-cE4L5VXiqABGEbS2hTbibGow&ust=1443691530164143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Jip8IK6nsgCFQgYlAodElUIYA&url=http://www.odcdesign.com/talk-detail.php?nid%3D84&psig=AFQjCNEz_AmxucMXjpJGZzO6AXT5xUlntg&ust=144369160915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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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整合項目： 

 安全型視覺導引協作機器人(工研院機械所) 

 全軟體控制器應用於雙臂機器人(精機中心) 

 智慧化屏幕資訊整合顯示系統(車輛中心) 

 

2016解密科技寶藏展覽 

技術整合案例 

 互動展示 I： 

當象徵每一觀眾角色之色球落入球池，安全型視覺

導引協作機器人啟動偵測鏡頭與即時辨識軟體系統

，並由雙臂精器人依顏色歸類並放入藍、黃、紫三

種分色盒。 

 互動展示 II： 

當觀眾於機台前感應ID後，機械手臂將吸取屬於特定

觀眾之色球，放置於觀眾面前，並可於智慧型顯示屏

幕中看到相關個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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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輔導 -羅○森公司 

銀髮族家電新感受 
加值前 加值後(樓梯升降椅) 

商業週刊1417期報導 

1. 引進工研院機械所直流無刷薄型馬達技術及減速機
與智慧化伺服驅控器等技術，以達到薄型與輕量化
之目的。   

2. 經創新設計加值，包：含語音提示功能、一體成形
收折、人性極簡圓球操控介面等，提升國內業者自
有品牌形象及附加價值特色。與國外同階功能產品
節省近1/3費用。 

3. 102年累計銷售實績約3千餘萬元（總銷售數量約77
台），相較參與經濟部計畫前提升179%。 

4. 103年升降椅銷售額首度超越本業，以「MIT自有品
牌」居市場銷售龍頭，近2年營收達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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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輔導 -創○物聯科技 

科技帶給人們乾淨的環境 
-空氣清淨機，攜帶型、免耗材- 

TBD商品化工作坊共創 

抽取式清潔 

產品功能 

微粒去除效益
高:PM2.5>95%@1hr 
特殊流場設計之乾淨氣流包覆 
可攜式、免濾網、省電、低噪音 
結合App remote control與空品
監測資料 

市場需求 

空氣品質管理，結合物聯網，預
計3年後將可帶動產值達3.5億元 

運用工研院機械所微型靜電除塵技術 

放電讓空氣微塵粒子帶電後，再用靜電模組帶電吸附 

協助新創公司導入DechnologyTBD商品化
能量 

第二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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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體的需求，串連出跨域整合的可能，型塑出未來樂齡衛浴的新興產業價值鏈 

創新 
材質 電機

光學 

量測
感測 

資通
系統 

安全 

方便 

多樣 

健康 
整體衛浴 
前瞻趨勢 
與需求 

ASUS 

台塑 
工研院 

台大醫
院 

水五金產業輔導-成○企業 
未來生活跨域整體解決方案設計 

跨域技術加值創新設計發想 跨域專家工作坊 

使用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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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品產業輔導-瀛○國際 

人性化異材質環保概念壺感性設計 

• 開發新型態矽材質折疊快煮壺。 

使用感性設計方法調查產品意象，進行產品使用性測試，
彙整摺疊壺於操作、收納之問題，提出新式收納折疊方式
與各項功能改進建議。 

• 廠商估計兩年銷售1.5萬個 

預期產值約3,500萬新台幣。 

本計畫提出的新式摺疊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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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鞋產業輔導-王○實業 

鞋墊感性舒適度研究 

7.86 

5.11 

6.69 

7.77 

6.14 

9.4 

0
2
4
6
8

10
貼合感 

支撐感 

舒壓感 

吸震感 

乾爽感 

軟硬感 

N O . 4鞋墊  

• 利用各項開放實驗室設備、及感性評價技術，協助產業建立生理/
心理量化舒適指標 

• 協助廠商關注使用者需求，可開發 
具「鞋墊舒適指標履歷」之鞋墊 

• 延伸可建立協墊參與數與舒適度關連資料庫 

貼合感 支撐感 舒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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傢俱產業輔導-亞○開發 

醫師專用感性問診椅開發 

• 預估增加投資額
5,000千元 

• 增加就業人數至少
1 人 

• 取得專利至少1 件 

針對特殊族群開發人體工學椅，鎖定醫師進行感性設計開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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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五金產業輔導- 牧○科技 

人性化馬桶式紅外線感應式沖水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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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長：  院長室(段協理) 
副團長：  產服中心劉佳明主任 
執行秘書： 產服中心謝國倫副組長 
專案經理: 產服中心鄭嘉隆經理 

彰化水五金產業升級服務團 

整合性輔導平台-中部地區 
近800家以上衛浴群聚產業 
 

整合國際市場趨勢 
引領廠家發展創新 

以優勢生產製造技術及 
創新產品廣宣臺灣形象 
建立國際行銷聯盟團隊 

高值 
 
 
 
 
品質 

高值化 
+ 
高品質 

產業服務團 

輔導內容 
 
 
 
 
 
 
 
 
 
 
 
 
材化所、機械所、量
測中心、學院、產服
中心等…. 

 

智慧製造技術 

無鉛材料研發 

產品智能化技術 

高值表面處理 

感性設計整合 

產學合作推動 

提
升
國
際
地
位
創
新
產
業
價
值 

拓
展
國
際
通
路
建
置
品
牌
認
同 

銅材 

鑄造 

鍛造 

沖壓 

鋅壓鑄造 

塑膠 

橡膠 

切削加工  

產品 

表面處理 

人力 

• 開發符合北美公共環境、易於安裝與 

拆卸維修、符合北美使用者需求意象 

之創新沖水閥。 

• 預估增加就業人數 1人、三年銷售量 

1.3萬件、產值約3,900萬新台幣。 

• 啟動運用感性設計技術，提供 

水五金產業創新整合設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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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具產業技轉 - 巨○公司 

行動巧手專利 

• 「行動巧手」為創新生活工具。以女性戶外活動需要，開發一款

多功能、可拆裝使用的工具組 

• 巨球公司延伸運用「行動巧手」專利之技術概念，並配合女性的

居家生活形態，規劃發展女性多功能整合型創新生活用工具，已

通過南投縣SBIR計畫。(已簽訂合作意向書) 

藍芽喇叭

磨指甲機

LED照明光源

警報器 按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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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所- 次世代外骨骼機器人創新設計 

(院級跨單位前瞻計畫-互動式外骨骼機器人復健技術) 

 • 發掘脊損患者重要需求，使用感性設計方法分析產品意象， 

• 機械所團隊規劃106年初Spin-off。協助「以人為本」概念提出設
計建議，持續進行既有機器人改良。 

• 盤點創新科技導入發展創新外骨骼機器人感性設計10式。研究成果
可作為次世代外骨骼機器人研發方向的參考。 

產品感性 
意象調查 

科技導入創新 
設計工作坊 

重要需求 
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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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光所- IVS機器人感性設計 

(光復院區新型態學研合作-智慧視覺機器人技術) 

• 協助發展柔和線條造形，傳達智慧視覺
機器人的居家陪伴之意象感受。 

• 外型建構、與高感度模型製作。 

• 2017CES展出，增加國際曝光度。 

15 

團隊成員：工研院電光所/巨資中心/機械所/IEK/產服中心、及清大動機所/資工系/光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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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中心- 金屬3D列印設備感性設計開發 

AM500 AM250 

• 展現與設計出具有高級、俐落、快速的感性意象，並協助鈑金設計與監造 

• 協助產出第一台國人自製的雷射金屬3D列印設備，該台金屬3D列印設備
，較進口設備大幅降低一半成本 

• 該設備將在雷射光谷試量產工場提供國內業者開發試製各式金工飾品及工
件。已輸出販售兩台，創造1000萬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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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產業技轉 - 富○鑫工業 
射出成型機感性概念設計 

• 運用行為觀察法，發掘操作者、組裝工人、行銷業務等關鍵人需求 

• 開發滿足人因介面、執行效率、感性體驗之射出成型機概念設計 

• 打造LM-500SV於2016年 

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展出 

• 「2016研究發展創新產品競賽」 

獲塑膠射出成型機械類優等獎 

• 預估可促進投資4.3億元、 

衍生產值95,000千元、增加就業8人 

 

17 

射出成形機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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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本案在以下要項之卓越表現 
 對成果商業化之貢獻度 
 所/中心&顧客滿意度 
 創造產業價值或效益、提昇本院價值 

• 輔導八家工具機代表廠商，跨域交流，共同實作感性設計技術，由各家自主開發創
新機型，啟動科技美學與使用者中心創新產品開發，質變內部研發模式。 

• 共同規劃於106年3月『台北國際工具機展』展出設計，共同推廣。 

• 八家廠商自評預估研發投資金額6,180萬元、促進就業32人、衍生產值14.755億元 

工具機產業輔導- 工具機設計研發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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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未來優質生活實驗場域規劃與建
置計畫」推動辦公室 

19 

食 

衣 

行 

育 

醫 

藝 

農業市集及明日餐桌 
（農委會） 

智慧穿戴裝置 
（經濟部） 

車聯網 
（交通部） 

VR/AR娛樂體驗 
（經濟部） 

雲端健康照護 
（衛福部） 

科技藝術駐村 
（文化部） 

• 科技部邀集各部會共同於中興新村導入智慧科技技術，發展成為具未來
性之生活實驗場域 

• 本院負責協助智慧城市的策略發展規劃與部會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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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常用於OEM/ODM
廠商 

• 具自有品牌的中小型公司 

• 需導入科技技術並進行
整合的中大型公司 

• 可促成產業交流與產品創意共享效益，並藉由設計前端研究的分析與創新

設計方法，發掘新市場/新商品的契機。 

• 可協助中部地區產業業者，善用法人科專技術，整合達成既有商品差異化

與創新商品的開發，協助產業質變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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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1 21 

謝謝聆聽 

 
歡迎各位業界先進參與 

共創科技美學大未來 

 

科技美學設計加值計畫 
 

官網:www.dechnology.com.tw 

台灣科技設計加值策進會 

http://www.tdi.org.tw/ 

創新科技體驗與推動計畫 

展覽 www.2016.MeetBao.net 
官網 www.official.MeetBao.net 
粉絲團 www.facebook.com/dttitri 

中台灣產業感性設計加值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