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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本院案號 主要發明人 技術簡介 申請國家 專利類型 證書號/公開號 

1 101A02-03 陳澤卿 

提供在螢光原位雜交法

(FISH)之檢體前處理步驟增

加第四型膠原蛋白酶

(collagenase type IV)或彈性

蛋白酶(elastase)處理步驟，

藉以降低人類組織自體螢光

現象，提高螢光原位雜交法

螢光探針信號解析度。 

中華民國 

發明 

TWI461539 

中國 CN103382499B 

2 101A04-05 劉烈邦 

提供一種唾液酸絕對值之檢

測方法，可直接利用血液、

血漿、血清或培養液來測定

免疫球蛋白 G 的阿爾發

2,6(IgG α2,6-sialic acid)的唾

液酸絕對值。 

中華民國 

發明 

TWI518328 

提供唾液酸量之檢測方法，

可檢測免疫球蛋白 G 抗雙

股去氧核醣核酸抗體(IgG 

anti-dsDNA antibodies)的阿

爾發 2,6 唾液酸量之檢測方

法 

中華民國 TWI579563 

美國 US8790884B 

3 101A06-07 陳瓊美 

用以評估巴金森病罹患風險

之生物標記及方法，尤指

SCF E3 泛蛋白連接酶複合

物之專一受體次單位-

FBXO7 之第 52 位置胺基酸

變異點之生物標記之評估方

法。 

中華民國 發明 TWI494435 

  



項次 本院案號 主要發明人 技術簡介 申請國家 專利類型 證書號/公開號 

4 101A08-09 謝森永 

提供抑制或減少個體中癌細

胞生長之方法：藉由投予有

效量之核仁磷酸蛋白(NPM)

抑制劑及一或多種抗癌劑，

藉此減輕該個體之症狀及徵

象來進行。 

中華民國 

發明 

TWI614029 

中國 CN105744958B 

美國 US9592407 

美國 US9901594B 

5 102A11 邱政洵 

使用血清胎球蛋白 A 作為

生物標誌物以檢測肺炎鏈球

菌感染時引發溶血性尿毒症

的檢測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TWI536017 

6 103A22-24 王兆弘 

診斷心臟衰竭或評估心臟衰

竭預後之方法；亦可診斷心

臟衰竭或評估心臟衰竭預後

之生物標誌或套組。 

中華民國 

發明 

TWI553313 

中國 CN104515860B 

7 

103A25-28 

 

簡介 

 

影音 

郭和昌 

利用測量特定 miRNA 之表

現量來檢測川崎病的方法及

套組。 

日本 

發明 

JP2017018088A 

中國 CN106047991A 

中華民國 TWI580788 

美國 US10358676B 

8 104A18-20 張璧月 

自人類個體所取得之血液檢

體中評估罹患大腸直腸癌風

險的方法以及標誌物 

中國 
發明 

CN105779580A 

中華民國 TWI571514 

9 104A21-23 張璧月 

自人類個體所取得之糞便檢

體中評估罹患大腸直腸癌風

險的方法以及標誌物 

中國 
發明 

CN105779579A 

中華民國 WTI626314 

10 96A04-05 王子豪 

stress-induced 

phosphoprotein 1 as a 

biomarker for the detection of 

human ovarian cancers and 

endometriosis 

美國 發明 US7851230B 

11 99A08-09 張恒鴻 

提供一種舌診的方法，製作

舌象分類卡製作方法：歸納

七種舌象顏色並製作三十五

種標準舌象色彩模版，協助

操作人員快速地判別舌象類

型。 

中華民國 

發明 

TWI443610 

中國 CN102693671B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dSAzyrybGkdzQ9MfD9b_4-qcyZZ-aMK
https://youtu.be/mUOzvRROj4E


項次 本院案號 主要發明人 技術簡介 申請國家 專利類型 證書號/公開號 

12 P10435 林潔欣 

使用兩種生物標記

(biomarker)(G72 蛋白質以及

SLC7A11mRNA)來診斷阿

茲海默氏症的方法 

中國 

發明 

CN108414765A 

歐盟 EP3361257A1 

中華民國 TW201830016 

美國 US10473672B2 

13 

P10436 

 

簡介 

葉昭廷 

Methods and Kits for 

Predicting the 

Responsivenes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to 5-Fluorouracil-

Based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美國 發明 US8709720B2 

14 P10501 游正博 
Methods and Kits for 

Detecting Cancer  

歐盟 
發明 

EP3346271A1 

美國 US20180196053A 

15 

P10507 

簡介 

影音 

 

鐘文宏 

鑑定藥物過敏反應之致敏藥

物的方法與鑑定套組：將淋

巴球與可疑藥物或其代謝物

於體外共同培養形成反應

物，藉由定量反應物中顆粒

溶解素蛋白、多胜肽或

mRNA 的含量並與對照值

比較，即可鑑定引發藥物過

敏反應之致敏藥物。 

美國 

發明 

US20180312922A 

日本 JP2018537665A 

韓國 KR20180092942A 

新加坡 SG11201803579 

中華民國 TWI606237 

澳洲 AU2015413017B 

16 P10512 林佳霓 

對抗流感病毒感染的效用：

使用胺酸(tryptophan)與精胺

酸(arginine)的組合可被用來

對抗 A 型流感病毒感染。 

中華民國 發明 TW201938155A 

美國 發明 US20190275002A 

17 

P10515 

簡介 

影音 

葉俊男 

以血液中 WISP1 的濃度作

為乳癌篩檢及偵測復發的方

法，藉由測定 WISP1 的濃

度多寡來判定乳癌篩檢、療

效及復發與否。 

中國 

發明 

CN110045120A 

中華民國 TWI631339 

18 P10534 郭明澤 

用於檢測角膜炎病原體的核

酸分子、檢驗套組、生物晶

片以及方法：檢測角膜炎病

原體的引子試劑，包含有一

用於檢測單純疱疹病毒。 

中華民國 發明 TWI60292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XngZf1dnlB8l4J-KLbwHjrdaNV4RrB-m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pcvJIBG6lEVJ4b4KFAc07UpImYlA8SAZ
https://youtu.be/BiuQQvZ094M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GaCRK8Dk25VNcn65-0QjzVi_d-dkIa2J
https://youtu.be/xjYmL6e9bV0


項次 本院案號 主要發明人 技術簡介 申請國家 專利類型 證書號/公開號 

19 P10535 馬惠康 

用於在活體外培養口腔黏膜

上皮祖細胞以及口腔黏膜上

皮細胞的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TWI627280 

美國 US10415014B 

20 P10537 鐘文宏 

評估引發藥物過敏反應 

(Drug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風險的方法，尤

指抗生素磺胺甲噁唑

(Sulfamethoxazole)及/或甲

氧苄啶(Trimethoprim)引發

藥物過敏反應風險的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 

TW201816120A 

中國 CN110100001A 

美國 US20190226023A 

韓國 KR20190084061A 

澳洲 AU2016427922A1 

加拿大 CA3041556A1 

歐洲 EP3533871A1 

21 P10538 賴瓊慧 

診斷子宮頸癌或評估發展子

宮頸癌之風險之套組，該套

組含有用於偵測至少一種單

核苷酸多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簡稱 SNP)之試劑，亦提供

用於診斷子宮頸癌或評估發

展子宮頸癌之風險的方法，

該方法包含偵測至少一種

SNP。 

中國 

發明 

CN107988361A 

歐盟 EP3315613A3 

韓國 KR20180045844A 

中華民國 TWI661050 

22 P10539 趙安琪 

NOVEL PROTEIN 

TRANSFECTION 

COMPOSITIONS AND 

USES THEREOF  

歐盟 

發明 

EP3360564A1 

美國 US20180221487A 

23 

P10543 

簡介 

影音 

 

王亮人 

偵測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之套組：提供一

或多種 miRNA 之進行測序

或量測表現量之試劑，亦提

供用於診斷需要此類診斷之

個體之 ADHD 之方法，包

含量測個體之樣品中之一或

多種 miRNA 的表現量。 

中國 

發明 

CN108531571A 

中華民國 TW201833334A 

歐盟 EP3369829A3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_ZQTvMKQvcuzcZoFowtHq3QFbFTClKpw
https://youtu.be/FLBCuUsGRic


項次 本院案號 主要發明人 技術簡介 申請國家 專利類型 證書號/公開號 

24 P10616 賴瓊慧 

提供用於對需要診斷或風險

預測的個體診斷子宮內膜癌

或預測子宮內膜癌發展風險

的方法，測量個體樣品中一

種或多種 miRNA 的表現

量。 

歐盟 

發明 

EP3372696A1 

美國 US20180258493A 

中華民國 TW201833335A 

25 

P10619 

 簡介 

 

林承弘 

提供能快速且精確地定位神

經受傷區段的神經受傷區段

探測板：將探測單元的電極

貼附於該神經，由於電極彼

此間隔地接觸該神經，使該

神經受傷區段探測板能夠透

過電極偵測該神經的反應，

快速且精確地定位出該神經

的受傷區段。 

中國 

發明 

CN108309231A 

美國 US20180199894A 

中華民國 TWI624248 

26 P10620 褚柏顯 

抽取少量病患血液檢體萃取

核醣核酸（RNA），接著

利用即時聚合酶反應

（realtime qPCR），檢測診

斷標誌－微小核醣核酸

（miRNA），代入一邏輯

式迴歸模型來計算發展出急

性腎損傷的機率。 

中國 

發明 

CN109694909A 

美國 US20190119751A 

中華民國 TWI646199 

27 P10622 黃瀛賢 

使用用於診斷及/或治療川

崎氏病的新穎生物標記的方

法：以 CpG 雙核酸苷的胞

嘧啶低甲基化檢測川崎氏病

以及用於治療川崎氏病的方

法。 

澳洲 發明 AU2018253505A1 

中國 發明 CN109811047A 

日本 發明 JP2019092503A 

韓國 發明 KR20190058353A 

中華民國 發明 TW201925479A 

美國 發明 US20190153081A 

28 P10628 葉昭廷 

評估肝硬化病患罹患肝癌的

風險：收集肝硬化病患的血

液檢體；分析臨床數據，由

臨床數據計算一風險指數；

以及由該風險指數進行預

斷。 

中華民國 發明 TWI544216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mA_8WEXvBsGxvCavXsyW2aP1BmQIGg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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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P10631 郭明澤 

用於檢測角膜炎病原體的核

酸分子、檢驗套組、生物晶

片以及方法：檢測角膜炎病

原體的引子試劑，包含有一

用於檢測微孢子蟲門物種的

引子對。 

中華民國 發明 TWI649329 

30 

P10634 

 簡介 

 

邱致皓 

以不同製備方式產出之高濃

度血小板血漿製劑與細胞進

行體外培養，並以即時細胞

生長測量之結果做為依據，

得知可以促進細胞生長效果

較佳之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倍

率，並可以此高濃度血小板

血漿倍率施予患部，藉以提

升減緩或修復關節炎、運動

傷害及關節退化等症狀之效

果。 

中華民國 發明 TW201912790A 

31 P10635 鐘文宏 

評估抗癲癇藥物拉莫三嗪

(Lamotrigine)引發皮膚藥物

不良反應風險的方法，另提

供評估患者發展出皮膚藥物

不良反應風險之檢測試劑，

包括測定特定 HLA 對偶基

因之試劑。 

PCT 發明 WO2019080077A 

中華民國 發明 TWI650423 

32 P10712 陳志丞 

藉由使用重組型質體對

(recombinant plasmid pair)作

為一標準品來量化一標的基

因的突變型等位基因負擔

(mutant allele burden)的方

法。 

美國 發明 CN110295218A 

中華民國 發明 TW201940702A 

美國 發明 US20190292586A 

33 P10803 吳逸民 

利用磁振造影影像來鑑別神

經疾病的方法：根據受檢者

腦部的磁振造影影像來做鑑

別，以自動鑑別神經疾病。 

中華民國 發明 TWI639830 

美國 發明 US20180263548A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2vhW5z7b97xcFZUcE9Ddmh2eXBwZmNTZnhRWUY0N21jOW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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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10804 吳逸民 

利用磁振造影影像預測神經

疾病的臨床嚴重度的方法：

根據受檢者的腦部至少一磁

振造影影像來做預測關於該

神經疾病的臨床嚴重度的評

估分數。 

中華民國 發明 TWI651688 

35 P10812 陳定平 

以血液檢測之微流體晶片檢

測方法，可縮短作業時間、

降低人力試劑成本、減少人

為疏失。 

中華民國 發明 TWI678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