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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創醫療產業之發展與實務

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公司



產品項目: 高階植入式醫療器材產品

公司背景: 工研院新創事業

公司設立時間: 2009年12月18日

公司地點: 新竹縣竹北市生醫路二段26號1樓

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2億元

董事長兼總經理: 梁晃千

主要股東: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員工人數: 36人

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成立背景

工研院第一家spin off的醫療器材研發創新品牌

公司

以研發與製造第二與三類的高階植入式醫療器材

為目標，產品的開發強調創新性與結合臨床醫師

之需求，設計開發出符合安全並具有功效之優良

醫療器材

台灣國內第一家脊椎微創品牌公司



Unmet need R&D Manufacture Sales

 We focus on developing innovative and high quality 

medical devices. (Unique & high quality product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product development, w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OEM company to 

manufacture our devices. (design house model)

Wiltrom’s strategy



成為國際一流的醫療器材自有品牌公司

打造國際知名、自有品牌之

醫療器材公司

Change for a better future

願景



梁晃千
董事長兼總經理

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士

1.工研院生醫所研究員/計畫主持
人
2.開發高階醫療器材與臨床試驗
經驗。
3.專長:生醫材料、組織工程、植
入式醫療器材
4.發表SCI期刊論文23篇、會議論
文31篇、技術期刊3篇與專利11
項。

林寶彰 集團總裁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1.鐿鈦科技(股)公司總裁
2.鐿鈦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3.日商台灣東京晶體公司生產部
經理
4.中國生產力中心顧問師

台微醫經營者



吳永志
廠長

1.工研院生醫所副研究員
2.開發高階醫療器材與參
與兩項軟硬骨組織修復
國際技轉與臨床試驗的
經驗
3.98年國家發明獎銀牌
4.98年工研院生醫所專利
發明獎銅牌

蘇義鈞
協理

1.工研院生醫所副研究員
2.開發高階醫療器材與參
與兩項軟硬骨組織修復國
際技轉與臨床試驗的經驗
3.發表會議論文3篇、與專
利2項
4.98年工研院生醫所專利
發明獎銅牌

徐佩琪
經理

1.工研院生醫所副研
究員
2.開發高階醫療器材
與參與兩項軟硬骨
組織修復國際技轉
與臨床試驗的經驗
3.交聯型HA醫療器
材研發
4.GMP工廠建置經驗

戴宏穎 副理
1.工研院生醫所研究員
2.發表SCI期刊論文6篇
、與會議論文21篇
3.開發高階醫療器材與
上市後臨床追蹤的經驗
4.行政院生技高階人才
培訓計畫成員

台微醫經營與研發團隊

詹淑芬
經理

1.美敦力鼎眾（台灣）
股份有限公司, 專職於神
經調控部產品，區域經
理
2.鼎眾公司 負責美敦力
的產品心臟外科，神經
外科 產品行銷和臨床應
用，行銷部經理
3.SCHMIDT科技台灣股
份有限公司，銷售主管

陳皇綺 經理
1.工研院生醫所研究員
2. 工研院生醫所期間-工
業局高階醫材計劃-技術
輔導案
3.-TFDA-奈米醫療器材
品質安全評估與檢驗方
法之研究
4.開發高階醫療器材經
驗



華應劭 醫師 (20年以上年資) 陳敏宏 醫師 (20年以上年資)
 Medical School M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Honors Program PhD- Northwestern Institut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Residency 

 Johns Hopkins Hospital, Neurological Surgery 

 Board Certification American Board of 

Neurological Surgery

 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助理教授/4年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神經外科主治醫師兼主任/4年
 清大醫工所兼任教授/2年
 國泰醫院外科主治醫師/顧問/8年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外科主治醫師/1年
 亞東紀念醫院外科主治醫師/1年
 台大醫院外科主治醫師/6年

對研發之助益
華醫師在國外脊椎融
合手術中具有相當多
之經驗，同時自身亦
非常熱衷於手術方式
改良之研究，因此，
將對本計劃無論是器
械開發或者是改良，
都具有非常大的幫助
。

對研發之助益
陳醫師於神經外科已具有
多年脊椎融合手術之臨床
經驗，而且在學術研究方
面陳醫師亦有相當多研究
成果，在本計畫中將可對
手術方法的可行性與動物
實驗中的模擬做實際的操
作測試。協助本計畫完成
無椎弓螺絲微創脊椎骨融
合系統的整體流程評估。

醫師顧問



Location

Hsinchu Biomedical 
Science Park

Chungtung

Taichung
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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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微創研發人力分布(2017)

目前公司總人數36人中有23個研發人員



Wiltrom Product Line

MIS spinal implants
Bio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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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微醫研發能量

產品上市

 植入材料設計
 材料性質物化性分析

 植體設計
 手術器械設計

 手術方法研擬
 產品生物安全性分析
 動物實驗規畫

材料研發

機構設計 安全分析

 植入材料設計 固化時間測試

強度測試 含水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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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前動物實驗模型建立

兔子脊椎後側融合模型兔子股骨植入模型

米格魯顱骨重建模型 米格魯齒槽骨脊重建模型豬脊椎融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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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力學模型建立
椎間融合器力學測試

 Static and dynamic torsion testing of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body fusion devices

 Static and dynamic axial compression and 

compression shear testing of lumbar and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body fusion devices

 Subsidence testing of lumbar and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body fusion devices. 

脊椎固定器力學測試

 Static compression bending testing 

 Static torsion testing

 Dynamic compression bending testing 

 axial grip testing 

 Pull-off tulip/shank test (0 degree)

 Pull-off tulip/shank test(maximum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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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融合評估

兔子脊椎後側融合評估兔子股骨骨再生評估

1M 3M

Plastic embedding 

Mictr-CT

Plastic embedding 

Evaluation of bon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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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試製

產品設計 CNC打樣, 3D列印 快速打樣成品

3D繪圖設計

工程圖設計



Innovation = Invention

Innovation ?
Invention ?



Invention = Unmet Need X Solutions

Innovation= Invention X Implementation



臨床上脊椎的問題



何謂脊椎骨融合手術?



脊椎骨融合手術之目的
Instability

脫位

Stabilization

Spinal surgery

Fusion

將不穩定的脊椎部位，利用手術的方式達到
穩定，最終達到融合的效果。治療患者神經
受到壓迫的病症。



Computer



Mobile Phone



 全球脊椎骨融合產值預計在2017年將達
到約92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約達3.7%。

 醫療器材產業中，又以骨科醫療器材的
市場價值最大，其中又以脊椎植入物領
域的市場價值與成長率最高

Fusion

Non-fusion

Spinal biologics

2017全球市場預估

2010 2011 2012 2017 CAGR%

FUSION 6827.9 7280.1 7654.9 9194.1 3.7

單位: $ million

脊椎骨融合手術市場規模



https://decisionresourcesgroup.com

2012 Global Spine Implant Market (million) 2013 Global Spine Implant Market (million)

 美國微創脊椎市場從2012年的17.3億美元成長至2013年的19.3億美元，成長
約12%

 另一市場分析預估指出，美國微創脊椎市場約以每年6%的百分比成長至
2023年

 美國的微創脊椎市場，預測在2021年前達到28億6,000萬美元

US Minimally Invasive Spinal Implant Market - 2011-2021

微創脊椎植入物市場規模

https://decisionresourcesgroup.com/


 Conventional Open Spinal Surgery

臨床需求



 Conventional Open Spinal Surgery
• Extensive Soft Tissue & Muscle Dissection 

• Longer Recovery Time

• Excessive Blood Loss

• Blood Transfusion &Complication?

• Large Wound 

• Higher Infection Rate

• Higher Mortality & Morbidity

• Prolonged Op Time 

• Prolonged Post-op Length of Stay

臨床需求



 “Keyhole" Surgery

 Purposes:

To Minimize Physical Trauma on Patient,

While Achieving Maximum Therapeutic 

Results
• Reduction of Soft Tissue Damage

• Decreased Blood Loss

• Decreased Hospitalization

• Faster Return to Daily Activities

Minimal Invasive Spine Surgery



Open Surgery vs.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脊髓的一側植入一椎間融合器，破壞較少的肌肉組織
 較接近椎體形狀的椎間融合器

5cm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TLIF)
Banana Cage



微創腰椎椎間融合器



 開創傷口小於3公分的微創手術

微創腰椎椎間融合器臨床使用案例



微創腰椎椎間融合器臨床使用案例



微創腰椎椎間融合器臨床使用案例



Pedicle screw system with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



Pedicle screw system 
with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Indications

Autologous bone transplantation

 Osteoma surgery

 Pseudoarthritis

 spinal fusion surgery (non-weight-bearing region)

 children acetabular reconstructive surgery

 re-operation after loosening of joint prosthesis

 bone defect filling for bone fracture fixation

Cage
Bone graftBone graft

Bone graft



Osteocera
 Composition: 

β-TCP＞95％
 Porosity: 75-85%.

 Pore Size: 200-650μm

Bicera
 Composition: 

HAP /β-TCP(60/40, w/w)

 Porosity: 75-85%

 Pore Size: 200-650μm

Granule

Stick

Bone graft



＊

▲

▲

Newly formed bone

BiceraTM

1 month 6 month

6 month
6 month

＊

6 month

Chen C-H et al, In vivo evaluation of a new biphasic 

calcium phosphate bone subtitute in rabbit femur 

defects model, Biomedical Engineering:Application, 

Basis and Communication, 24:537 2012

Bone graft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MIS)

Bone graft used on spinal 
fusion surgery

Open Surgery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MIS)

 High resistance

-not easy for use

 Low bone graft volume

-lower fusion area

Bone graft delivery in MIS



Innovation= Invention X Implementation



Bone graft

 There are more than 10,000 cases that has been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ever year (No compliance)

Distal radial fracture Anterior interbody fusion 



Papers

Chen C-H et al, In vivo evaluation of a new biphasic 

calcium phosphate bone subtitute in rabbit femur 

defects model, Biomedical Engineering:Application, 

Basis and Communication, 24:537 2012

Chan K-K et al, In vivo evaluation of a new β-

tricalcium phosphate bone subtitute in rabbit femur 

defects model, Biomedical Engineering:Application, 

Basis and Communication, 27, 2015



Award

第十一屆國家新創獎 企業組／研發
技術類，2014/12/9

2016台北生技獎/新創技術獎，
2016/07/22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