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以設計創造感測元件
在『日常生活』與『健康照護』中
更多元應用價值

德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題目：

第八屆新㇐代設計產學合作



德立斯科技成立於1975年，以設計量產汽車及工業等測試儀錶設備為主。
除擁有自有品牌產品之外，後續更發展為使用者需求導向的產品設計研
發及生產服務的供應商。目前也致力於協助客戶開發出獨特的創新產品，
同時在不斷追求產品優化、技術領先，更注重對企業內外的回饋，履行
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簡介

Trisco Technology Corp → Safety for Life 為生活提供安全產品

TRISCO = Triple “S” Company
3S – Standardization、Specialization、Simplification

3個S的公司：標準、專業、簡單化

資本額: NT$ 288,000,000 元
Website: www.trisco.com

國家磐石獎
小巨人獎等其他獎項….



企業簡介：台北辦公室

T LAB 創新
創業加速器
★ 共同工作空間
北市大安：(50坪)
20席+5會議空間
新北板橋：(800坪)
30席+5會議空間
實驗室及快速打樣



企業簡介：板橋工廠

辦公區、會客區 德立斯科技 大廳 電量校正實驗室

無塵室作業

研發中心

辦公、會議
咖啡吧檯

生產線 員工運動休閒區

工作站

產品熱機房

生產線



 汽車OBDⅠ及 OBD Ⅱ標準協定：(1).J1850 PWM    (2).J1850 VPW    (3).ISO 9141-2 (4).ISO 14230-4   
(5).ISO 15765-4 ….可進行汽車電腦電子通訊信號讀取、模擬、檢測、編碼。

 汽車技術應用方面：如抬頭顯示器、行車記錄雲端系統、智慧汽車維修履歷管理、自動轉向頭燈、以及車聯
網等相關產品。

 軍規之類比與數位儀錶設計與製造。
 工商業用之類比與數位儀錶設計與製造。
 酒精濃度測試儀器與其他氣體偵測設計技術與專業製程。
 自動化機電整合控制與監測設備之規劃、設計、安裝的服務。包含HMI人機界面、PLC機電整合、

遠端或雲端連線監控等。
 其他客製化或特殊產品設計與製造。電子醫療工具、環安監測系統、運動或消費性等電子產品。

企業簡介：核心技術

代工 Watt Bike 產品



背景／問題意識

科技發展日日創新，技術的多元與智慧應用發展於不同領域當中，隨著台灣社會對

於高品質的生活水準與⾧遠的醫療健康議題日趨重視。依據不同感測器的特性瞭解

，思考如何透過設計跨領域結合IoT或5G的優點，讓感測元件廣泛運用於環境、人

身或設施的保護，達到有效監測，進而安全預警提示，幫助我們的生活可以更便利

與友善共好。



5G-Real Time 應用的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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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重點

以產品設計或互動體驗服務結合硬體和軟體進行創意規劃，設計切入點以感測器應用於「健康照

護」、「日常生活」兩大領域，發掘痛點提出創新的監測方法與具有效益的解決構想。



設計規格

1. 感測元件包含聲音、光、影像、溫度、濕度、氣體、觸壓、流量、速度、方位、電與磁、
化學性質等偵測。

2. 軟體設計以有效蒐集數據及處理數據後的應用服務為目標。
3. 最終呈現可以機電控制型式、AR/VR互動體驗設計,手機APP顯示或特定面板、聲光警示

反應等不同形式與功能的表現。

感測器 轉換
電路

信號
放大

電壓比較與控制

指針式電錶

類比與數位
轉換

微電腦控制

數字顯示
Vs(T) Vo(T)

AR/VR互動體驗

APP顯示

聲光警示

Whill自動駕駛輪椅

電氣應用之感測器：
 超聲波感測器
 溫度感測器
 濕度感測器
 氣體感測器
 壓力感測器
 紫外線感測器
 電量感測器
 磁敏感測器
 磁阻感測器
 磁感測器
 影像感測元件
 圖像感測器
 光感測器
 位移感測器
 線位移感測元件
 加速度感測器
 碰撞感測器
 震動感測器



圖片來源： 股感知識庫

用人類的感官來作對照的感測項目之參考



 加速度計：地震警報聯網
 氣體感知：環保署-空氣品質指標空氣品質3D圖譜
 應變片、應變規+ IoT ：橋樑、建物、水土之安全監測
 水位感知：河流水位檢知、防汛通報 (上游大雨、下游晴天危機)
 壓力、流量、液位度應用：供水泵站遠端監控系統(水資源最佳化)
 溫濕度應用：⾧臥老人尿濕護理方案、

冷鏈物流溫濕度即時感知方案
 磁感：磁振造影 AI判斷
 影像：在家防疫不無聊Johnson@mirror健身魔鏡

案例



案例_地震警報網圖譜

德立斯科技 之無塵室工作站量產 三聯科技振動校正室



案例_環保署-空氣品質指標

資料來源：https://airtw.epa.gov.tw/CHT/Information/Standard/AirQualityIndicator.aspx



空氣品質指數（AQI） 健康令人擔憂的程度 顏色

0 to 50 好 綠色

51 to 100 中等 黃色

101 to 150 不適於敏感人群 橘色

151 to 200 不健康 紅色

201 to 300 非常不健康 紫色

301 to 500 危險 棗紅色

美國空氣品質指數顏色分級

https://www.wikiwand.com/zh-tw/%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6%8C%87%E6%A8%99

AQI指數
臭氧（O3）
1小時平均
/（μg/m3

臭氧（O3）8
小時滑動平
均/（μg/m3）

細顆粒物PM2.5

（粒徑小於等於
2.5μm）24小時
平均/（μg/m3）

可吸入顆粒物PM10

（粒徑小於等於
10μm）24小時平均
/（μg/m3）

㇐氧化碳（CO）
8小時平均/
（mg/m3）

二氧化硫
（SO2）1小時
平均/（μg/m3）

二氧化硫
（SO2）24小
時平均/
（μg/m3）

二氧化氮
（NO2）1小
時平均/
（μg/m3）

0 - 0 0 0 0 0 - 0

50 - 108 12 54 5.038 91.7 - 99.64
100 250 140 35.4 154 10.763 196.5 - 188

150 328 170 55.4 254 14.198 484.7 - 676.8
200 408 210 150.4 354 17.633 793 799.1 1220

300 808 400 250.4 424 34.35 - 1582.5 2350
400 1008 - 350.4 504 46.258 - 2106.5 3100

500 1208 - 500.4 600 57.708 - 2630.5 3850

美國空氣分指數及對應的污染物項目濃度指數表

美國環境保護署（EPA）已開發出用於報告空氣品質的空氣品質指數（AQI）。
該空氣品質指數分為六類，顯示健康影響程度的高低。空氣品質指數值超過300
代表有害的空氣品質，低於50空氣品質良好。



案例_應變片、應變規+ IoT

防南方澳斷橋重演 監測28座特殊橋梁砸1.85億

南方澳斷橋主因「螺絲鬆了」？最終報
告顯示：事故前三年多都未檢測 ．建築機械

．工業機械
．醫療設備
．家電
．體重計
．遊戲機
．護理設備
．機動車
．秤重設備
．個人電腦
．…………….

圖片來源： https://www.kyowa-ei.us/eng/product/sector/railroad/images/pict_application_024_001.png

圖片來源： https://www.kyowa-ei.us/

壩體監測 軌道與車體監測 橋樑監測

圖片來源：麥思科技

圖片來源：集研科技-足壓、壓力墊應變片



溪水暴漲多可怕？ 3分鐘影片曝光 網驚呆：夭壽跑不了

案例_水位偵測的方案
https://youtu.be/ohE_YP3Y5NI



https://www.toprie.com/newsDetail113-518.html資料來源：拓普瑞電子有限公司

案例_壓力、流量、液位量度應用

鄉村山坡農作灌溉
供水泵站遠端監控系統

壓力
液位

流量

液位

壓力



案例_溫濕度應用

松業科技推出符合冷鏈物流應用LoRa溫濕度IoT即時感知方案 https://vaxcoreinc.com/zh/home/

圖片來源：台灣廣登電子



案例_MRI磁振造影

來源：AILabs

現行判讀腦瘤方式，是將對比劑加入磁振造影中，由醫師人工找出「㇐顆顆的白點」，紀
錄包含腫瘤大小、位置、可能影響等資訊，進㇐步和臨床夥伴討論。但榮總放射線部部主
任郭萬祐認為，這些繁重的判讀工作，其實會影響討論病情的時間，「改用訓練好的AI模
型讀取影像，僅需約20秒時間，就能自動紀錄各項數據，可減輕不少醫師負擔。」

心血管磁共振成像 (維基百科)

結合 fMRI 和 DTI 的示例，告知㇐名 60 歲男性患者的手術方
法，該男性患有已知的肺癌，表現為癲癇發作，隨後右側持續無
力（圖像右側為患者左側） A . 術前冠狀後對比T1序列顯示左側
鐮刀旁環增強腫瘤。 B. 聯合 fMRI/纖維束成像顯示 CST 與右側
腫瘤橫向移動有關。計劃了適當的神經外科方法。 C. 術中 MRI 
顯示病灶完全切除（注意開顱手術，尚未更換）。病變是肺原發
灶的孤立轉移。 隨後右上肢和下肢力量部分改善。 DTI，擴散張
量成像；CST，皮質脊髓束；fMRI，功能磁共振成像

不使用造影劑顯示心肌疤痕或脂肪

https://www.racgp.org.au/afp/2016/november/functional-magnetic-
resonance-imaging-in-clinical-practice-state-of-the-art-and-science/ 利用SSFP得到的四腔心圖像



案例_影像：在家防疫不無聊Johnson@mirror健身魔鏡
內建3D即時動態補捉鏡頭與500萬高清晰輔助攝像鏡頭,Bluetooth 5.0連結，可支援無線喇叭、耳機與運動心率配件．高音質喇叭．



https://youtu.be/ajfWkLJ5VzY



 聲音方位與特性辨識圖譜_醫療聽診(矩陣麥克風)
 海產養殖鹽度或水質偵測自動監測(鹽度計)
 森林/市區 無人機火災熱點檢測(紅外線IR感測)
 動態人身距離防疫警示(低功率雷達)
 食品鮮度偵測再應用(細菌快篩試片、介電係數的晶片)
 其他 ………………………..

再想想看……還有什麼感測器
可以發揮潛在的功能!

德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新㇐代設計產學合作



報名條件

 國內外大專以上團隊，團隊成員需至少1人屬於設計相關科系。

 跨科系團隊組隊，團隊成員能力可互補，提高產品完整度者尤佳。

例如 : 設計系*資管、設計系*資工、設計系*電子(電機)

 建議參加科系 : 工業設計、機械設計、電子、電機、資工、資管等‧

德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新㇐代設計產學合作



企業可之硬體及軟體資源

 安排企業/工廠參訪。
 研發部門提供物聯網、感知器、機構、電子電路設計指導。
 業務部門提供市場訊息與國內外消費者需求分析。
 針對有意創業的團隊提供T-LAB創業計畫指導。

德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新㇐代設計產學合作



德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新㇐代設計產學合作

最後希望由於各位自由的創意,能在學校與企業的支持下,把現有的感測器,透過物聯網串接及5G三大

特點發揮之後,將呈現出意想不到的功能和效益,也解決[日常生活] 與 [醫療照護]上⾧久存在的痛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