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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熱流學門所包含的領域非常廣泛，因應近年來國內科技發展需求，於今年二

月第一次學門複審會議中，出席委員的一項共識是應再進行學門重點方向規劃。

於五月第二次複審會議，就所收集的規劃內容進行初步意見交換，並請委員們後

續再進一步提供意見與修訂。現今這份規劃書即是複審委員們努力的成果，旨在

提供國內有興趣熱流領域的研究學者參考，鼓勵於今年向熱流學門提出計畫書申

請。雖然規劃書所列重點方向在未來的專題計畫審查作業過程不具任何實質影響

作用，但基本上提供了現階段在國內環境熱流領域受到重視的方向，具有參考價

值。 

此規劃書共提出了七個重點方向: 熱管理，生醫、生物熱流，建築熱流，先

進製造技術(含積層製造)，多尺度熱流傳播，與加速污廢水處理關鍵熱流控制技

術，乃集複審委員們的智慧，對國內未來熱流領域發展提出具體的建議。各個規

劃重點的特色是兼顧學術研究與實際應用，鼓勵朝跨領域與多元化發展，為學門

研究領域帶入新的元素。基本上，此學門規劃書回應社會民生所需，提供了當今

在國內受到重視的研究課題，敬請 大家參考與指教。 

 

104 年科技部熱流學門召集人 苗君易敬上 

104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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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熱管理（Thermal Management) 

規劃委員 陳炳輝 教授 

一、技術（背景）說明： 

近年來熱門的科技話題除了生醫新藥外，不離智慧手持裝置、再生能源、3D

封裝、大數據、穿戴式裝置、無人智慧電動車等。而這些科技之所以能夠有效率

的實現，其中相當重要的核心技術就是熱管理。若缺乏有效的熱管理，數據資料

中心就非常耗能，因此每ㄧ家提供雲端伺服器的公司，莫不想盡辦法提高的電源

使用效率（PUE)，希望 PUE 值能降到 1.0。智慧手持裝置若缺乏有效的熱管理，

溫度升高，其 CPU 運算能力就變差，使用的時間就減少。若無法有效降溫，太

陽能電池的能量轉換效率就變差。積體電路ㄧ旦堆疊，可想而知，原先可以透過

上下截面散熱的途徑就被切斷，累積的熱源就相當難以處理。穿戴式裝置若無法

有效地處理電子元件的散熱，穿戴式裝置就只是玩具，電動車馬達的散熱若無法

處理，效率馬上大幅降低，行駛哩程就會變短。 

要如何有效的進行熱管理，應可以就以下的方向進行基礎研究： 

1. 奈米材質的複合材料（散熱漆或散熱膏）的熱傳性能。 

2. 熱電效應。 

3. 超薄（0.3mm)或超長（40cm 以上）的熱管、熱虹吸管、或蒸發艙(vapor 

chamber)的研究。 

4. 表面改質的蒸發與冷凝研究。 

5. 利用大氣或大地還境進行溫度調節。 

6. 利用身體協助散熱或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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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前景（應用情境）： 

含奈米材質(石墨烯或石墨粉末）複合材料的研究成果可運用於 LED 與智慧

手機的散熱，但必需考量其經濟成本。熱電效應可與 IC 製程整合，協助 3DIC

的散熱問題，若能提出有效的熱電元件設計，也可用於穿戴式裝置上身體熱能充

電。至於超薄熱管則是超薄手持裝置電子散熱的首選，但目前只有日本能量產，

超薄蒸發艙比超薄熱管的挑戰更高，如何充填工作流體，如何讓冷凝液回流都是

需要解決的問題。超長熱管或熱虹吸管則是用於 All-in-one 的電腦，也可用於電

動馬達的散熱。在電動馬達的散熱部分，必須考慮每散熱ㄧ千瓦所需散熱系統的

重量，因為對車輛而言，他的負載越輕越好，就ㄧ台電動車約需一 150 千瓦的馬

達，若效率是 90%，若每散熱一千瓦需兩公斤的散熱系統，也需要 30 公斤的散

熱系統。就表面改質的沸騰與冷凝，將會影響許多熱交換器的性能表現，一般而

言，若工作流體是水，在蒸發端需超親水表面，在冷凝端需為超疏水表面。在資

料中心的部分，應該是內部所含的電子元件相當眾多，散熱的需求龐大，如何利

用大氣或大地環境來協助散熱，調節資料中心的溫度變成是一個重大課題。對穿

戴式裝置而言，往往需要緊貼身體，量測身體的資訊，因此如何藉由身體來散熱

或發電將會是一挑戰性的題目。 

以上所提的應用情境僅是拋磚引玉，需要熱管理的應用情境相當眾多，但所

有熱管理的目標都是相同，就是提升系統的效率，延長系統的工作時間，讓許多

新創裝置可以實踐，並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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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生醫、生物熱流  

規劃委員 王國楨 教授 

一、 生醫奈微流體系統 

規劃委員 許佳賢 助理教授、陳致真 助理教授 

(由自動化學門之 103 年生醫微機電規劃內容精簡修正) 

（一）技術背景說明： 

生醫奈微流體系統(Bio Nano/Micro Fluidics)乃是應用奈微製程技術來製作

出微小系統的研究，可特別適用於精準的定量與操控流體和生物檢體及環境，對

生醫領域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當應用於生化檢測時，可將大型的生醫實驗室多

樣的功能，包括從試樣準備到生醫反應檢測，縮小集中在一個晶片上。其所能達

成的檢測成果，不但在定量上優於傳統方式，在速度及精確度上也頗占優勢，是

以此類晶片也稱為實驗室晶片（ lab-on-a-chip， LOC）或微全分析系統

（micro-total-analysis-system，μTAS）。由於生醫奈微機電技術的自動化、準確化

與快速化等競爭優勢，生醫奈微流體系統被視為突破癌症或各種疾病檢測、藥物

篩選與釋放、生醫材料等瓶頸的關鍵科技。根據工研院產服中心報告指出，2011

年全球奈米生醫市場已達501億美元，預估2016年整體奈米生醫市場可達969億美

元，2011~2016年年複合成長率(CAGR)達14.1%。其中自動化控制與系統整合在

許多層面中均扮演重要之角色，以下將逐一闡述。 

（二）、研究方向及具體建議： 

 2.1 主要研究課題說明： 

 生醫檢測 

病因的檢驗、正確的投藥、甚至是量身訂製的藥物，都仰賴快速、精確、

簡易及廉價的檢驗技術。其中的關鍵技術包括檢體的前處理、液體的操控、

信號的偵測等。若是樣本為直接取自人體的生醫檢體，如血液、組織或體液



5 
 

等，往往必須將檢體加以處理並分離出待檢物，才可以進行檢測。例如細胞

內的DNA或蛋白質的檢驗，須先行將細胞破碎，取出胞內物質，再將所需

檢測的目標分離、純化以利檢測。因此，檢體處理與分離的自動化，是生醫

檢測技術提升的首要目標。另外，由於生醫檢測是靠擴散與隨機碰撞來產生

生醫反應，傳統上往往需經數小時至數日才能完成某一種檢測，對於需要多

種檢測交叉比對的生醫反應，處理過程就相當費時，又因為是由人來操作，

不易精確定量。生醫奈微機電技術能精確定量，且可同時平行處理大量檢體，

因此能大幅縮短檢測時間。而且生醫奈微機電系統可減少檢體用量便獲得相

同或更佳的檢測結果，發揮生醫反應的微量檢測功能。當檢體體積減少，反

應面積與檢體體積的比率相對增加，檢體的反應速率可以加快。此外，藉著

外力或奈微流體系統的幫助，可有效地濃縮待測物或混合溶液，使生醫反應

所需的時間得以大幅縮短。當使用的檢體量減少時，隨即面臨偵檢訊號微弱

的問題。增加訊號強度或提升感測裝置的靈敏度，是解決上述問題的兩種方

式。在增加訊號強度方面，目前有使用人工方式複製生醫分子，以增加檢體

的份量，例如聚合酶鏈鎖反應技術；對於無法利用人工方式增量的分子，則

增加其標誌物的標誌量或靈敏度，或將分子集中於檢測區域以利檢測。在提

升感測裝置靈敏度方面，除靠減少背景雜訊外，更靈敏的新式感測技術亦是

發展的重點。根據Yole Development公司產業報告指出，生醫奈微機電技術

在未來五年內，因為自動化、簡易化與快速檢測等競爭優勢，在診斷市場上

將持續保持兩位數百分比的成長。生醫奈微機電的應用潛力在於低成本、快

速檢測特性，並可提供一個快速、精確、大量且自動化/可攜式的操作平台。

傳統的檢驗方法，緩慢費時、精確度不易掌控且花費甚高，限制了生醫科學

的快速發展。生醫奈微機電技術(1)可採用自動化的操作方式，來節省大量

的檢體處理空間與人力；(2)能精確定量，且可同時平行處理大量檢體，因

此能大幅縮短檢測時間。(3)配合生物感測器的開發，例如使用奈米金或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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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粒子、光學干涉及表面電漿共振技術、或檢體放大技術做為生物感測器的

偵測，能大幅增加檢測靈敏度。 

以下針對幾項主要生醫奈微流體技術用於生醫檢測現況與研究方向做

一說明。 

1. 疾病檢測 

利用生醫奈微機電的技術，可幫助醫生在短短數分鐘內，檢測出病因與

病期，包含癌症、傳染疾病、急症、與慢性病等的檢測。若是用於檢驗初期

的各種癌症，更可進一步了解病人的癌症遺傳因子，以作先期的防範。在傳

染疾病檢測方面，各式傳染疾病，如腸病毒等的檢驗，若使用傳統檢測技術，

往往需要四至七天以上才可判斷，這時候病人或許已經痊癒或早已死亡了，

無法在第一時間內有效地偵測並診斷；利用生醫奈微機電系統提供的快速檢

測技術，能夠迅速且正確地診斷病因。例如檢驗血液中細菌，可將敗血症的

檢測時間大幅縮減到30分鐘，將有助於有效提升疾病治癒率、避免藥物濫用，

以及具有減少併發症等優點。在傳染疾病檢測方面，例如可診斷急性心肌梗

塞肌鈣蛋白(Troponins)，其對於心肌細胞損傷的偵測有非常優越的敏感度及

特異性，是相當理想的心臟標記。現在有相當多醫院將它當做診斷急性心肌

梗塞的實驗室檢查項目。在慢性病檢測方面，涵蓋腦血管疾病、心臟病、糖

尿病、痛風與高尿酸、慢性呼吸道疾病(氣喘、慢性阻塞肺疾病)、慢性腎臟

病等。生醫奈微機電技術用於慢性病檢測，主要在於發展定點照護系統，定

期採集處理生物檢體(多數為血液)並檢測其疾病特定指數，以提供病患及醫

師調整行為/用藥所需之資訊，達成長期控制疾病的效果，並降低病人及家

屬往返醫院受到感染的風險，以及舟車勞頓的不便與負擔。 

 

 

2. 藥物篩選與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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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的篩檢及開發:在醫學臨床的檢驗，新藥分析研發，以及對於環境

生態的持續監測，都面臨到需要能夠同時平行且迅速檢驗眾多生物檢體或是

化學合成物的挑戰。在這些生物檢測中，由於樣品及試藥取得不易，或是價

格昂貴，微量且批次的檢測技術，也就成為歐美日等先進國家重要的發展方

向，微陣列技術的應用也因此成為下一代生醫檢驗和發現新藥的重要方法。

微陣列晶片提供了一個快速、精確、大量且自動化的操作平台，可將成千上

萬不同的生醫檢體，固定在微小的晶片上，並可同時、平行、大量且快速地

完成檢測工作，大大縮短了檢測的時間。近年來隨著生醫奈微機電技術的研

究，已發展出新的材料與方式可以作為治療用之標靶藥物投遞。藥物投遞系

統可以讓既有的藥物效果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也因此對生醫的應用有重大的

影響。可以與這些微小化裝置相結合的藥物還包括具有治療效果的核酸

(nucleic acids)、肽(peptide)和蛋白質(protein) [1]。目前最新的奈微機電藥物

投遞系統主要是透過在裝置上結合感應器或者奈米結構來達到控制藥物分

子的交互作用與擴散，而且其中有些裝置還可以植入體內。目前熱門的研究

的課題包括可以植入體內釋放胰島素(insulin)的微型幫浦裝置[2]以及可以施

打到體內進行藥物釋放的奈米顆粒[3, 4]。由於給藥幾乎是所有疾病最重要

的醫療手段，藥物釋放的研究具有極大的應用價值，所以是非常值得投入的

一個重要領域。 

2.2 相關研究課題 

 生醫檢測 (Diagnosis) 

 低成本檢測 (Low-cost diagnosis) 

 實驗室晶片 (Lab-on-a-chip) 

 早期診斷 (Early detection) 

 即時檢測系統 (Point-of-care system) 

 個人化醫療 (Personalized medicine) 

 細胞檢測 (Cell detection) 

 微囊泡檢測 (Microvesicle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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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奈米磁珠 (Micro- and nano-magnetic beads[18]) 

 藥物篩選與釋放 (Drug screening and release) 

 二維與三維細胞培養 (2D and 3D cell culture) 

 誘導式多能性幹細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 

 高通量藥物篩選技術 (High-throughput drug screening) 

 自動化平台 (Automated platform) 

 藥物釋放控制 (Drug release control) 

 標向藥物釋放 (Target drug release) 

 微流體 (Ｍicrofluidics) 

 微流體操作 （Microfluidic control） 

 細胞操作 (Cell manipulation) 

 細胞分離 (Cell sorting) 

 微囊泡萃取 (Microvesicle isolation) 

 液珠生成控制與細胞包覆 (Droplet formation and cell-encapsulation) 

 液珠操作控制與檢測 (Droplet control and analysis) 

 微製造技術 (Microfabrication) 

（三）、 發展前景（應用情境）： 

台灣近年來許多電子/光電、材料及設備等廠商紛紛跨足醫療產業，進行異

業結合，同時在企業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各產業進行分工合作，結成研發聯盟。

台灣藉由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從設計、製程、測試、到封裝等已累積相當成熟

的技術，過去幾年已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在原型生醫奈微機電產品的開發，生醫晶

片製作及相關之生醫應用，顯示市場上已認知此領域之重要性，也已有不少突破

性的技術發展。在可能是下一波工業革命的主角-萬物相聯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s)」中，生醫奈微機電系統也將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負責各式生化

訊號的提供與執行，例如自我健康照護與健身等的應用上。但不可諱言，生醫奈

微流體系統現階段產品出貨量較少，也面臨著許多技術上的挑戰，需要由不同領

域的人才來克服。尤其生醫奈微機電系統的設計、製造與應用所涉及的領域，包

括生物醫學、奈微流體系統、化學、材料、電子、機械、光學、積體電路等學科，

包含的層面有流體系統的運作、生醫反應、訊號檢測、裝置可靠度、生物相容性



9 
 

/毒性與法律規範等，非常注重跨領域的技術背景及溝通整合能力。期盼藉由此

生醫奈微流體系統之規劃促進跨領域合作之生醫奈微流體研究計畫，有助於我國

生醫奈微流體技術之整合，提升相關產業之發展。 

（四）、參考文獻： 

[1] LaVan, D.A., et al. (2003) Small-scale systems for in vivo drug delivery. Nature 

biotechnology 21, 1184-1191 

[2] Chu, M.K., et al. (2012) In vitro and in vivo testing of glucose-responsive 

insulin-delivery microdevices in diabetic rats. Lab on a chip 12, 2533-2539 

[3] Cheng, Z., et al. (2013)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and NaYF4:Yb3+/Er3+ 

nanoparticle-doped bilayer hydrogel for concurrent NIR-triggered drug release 

and up-conversion luminescence tagging. Langmuir : the ACS journal of 

surfaces and colloids 29, 9573-9580 

[4] Niikura, K., et al. (2013) Sub-100 nm gold nanoparticle vesicles as a drug 

delivery carrier enabling rapid drug release upon light irradiation.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5, 3900-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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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醫流體力學  

規劃委員 黃美嬌 教授 

(由 99 年能源與熱流學門規畫內容精簡修正) 

（一）、前言： 

根據衛生署資料，2008 年台灣民眾十大死因依序是：惡性腫瘤(27.3%)、心

臟疾病(11.1%)、腦血管疾病(7.5%)、肺炎(6.1)、糖尿病(5.6%)、意外事故(5%)、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3.8%)、慢性肝病及肝硬化(3.5%)、自殺(2.9%)，腎炎、腎徵

候群及腎性病變(2.8%)。其中心血管疾病更是全球致死率第一名。這些疾病多與

人體內的循環系統有關，而這些循環系統，例如呼吸系統、血液循環系統、淋巴

系統、泌尿系統、聽力(耳蝸)、關節潤滑、腦脊髓等，莫不與流體力學息息相關。

人類對生物流體力學的研究從 1969年Caro等人研究壁剪應力與動脈粥樣化的關

係開始，近年來配合醫學影像技術的進步，人類在這方面的研究更是蓬勃，並有

相當程度的進展。然而，礙於生物系統的複雜性、多尺度性(multi-scale)、多物

理性(multi-physics)，已發掘的生物流體力學知識仍屬有限，對於臨床診斷、治

療方法風險評估、治療結果預後、及醫療裝置最佳化設計等研究也仍僅處於萌芽

階段。 

有鑑於此，本規劃乃針對人體相關的流體力學問題進行規劃。中長程的研究

目標設定為： 

 從細胞到組織到器官，一個可處理複雜幾何、多尺度、多物理系統的整合性

實驗及理論分析方法； 

 建立流體力學與疾病間的關聯性(correlation)，融入生理學及病理學的知識，

尋找可茲利用的生物標記(biomarker)，以協助臨床診斷； 

 治療方法風險評估、治療結果預後、及醫療裝置最佳化設計之流體力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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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針對上述三項目標，以下分基礎面及應用面進一步介紹可探討的研究題目。 

(二)、 基礎面規劃內容 

2.1 流變學 

流變學是一門以機械觀點來探討材料性質的學問，探討溶液、漿料到高分子

等流體的剪、切、黏、彈性質，涵括非牛頓流體力學及塑性力學。欲分析預測這

些流體的行為，必須先瞭解流體剪切應力與流體變形的關係，其與分子內部結構

(如高分子的排列方向及拉伸)緊密相關。透過流變學的研究，可瞭解分子/粒子/

溶液的微觀行為，進而加以操控，以使材料在巨觀上具有優異的安定性、穩定性、

或機械性質。 

血液是由 55~60% 的血漿和 40~45% 的血細胞（紅細胞、白細胞、血小板）

組成，是典型的非牛頓流體。紅細胞是血細胞主要的成分，負責運送氧氣到身體

各部位，並將二氧化碳送到肺部排出體外；白細胞能幫助人體抵禦細菌、病毒和

其他異物的侵襲；出血時，血小板可以發揮凝血和止血的作用。血漿中有 90%

是水，其餘為蛋白質、鈉、鉀、激素、酶等人體新陳代謝所需要的物質。醫療上

也有所謂的血液成分治療，將全血依不同的血液成分分裝，可以提供不同病人的

需求，而使血液作最有效率的應用。欲更精準探討血液動力學，應考慮血液之非

牛頓流變形為，特別是考慮微血管或病變血管內的流場剪應力對血球的破壞、沉

澱等影響，因而對血液流體性質造成的改變，進而對流場造成的改變。一個能準

確描述細胞對流場反應的可靠的構成方程式(constitutive equation)相當重要。 

肺氣道黏液具有剪切稀化(shear thinning)的特性，也屬非牛頓流體，馬克思

流體(Maxwell fluid)已知仍不足以描述它。 

2.2 多孔隙滲透現象 

肺泡壁氣體及微粒交換、淋巴腺淋巴吸收、心血管跨壁滲透(filtration)、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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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與次細胞結構內或細胞外間質(extracellular matrix)物質或力的傳遞等都屬多孔

隙滲透現象。一個正確描述滲透率的構成方程式(constitutive equation)或經驗方程

式目前仍付闕如。 

2.3 多相多尺度流場分析 

生物流體的組成很複雜，牽涉的時間及長度範圍很廣，組成物甚至可依受力

情況及化學刺激而自我調整。如血液內有如水般的血漿、半固體的紅血球、硬化

的血塊等等。血液動力學包含血液與血管壁間的交互作用，流速、血壓、和流場

引致的作用力或可以巨觀的連續力學解析，但血管壁內膜細胞對作用力的反應、

血液成分在管壁上的滲透、紅血球的變形、血小板的凝聚等等則又牽涉微觀細胞

力學。肺氣道內則有氣體、黏液、纖毛、外來微粒等多相物質交互作用。配合醫

學成影技術，如侵入式及非侵入式超音波 (ultrasound)、核磁共振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電腦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ic imaging)、X 光攝影

(X-ray)等，可取得一些相當有用的解剖學上組織結構。全尺度的直接分析不容易，

結合多相流分析技術，整合細胞力學、流體力學、生理學、病理學知識更屬不易；

發展或尋找合適的經驗或半經驗式子將有助於建立簡化的但仍屬完整的分析模

型。 

2.4 微奈米流體力學 

近年來微奈米管道是生醫檢測及分析一個深具潛力的實驗平台，如 DNS 檢

驗、酵素萃取與化驗、免疫分析、細胞培養與測試等，具有低反應時間、低劑量

需求、高敏感度等優點。微奈米尺度下的力學特性與巨觀特性不盡相同，如電滲

(electro-osmosis)、介電泳(dielectrophoresis)、電潤濕(electro-wetting)、毛細現象

及表面張力、滑移邊界等因子，其重要性及物理機制仍須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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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面規劃內容 

 3.1 心血管流體力學 

人類對血液動力學的分析已經有很長一段歷史，從開放系統到循環系統、從

穩態流到脈衝流、從牛頓流體到非流頓流體、從剛壁血管到彈性血管、從流場細

節探討到波動與共振。與單純管道流體力學不同的是：正常血管具有自我調節的

功能，流量與壓力間存在有回饋機制，由神經與交感神經控制，因而整個循環系

統，包括心臟的脈衝律動、冠狀動脈系統的壓力脈衝律動、收縮心肌的脈衝律動，

是一個交相和諧運作的系統。因此準確的心血管流場分析或病因探討其實必須仰

賴一個完整的心血管循環系統分析。例如心臟猝死是由於心臟輸出量(cardiac 

output)驟降，無法維持腦或心臟的功能，而驟降的原因可能來自病變心血管造成

的冠狀動脈血流量過低，兩者之間的關連性需要進一步研究確立。 

要瞭解心血管系統官能失常的原因及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法，血液動力學研究

可提供相當程度的幫忙。例如在血管分歧處(如頸動脈)及曲率或管徑變化較大處，

常有複雜流場產生，流場對內膜細胞的某種作用可能是血管粥樣硬化的原因，流

場沖激可能進一步造成硬塊破裂、沉澱堆積，形成血塊。利用醫學成像(clinic 

imagining)技術提供的血管道幾何尺寸，配合流體力學分析，或可找出造成粥樣

化的流場因子，如管道幾何結構特徵、流場剪應力(wall shear stress)、血小板在

發炎處的停留時間(residence time)、流場螺旋指數(helical flow index)或其他。嫁

接人工血管是治療血管狹隘的方法之一，而嫁接處流場分析則有助於預測新的危

險區域，有益於人工血管及分流術的研發與設計。又如需要接受長期且規律血液

透析治療的尿毒症患者，通常須先做動靜脈瘺管手術。動靜脈瘺管手術是將一條

動脈與其鄰近的靜脈做吻合（常選擇橈動脈及頭臂靜脈），或以接種人工血管作

為橋樑將動脈與靜脈吻合，目的在使靜脈血流量變多並使血管膨脹，以便能夠重

覆扎針，進行血液透析。然而這些橋樑在用了一段時間後常會發生堵塞、窄化的

問題，流場分析將有助於瞭解窄化或個案發生的原因並設法預防；其它如人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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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瓣膜、冠狀動脈支架等。流場分析不僅有助於疾病成因的瞭解、治療、與預後，

也參與人工器官安全性、效率、生命期的設計與分析。 

如何運用生物流體力學分析的結果幫助臨床診斷也是一個可探討的議題。例

如研究發現運動似乎可以抑制或減緩動脈粥樣化，也可以減緩小型腹部動脈瘤的

發展，其原因一般猜測或與運動改變血液動力學有關，但是否如此，仍待研究探

討。 

其餘可探討的重要的議題尚包括：血液流變學、脈衝流血液流場分析、近壁

處傳輸現象、具多成分-非等向-非均勻-非線性材料性質血管壁、血液流場與血管

壁交互作用、入出口邊界條件或系統分析、血管壁血液滲透(filtration)與吸收

(absorption)等等。 

3.2 肺氣道流體力學 

呼吸道系統是一個連續分歧的複雜網路結構，具彈性的氣管壁；肺氣道壁處

有一層薄薄的黏液存在，黏液厚度受氣流、黏彈性、表面活化素(surfactant)等影

響。這層黏液不能太厚，以免妨礙氣體交換，造成呼吸窘困(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RDS)；但也不能太少，以致無法阻止毒素、病原體進入及協助排痰，

表面張力在此扮演有重要地位。急性肺損傷(Acute Lump Injury, ALI)的病人常需

要呼吸器的幫忙，而呼吸器產生的微氣泡流體可能惡化肺損傷，以不正常的外力

將崩塌或堵塞的呼吸道重新打開，也可能傷害組織細胞造成肺損傷。對於肺氣道

內氣體、黏液、氣道交互作用的瞭解，有助於臨床的診斷與呼吸器的設計。 

另一方面，由於空氣汙染造成愈來愈多人呼吸系統方面的疾病，主要肇因於

汙染微粒在肺部中沉澱堆積，這些微粒若是到達肺泡，也可能對氣體交換造成阻

礙。以噴霧劑將藥物送達肺部是常見的治療方法，但能否準確將藥物送達有賴對

藥物於肺氣道內之傳輸行為的了解，而後者則有賴對複雜肺氣道、肺氣道內流場、

氣管壁與流場交互作用等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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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探討的重要的議題包括：肺氣道黏液的成分、形成原因和體積控制機制、

黏液流變學、氣流與黏液交互作用分析、液氣介面穩定性分析、表面活化素作用

與多層表面活化素模型、流場與肺氣道間的交互作用與應力分析、肺氣道重新打

開流固耦合分析、網狀肺氣道系統流場分析、有害微粒或藥物微粒在肺氣道中的

傳輸與鎖位等等。 

3.3 淋巴系統 

淋巴系統是人體免疫系統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負責將部分血液及組織液(進

入淋巴系統後即稱為淋巴液)過濾後送回靜脈系統，其管路系統含多孔隙的淋巴

腺(lymphatics)、淋巴管(lymphangions)、防止逆流的閥門(valves)、淋巴結(lymphatic 

nodes)，淋巴液最後流入胸腔內的靜脈系統；一些不好的物質，像是腫瘤細胞、

外來病毒等，會在淋巴結內被破壞過濾掉。當淋巴系統無法有效地移走組織液時，

便會發生組織腫脹或水腫現象，是目前仍無法醫治的一個問題；或免疫失敗時，

淋巴系統反而成了致命細胞的轉移途徑。因此淋巴液在淋巴系統中的傳輸機制與

現象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與挑戰。 

淋巴液的主要驅動力可能因不同身體部位而不同，如可靠骨骼肌或組織滲透

壓力來驅動，或靠淋巴管壁內的平滑肌細胞的收縮，抵抗逆壓及重力；無處不在

的單向閥門防止了淋巴液的逆流。淋巴液的填充與平滑肌的拉扯驅動，使淋巴液

順利傳輸，而不致水腫。在舒張和收縮的過程中，流場剪應力可能刺激內皮細胞，

進而調節淋巴管徑。各種驅動機制會相互搭配，以降低流阻。 

可探討的重要的議題包括：淋巴網路系統流場模型的建立、驅動機制的分析

與模型建立、淋巴管壁收縮運動與流場剪應力場關係的釐清與建立、從細胞到系

統的多尺度分析、水腫與流場特徵的關係建立、淋巴腺多孔隙滲透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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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醫學檢測 

光學顯微鏡是生醫檢測必備儀器，利用覆蓋蝕刻有小孔的金屬薄片外加光柵

可以使解析度大為提高，而讓樣品流過一斜刻有小孔的微管道，即形成所謂的光

流體顯微鏡(optofluidic microscope，OFM)，可使解析度不受感應器相素限制。 

免疫分析的準確性深受樣品細胞濃度高低之影響，如何在短時間內從病人的

唾液、痰、尿液、或血液中取出高劑量的目標細胞是免疫分析中重要的課題。利

用加熱或震動或動電學原理可以驅動溶液的流動，透過漩渦的牽引可能迫使目標

細胞趨近感測針頭，進而被表面已特殊處理過的針頭捕捉到。又如透過不同細胞

對流場剪應力或渦流不同的反應，進行管道設計，開發細胞分離技術。 

微奈米流道是提供生物體外細胞培養或分類技術的方法之一，或可控制生化

或生物環境，如於管道內填充模仿細胞外間質 (extracellular matrix)的水膠

(hydrogel)，透過觀察、量測細胞在有/無流場或有/無濃度梯度環境下於水膠骨架

(hydrogel scaffolds)內的遷移、增生，瞭解或預測細胞移植入體內後的情形。微奈

米管道的製程、水膠的填充過程、流場的控制(包括微幫蒲、微閥門、微混合器

等的設計與流場分析)、擴散或遷移控制等，流體力學一直是最重要角色之一。 

3.5 藥物傳輸 

侵入性的治療，如安裝血管支架或嫁接人工血管，基本上雖可回復部分器官

功能，但並不能治療及修復已受損的心血管組織等細胞。幹細胞治療法是目前極

具希望的治療方法，但仍需配合適當藥物，將之送到受傷組織處以刺激細胞著床

增生或抑制細胞自滅。癌症標靶治療則是將藥物鎖定癌細胞。藥物的傳輸需先設

計好生物標記(biomarker)，多為內膜細胞或組織的生化特性，再將藥物製成表面

特殊處理過的奈米顆粒，仰賴其辨識生物標記並附著。其中藥物的製程、傳輸、

溶解、擴散等，皆是可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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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進入人體的方式也是可探討重點。如在微型注射器中，藥物微粒在流經

口徑收縮處常會沉積於入口邊緣處，或完全堵塞住，透過流體力學多相流分析，

可以提供改良注射器結構有利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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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築熱流 

規劃委員 林大惠 教授 

一、技術（背景）說明：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經濟的成長，人類在居住方面的需求除了滿足可避風雨的

最基本條件外，居住品質的提升成了重要的考量。由於溫室氣體排放衍生的全球

環境變遷、以及化石燃料的有限儲存量，節約能源與開發再生能源成為廿一世紀

的全球運動，它們也成為現代建築物必須納入使用與管理的要項，直接表現出居

住品質的提升。另一方面，都會區的建築密集以及老舊房舍的年久失修再再面臨

建築火災的嚴苛挑戰，很顯然的防火安全是居住品質的重要一環。從居住品質提

升的角度來看，節約能源、使用再生能源和防火安全是現代建築物必備的功能，

而其中所涵蓋的研發課題，諸如：綠建築、空調、通風、小型風機、太陽光電板、

火災行為、煙流特性…，皆直接或間接與熱流科學相關，善用熱流科技可以改善

現有建築物的缺失，提供現代化、多元化及智慧化的建築新設計，有效的提升居

住品質。本規劃內容分成建築節能之熱流研究與建築防火之熱流研究兩大部分， 

分述如下： 

二、規劃重點： 

 建築節能之熱流研究 

1. 建築外殼節能技術與工法之熱流現象研究（綠屋頂、節能玻璃、相變化

外牆）。 

2. 建築物通風系統與室內熱舒適性及室內空氣品質之關聯分析。 

3. 先進空調與能源系統之應用與開發（高效能冰水主機、地冷空調系統、

分散式能源管理系統）。 

4. 智慧節能建材之基礎開發與應用研究。 

5. 因應極端氣候與結合再生能源之建築節能技術（智慧電網，零碳建築）。 

6. 建築物之風工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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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防火之熱流研究 

1. 建築物火災行為與煙流特性之實尺寸實驗與數值模擬驗證。 

2. 先進建築材料之耐燃性能與發煙毒性評估、資料庫建立與擴充。 

3. 防火區劃設備與構件之防火性能提升、建築構造耐火性能提升。 

4. 創新消防設備與技術之研發與應用、消防安全設備可靠性與功能提升。 

5. 智慧型防火避難系統研發。 

6. 綠建材、綠能系統、綠能設備及綠能科技與防火安全之調合運用。 

三、發展前景（應用情境）： 

本規劃內容的研究課題皆是國內建築物現階段急需解決的問題，目前廠商的

投入與市場的需求皆顯示有其發展契機與願景，善用熱流科技可以改善現有建築

物的缺失，提供現代化、多元化及智慧化的建築新設計，在節約能源、使用再生

能源和防火安全三方面有效的提升居住品質。  



21 
 

肆、 先進製造技術(含積層製造)（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規劃委員 陳介力 教授 

製造業為各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美國於近幾年也積極從返製造業大國可

知其端倪。先進製造技術的應用含括(1)精密設備、精密機械零件加工(2)電子產

品(3)光學產品。電子熱傳與封裝技術在過去的 20 年成為熱流研究的主流之一，

生物晶片技術的開發也產生可觀的的微道流分析，包含在電場、磁場的作用下流

體的作動分析。另外在傳統或非傳統加工程序，只要有直接式熱源或間接式熱源

的引入，均可能經由熱傳遞的影響對加工件產生物理或化學性質的影響，如熱應

力、熱應變等。 

就積層製造技術方面，熱流分析可就以下的方向進行研究： 

1. 加工腔體氣氛控制(process gas management): 噴嘴配置、流場與溫度場

分析，Ar、N2 氣體消耗分析，汙染分析。 

2. 金屬粉末床燒結程序分析: 配合雷射功率與操作模式分析溫度場、粉末

熱熔率、熔池溫度變化、殘留應力。 

3. 金屬粉末床燒結特性分析: 探討粉末顆粒大小、密度在不同燒結條件下

成品品質。 

4. 加工程序即時監控: 即時溫度量測、熱影像資訊分析。 

5. 粉末製程: 粉末製程的流場與溫度場分析。 

6. 振鏡系統溫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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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多尺度熱流傳播 (Multiscale Transport)  

規劃委員 洪哲文 教授 

一、 技術（背景）說明： 

Navier-Stokes Equations 自從 19 世紀中期推導完成並持續發展至今已可完整

描述連續流體(continuum)粒子質量、動量、能量、濃度等傳播現象，加上 1980

年後的電腦數值模擬軟硬體突飛猛進，巨觀尺度流場模擬現幾乎已完全商業化，

變成工業產品設計的標準工具；近年來微奈米科技逐步導入新型熱流產品，而其

輸送現象因微流道尺寸狹小，Knudsen number 已開始大於 1，故非連續流體

(non-continuum)微觀輸送現象特徵逐漸顯現，故 Molecular Dynamics(分子動力學)

與 Boltzmann Equation (波茲曼方程式)變成基礎理論，其再與數值方法結合發展

成如 LBM(Lattice Boltzmann Modeling)或蒙地卡羅法(Monte Carlo Methods)工具，

已可逐步取代現有 CFD 在微米尺度之功能。更甚者當傳播粒子有效平均自由路

徑因奈米科技精進而縮小至 20 nm 以下時，粒子-波雙重效應(particle-wave duality)

已不可忽略，故在此尺度下輸送現象必須根基於 Schrodinger Equation(薛丁格方

程式)，並與計算量子力學(Computational Quantum Mechanics)結合，而發展成奈

米尺度輸送現象模擬工具。因應當前新型熱流能源生醫系統發展趨勢，整合上述

多尺度熱流傳播物理模型與模擬工具，已成為 21 世紀的學術嶄新領域與工業創

新指標及革命重點。 

二、 規劃重點： 

1. 計算量子力學(Computational Quantum Mechanics)與其實驗驗證:主要理論基

礎為近代物理、固態物理、與凝態物理，將聲子、電子、光子等在奈米尺度

下之輸送現象完整模擬，可計算光學、電學、熱學、聲學、力學等各種材料

性質，並與實驗量測結果驗證。 

2. 計算分子動力學(Computational Molecular Dynamics)與其實驗驗證:主要理論

基礎為 Hamiltonian Mechanics 與 Newtonian Mechanics，可將具質量之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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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子、原子、分子(及虛擬質量之聲子)在奈微米尺度下之輸送現象完整模擬，

進而計算熱力、流力、質傳、固力、震動、噪音、材料力學與電化學之各式

性質，並與實驗量測結果驗證。 

3. 蒙地卡羅模擬(Monte Carlo Modeling)與其實驗驗證:主要理論基礎為

Statistical Physics & Chemistry，可將具質量之離子、質子、原子、分子(及虛

擬質量之聲子)在奈微米尺度下之輸送現象完整模擬，進而計算熱力、流力、

質傳、固力與電化學之各式性質，並與實驗量測結果驗證。 

4. 晶格波茲曼模擬(Lattice Boltzmann Modeling)與其實驗驗證:主要理論基礎為

Boltzmann Dynamics，可將具質量之離子、質子、原子、分子(及虛擬質量之

聲子)在奈微米尺度及巨觀尺度下之輸送現象完整模擬，進而計算熱力、流

力、質傳、固力與電化學之各式性質，並與實驗量測結果驗證。 

5. 計算流體力學(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與其實驗驗證:主要理論基礎為

Navier-Stokes Equations，可將具質量之連續體粒子在巨觀及微米尺度下之輸

送現象完整模擬，並與實驗量測結果驗證。其目前重點仍需繼續改善紊流與

多相流模式，並與紊流燃燒等工程應用相互驗證。 

6. 多尺度熱流傳播(Multiscale Transport Integration)數學模式整合與模擬工具

發展:將上述基礎理論與模擬工具相互整合，以發展從材料選擇到系統設計

一個完整的模擬與設計工具，以輔助熱流相關產品之研發。 

三、 發展前景（應用情境）： 

未來多尺度熱流傳播研究不僅可應用於傳統動力與航空、汽車、船艦等各式

產品，並已擴大至半導體製程、生醫、光電，與新型綠能直接能源轉換的各式系

統與主件(例如: 太陽能晶片、發光二極體、燃料電池、熱電晶片等)，其應用領

域不斷擴大且具備商業價值，未來市場前途不可限量，而多尺度熱流傳播學術基

礎並為所有學術理論之基礎理論(The theory of all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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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加速污廢水處理關鍵熱流控制技術 

規劃委員 苗君易 教授、王金燦 教授、楊永欽 教授、 

蔡伸隆 助理教授、陳柏源 助理教授、朱敬平 

一、技術應用回顧： 

污水處理是處理水污染的重要過程。採用物理、生物、及化學的方法對工業

廢水和生活污水進行處理，目的在分離水中的固體污染物並降低水中的有機污染

物和富營養物（主要為氮、磷化合物），從而減輕污水對環境的污染。它的目標

是生產環境安全的液體廢物流（或經處理的污水），從而合乎排放標準或可再利

用。典型的生活污水處理廠常包含兩級處理過程，即一、二級處理。污水經市政

管網收集後進入處理廠，先由隔柵過濾去除其中較大的固體物，如泥沙、紙張、

塑料等，然後進入第一級沉澱池（稱為預沉池或一沉池）。污水在預沉池中停留

數小時，待其中固體污染物沉澱後，進入二級生物化學處理反應池。視採用處理

手段的不同，反應池可以為好氧型曝氣池、或厭氧型生物濾池（滴濾池）等。一

般說來，好氧反應的處理量大，適合中大型城市採用，其作用原理乃是在曝氣池

中大量通入空氣以促進好氧細菌的生長，細菌以水中有機污染物為食，大量增長

後形成污泥狀懸浮物。最後再將污水引入第二級沉澱池，將細菌和其他微生物為

主的污泥沉降，完成汙水的處理。運營良好的二級生化污水處理廠，處理後的污

水在視覺及嗅覺上可以達到與清水相近。然而，目前處理一噸有機廢水約需臺幣

12 元，臺灣一天家庭廢水量約為 600 萬噸(不含園區的無機廢液)，因此處理費是

一筆很大的財政支出，而且再處理過程尚有耗時等其他缺點，因此倘能引入「關

鍵熱流控制技術以加速汙廢水處理」，對人類、生態環境將是一大貢獻。 

污水微生物反應系統利用微生物做為觸媒來降解有機物，是ㄧ種透過微機物降解

產電激化微生物代謝能力以加速有機廢水的處理速度的新興環境處理技術，兼具

處理廢棄物與產電雙重功能。它是一個跨領域的技術應用與研究的平台，需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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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校、不同專長、不同應用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形成研發團隊。其中系統生物

反應過程中的極化（活化、歐姆、濃度極化）處理是重要的關鍵技術，可透過「關

鍵熱流控制技術」來進行分析改善。另外，發展污水微生物反應系統的流控技術

也具實際應用價值，在尋找最佳操作條件之餘，如何在汙水處理與產電之間達到

一最適平衡，使其性能提升並能應用於汙水處理反應槽中，也是一重要研究課

題。 

二、未來研究重點說明： 

  連續式的污水微生物反應系統適合應用於汙水處理或是產電，而流體控制明

顯是此技術發展及應用的關鍵因子。此外，由於污水微生物反應系統陽極之主環

境為水溶液，流體邊界層是限制質傳的重要影響因子之一，無論是污水的流率或

是汙水的停留時間，皆與流體邊界層的厚度有關，而邊界層界面上剪應力的強弱，

也影響著微生物於陽極極板的附著能力。以下規劃之研究乃聚焦在「加速汙廢水

處理關鍵熱流控制技術」，以流控技術為主軸，搭配生化、材料、電力、環工與

系統整合技術，探討汙水停留時間、流場參數對系統反應物質傳的影響、陽極生

物膜之馴化與廢水降解之關係等問題，用以降低系統的活化與濃度極化，並透過

極短時間下參數具線性化的特性找出系統的最佳汙水操作條件，並進行流場測

試。 

規畫相關未來研究重點，供有興趣的研究者參考： 

1. 固定或不同流速下(HRT1)及系統溫度操控，探討不同系統極板擺放位置時，

流場邊界層厚度、極板生物膜厚度對微生物馴化、生化反應過程與產電

/COD2 之影響。 

2. 不同系統流道幾何設計與不同冷/熱流場操作條件，探討不同邊界層與極板

生物膜尺度對微生物馴化、生化反應過程與產電/COD 之影響。 

3. 探討系統反應極板於不同冷/熱流場操作條件，各種流體特性與流場邊界層

下，系統啟動時間/極板生物膜形成速度與系統內各種極化物理性、化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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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物性過程分析。 

4. 利用相關性分析技術，建立微生物燃料電池系統之產電/COD 降解之過程中，

系統效能與陰陽極 pH3、ORP4、EC5 等參數之關係，透過統計法對系統之

改進或代謝機理提供新的分析概念。 

5. 污水微生物反應系統於汙廢水處理槽之最佳流控模場操作測試。 

6. 系統反應極板於不同冷/熱流場操作條件下，電極材料改質與微生物親合性

處理與製備熱熔狀態與熱冷卻效應分析。 

7. 污水微生物反應系統熱傳控制 Biot number6，改變水分佈的狀態或活化，增

快氧化還原速度。 

8. 污水微生物反應系統中透過基因改造技術及官能基技術(Functional group)強

化流控對污水的處理能力。 

9. 不同系統流道幾何設計與不同冷/熱流場操作條件下，污水微生物反應系統

薄膜生物反應器膜之反洗與氣曝沖洗及流體回流分析。 

符號說明: 

1. HRT: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水力停留時間 

2. COD: Chemical Oxygen Demand, 化學需氧量 

3. pH:酸鹼值 

4. ORP: Oxidation-Reduction Potential, 氧化還原電位 

5. EC: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電導度 

6. Biot number(畢渥數): The physical significance of Biot number can be 

understood by imagining the heat flow from a small hot metal sphere of electrode 

suddenly immersed in a pool, to the surrounding fluid. 

三、預期成果與效益 

 提升汙水處理效率並降低處理成本： 

透過使用污水微生物反應系統可加快污水處理速率，全臺灣汙水處理廠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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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 天約 600 萬 CMD，處理 1 噸汙水成本約 12 元，實驗顯示若 COD 降解率提

升 10 倍，處理 1 噸汙水成本可省下 10.8 元，即一天全臺可省下約 6480 萬元。 

 發電產值： 

以臺灣龍德工業區為例，其廢水處理場所設計之進流 COD 為 353 mg/L，而

1 克 COD 含有 14.7 kJ 的能量，而龍德工業區就業人口約為 4500 人，每日平均

產生之廢水約為 3154 m.t，平均每人一天產生 700 L 之汙水，根據式(1)之運算估

計，臺灣一天之廢水處理即可產生 0.19 MW 之電能，若假設一度電為 3 塊錢，

估算每年可得到約五百萬臺幣的電能，若能回收原能量之 25~50%，其獲利仍相

當可觀。 

 

 回收污水解旱象： 

污水微生物反應系統未來亦可以解決缺水危機，例如 2015 年加州史上最嚴重的

缺水危機，橘郡（Orange County）將污水回收再變成飲用水的成功案例；另加

州聖塔克拉拉谷淨水廠則希望透過再生水的計畫，能在 2022 年前符合至少一成

的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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