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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O 介紹 (按報名順序排序) 

蘇隆畯 

路明思生技 (2020/1/15 設立) 

Harry，臺大化學博士畢業，目前為公司的執行長/董事長，同

時為商業發展部負責人，擁有成功創業經歷，並且為竹科 FITI

計畫業界導師。第一次創業過程，即獲超過 50%成本出場。第

二次創業，他成功將原本做為貴婦們最愛的鑽石，化為獨家奈

米追蹤技術，結合影像以及定量分析系統，開發「路明思細胞

追蹤平臺」，攻下細胞治療領域的利基市場。 

陳孟專 

生命之星 (2016/2/18 設立) 

電子業新二代陳孟專為公司總經理暨執行董事，具有一博三碩

兩學士，創立生命之星專注以蠶絲蛋白科技研發各種生醫材料

應用，短短幾年內，已躋身國際蠶絲蛋白醫材市場，獲獎無數，

2019 年獲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iENA)金牌。她於 2021 年

發起成立商務生態圈，召集超過 100 家公司加入，建構一個資

源互補、整合的產業協作生態圈。 

 

林淑娟 

酷氏基因 (2018/8/7 設立) 

執行長林淑娟臺大畢業後，在清大一路念到博士，帶領由臺北

醫學大學優秀團隊組成的學研新創公司，成功開發全球第一個

子宮內膜癌安蓓®基因檢測試劑(MPap®)，並通過 TFDA 創

新醫材審查，宣告臺灣子宮內膜癌正式邁入新型的分子診斷技

術。公司也於 2021 年 9 月與華聯生技合併。 

 

 

http://www.luminxbiotech.com/
https://www.lifestar.com.tw/
http://www.guzipb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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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仁 

全瑩生技 (2021/5/7 設立) 

張瑞仁博士為公司創辦人，為合成生物學技術平臺–PGASO 畢

卡索細胞編輯技術發明者。曾獲美國陸軍計畫補助進行研發，

該成果並受邀美國休士頓太空總署 NASA 發表肯定。張瑞仁透

過與各方共創策略，大幅降低工業生產成本且降低排放，掌握

關鍵技術達國際市場商業化的目標，其中包含未來生產疫苗佐

劑以及 T 細胞與幹細胞編輯技術。 

 

王正琪 

仁新醫藥 (2016/5/12 設立) 

總經理王正琪為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學博士，美國 Scripps 

Institute博士後研究。迄今已擁有 125件共同發明專利/申請、

6 篇科學論文著作。帶領公司團隊不僅進駐 J&J 嬌生旗下生技

新創育成中心 JLABS，更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哥倫比亞大

學合作，共同開發治療乾性黃斑部病變與斯特格病變新藥，目

前已進入全球三期臨床試驗。2018 年，王正琪獲 JLABS 選入

「傑出女性領導人」，從百餘家國際新銳脫穎而出，成為首度

且唯一獲此殊榮女科學家。 

 

林彥穎 

捷絡生物科技 (2018/11/14 設立) 

執行長曁創辦人林彥穎，為跨領域 EE 博士，專長為先進雷射物

理及光學顯微影像，於國立清華大學光電所及腦科學研究服務，

致力開發 3D 生醫光電影像與自動化分析技術。參與從科技部

價創計畫而衍生新創，成功開發自有專利之 3D 數位病理影像

技術結合 AI 輔助臨床診斷之次世代數位病理檢測。2022 年結

合 Intel、Olympus、Roche 及生技製藥夥伴共同發展全球首

創的數位病理上中下游生態系，以驅動精準醫療與個人化應用。

 

https://www.twbioscience.com/
https://www.linbioscience.com/
https://jell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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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文 

普瑞博生技 (2016/1/27 設立) 

董事長兼總經理陳彥文，戰勝「妥瑞氏症」疾病，一路求學生

涯孜孜不倦拿到博士，專精「雙離子薄膜技術」，並以此核心

技術成立新創。公司目前已成功開發及製造出血液淨化及細胞

分離等相關之醫療器材，並取得各國上市許可證且銷往國際。

公司也於 109 年獲 Discovery 頻道專訪，成為「臺灣無比精

彩」生技醫療類代表之一。110 年起，相關產品更策略授權國

內外大廠，包括南亞塑膠等，後續成長能可期。 

 

陳欽章 

台灣牙易通 (2016/6/22 設立) 

創辦人暨執行長陳欽章，發展牙材團購與教學課程，七年下來，

逐步整合牙科領域所需的各級產業鏈，打造臺灣牙科界最完整

的多元服務平台。為實現以科技改善大眾口腔健康的理念，陳

欽章延攬博士級團隊，研發 dentallHiS 雲端診所管理系統，協

助牙醫診所數位化；也積極鑽研 AI 技術應用以冀導入臨床治

療，輔助牙醫師進行診斷。台灣牙 e 通與南科管理局共同執行

市場拓銷計畫，與牙材及設備廠商組建臺灣隊進軍南向市場。 

 

游瑞元 

博鑫醫電 (2017/7/31 設立) 

創辦人暨執行長游瑞元攜手王芃翔，兩位電子工程專家新創博

鑫醫電，首創全球第一個多參數生理監視器搭配 5G通訊系統，

可整合院內、外應用，包含遠距、長照、居家、移動，並結合

影音資訊，助力實現全球後疫智慧醫療服務需求。目前，旗下

「醫用設備檢驗自動判讀系統 AVS®」已獲食藥署採購，並

獲得國際大廠 GE Healthcare、荷蘭烏特勒支醫學中心等機構

採用，成為國內資通訊結合生醫的新創典範。 

 

https://puriblood.com/
https://www.dentall.io/
https://broadsi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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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倢 

慧術科技 (2021/8/18 設立) 

李宇倢自臺北醫學大學博士畢業後即任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婦產部醫學研究員，活用董事長劉偉民醫師歷年來累積的

3,000 多部手術影片，摸索開發出 AI 機器手臂手術導航系統，

從零開始開發出微創手術 AI 輔助影像辨識與外科醫學教育平

台。在李宇倢帶領下，團隊栩栩前進，公司一年間即從車庫級

擴展為小型企業，並建置國際系統標章，目前正往中小型企業

邁向前進。 

 

謝佳憲 

晶鑽生醫 (2014/11/26 設立) 

總經理謝佳憲是畢業於臺大醫學系的皮膚專科醫師，為打破醫

美醫材進口壟斷，創業成立公司，致力於次世代醫美科技。以

自有品牌與代理雙軌併進的商業模式，成功開發首個唯一臺灣

自主研發的線雕醫材，並於 2018 年獲食藥署批准。他透過策

略合作將產品推廣至全臺逾 300 家診所、1,000 位醫師使用，

並在美國和中國進行臨床試驗與取證，使臺灣醫美產業有機會

進軍國際，甚至超越日、韓，在全球醫美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許富舜 

聿信醫療器材 (2021/4/29 設立) 

總經理許富舜目前在亞東醫院心臟血管重症加護病房兼任主

治醫師，曾參與多項醫療資訊系統的開發，現在還是臺灣大學

生醫電資所博士候選人。他帶領團隊開發全球唯一擁有醫療級

呼吸音辨識技術平台，擁有抗噪科技、連續呼吸音收集與專業

標註集成的海量資料庫，以及能在終端裝置上部署深度學習高

速推論的技術。公司三項成果也分別轉化成專門為麻醉鎮靜病

患而設計的呼吸監測產品，包括電子聽診器以及呼吸監測儀，

https://smartsurgerytek.com/
https://www.diamond-biotechnology.cc/
https://heroic-fai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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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使用的醫療單位已超過 20 個，在高風險麻醉鎮靜領域

服務人次已超過 4,000 人。 

 

林彥竹 

英科智能 (2018/4/16 設立) 

總經理林彥竹為英科智能以及母公司 Insilico Medicine 創始

員工，目前也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藥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公司

為臺灣少數具有使用 AI 演算法於小分子藥物開發能力者，在

他帶領下，公司近三年與多家日本藥廠簽訂授權合約業務，包

括與 Astellas 藥廠的藥物合作開發專案；完成提出專利申請

生成化學(Generative Chemistry) AI 模型、與知名科技業合

作發表量子計算在藥物開發上的應用；與國外大學合作發表應

用新穎AI模型預測藥物膠體聚集，並刊登於國際知名期刊Cell 

Reports Physical Science。他親自參與集團各輪募資，負責

在臺灣找尋投資，讓公司屢屢出現超額認購景像。 

 

蔡承翰 

生德奈生物科技 (2018/12/7 設立) 

創辦人兼CEO蔡承翰是德國弗萊堡大學微系統科學所(IMTEK)

博士，曾於德國 Cytena GmbH 任職，專研導入微流體之技術

於細胞培養系統，並說服德國公司投資，將該技術移轉回臺創

業。目前，公司產品已陸續自 2020 年中及今年上市，成功銷

售英、美、德、荷、瑞、澳、日、新加坡、中國、俄國等地，

並取得美國阿斯特捷利康、安進、龍沙等美、英、瑞士之訂單。

新品也在今年勇奪紅點獎中的 best of the best 設計大獎、IF

設計大獎、以及德國 German Design Award 設計大獎。 

 

 

 

https://www.insilico.com/
https://www.cytena-b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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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家容 

矽基分子電測 (2014/7/7 設立) 

執行長褚家容原為中研院研究人員，在物理所進行了 13 年的

奈米元件生醫檢測相關研究。創辦公司後，帶領團隊成功開發

結合跨領域技術的半導體生醫晶片及微量生醫分子檢測儀，也

與台積電簽訂半導體生醫晶片共同開發合約。其中，新冠病毒

檢測生醫晶片產品獲衛福部 EUA。目前亦正開發可一次檢測

多個標的之晶片，並搭配全自動化檢測儀，為來將發展為可用

於伴隨式診斷的 POCT 產品。褚家容也經營一個非營利樂團

長達 10 多年，長期至弱勢社區或團體公益演出，樂團目前仍

是大臺北管樂圈唯一長期投入公益演出的樂團。 

 

曾煥昌 

晶準醫學 (2018/6/11 設立) 

執行長曾煥昌為美國貝勒醫學院博士，為 2018 年科技部海外

人才橋接方案(LIFT)延攬回臺，擁有超過 20 年於遺傳工程與

分子醫學訓練。他說服母校貝勒醫學院之 40 年遺傳檢驗實驗

室經驗及協助，在臺灣創業，同時與貝勒醫學院、美國 Color 

Genomics 及 AiLife Diagnostics Lab 等一流實驗室簽暑商業

合作合約，將美國最新次世代定序技術及基因分析平台分享至

臺。創立四年，服務過來自臺大、榮總、中山醫等醫院的病患，

也與三總及中山醫合作醫學研究，深獲醫療從業人員信任。 

 

洪懿珮 

向榮生醫 (2018/3/28 設立) 

總經理洪懿珮為英國伯明罕大學化工學院博士，自中研院生醫

所進行博士後研究起，即專注幹細胞新藥研發。於 2018 年 3

月接收翔宇生醫原研發團隊後改組成立公司，她積極推進細胞

治療新藥 ELIXCYTE®進入臨床試驗，包括已向臺灣 TFDA 及

美國 FDA 提出申請的治療膝骨關節炎 III 期臨床試驗，及已完

https://www.molsentech.com/
https://geneusmtc.com/
https://www.unicoc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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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收案的治療慢性腎衰竭 I/II 期臨床試驗，異體細胞新藥之臨

床試驗，至今進度在國內居領先優勢。同時，也擴大開發幹細

胞週邊科技應用，成功開發出臺灣唯一、亦是全世界同類產品

中獲醫材許可的儲存凍管產品。 

 

張煥基 

癒善糧餐飲 (2016/9/12 設立) 

執行長張煥基自臺大生命科學院求學時期，就熱衷創新創業。

大學時期創立 TiMeGo 旅行日記，就獲得 2011 第二屆深港澳

臺創意計畫大賽冠軍，爾後進入產業專精業務拓展。他於 2016

年為讓有飲食管理需求的消費者不必放棄享受美食的權力，創

業成立癒膳糧餐飲集團，並獲國發基金挹注。目前公司業務已

拓展實體門市，並和誠品、新光三越、台積電、聯發科、日月

光、大立光電等大廠合作，加盟品牌策略也發展迅速。 

 

李彰威 

百歐精準生醫 (2016/12/27 設立) 

創辦人暨執行長李彰威為交大生醫工程專業，經歷父母親癌症

所苦及遺憾，自此投入精準醫療並創業，致力推動藥物基因體

學，除癌症患者藥物治療指引檢測項目外，也將服務衍生到大

健康族群之用藥安全，如慢性疾病患者及幼兒用藥不良反應等。

2018 年起，又將研發重心著重於微菌叢檢測，能因應客戶需

求進行客製化微菌叢檢測。在疫情期間，迅速開發 COVID-19

快篩檢測試劑，並獲 TFDA 與 CE 認證。願景是建置屬於臺灣

國人的微菌資料庫，並藉由生物資訊分析結合 AI 及大數據資

料庫的能力，建置疾病與微菌叢間的相關性。 

 

 

 

https://umeal.cc/
https://allbiolife.shoplineap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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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超明 

巨量移動科技 (2014/7/2 設立) 

創辦人暨執行長黃超明畢業於臺大電機學院，曾任科技業計畫

主管，負責多項 Apple watch/Google glass 之 Sensor IC 等

多項感測專案。公司先後獲經濟部通訊大賽冠軍、兩岸四地創

業冠軍、2021Nvidia 競賽冠軍、2021 經濟部創新研究獎、

2022 北市生技獎銀獎等肯定。其 ECG-AI 疾病判讀雲端平台

系統，是世界第二個、亞太第一個通過 FDA 3rd party 認證

的醫療級產品、真正解決市場上痛點，授權金已逾 100 萬美

金。他透過建構以醫院為中心之生態系多贏局面策略，至 2021

年，員工 15 人，實際取得資金超過 1.2 億台幣，2022 年營收

約 6,000萬，人均產值約 400萬的傑出營運，訂單年成長 100%。 

 

陳冠諭 

翔安生醫 (2017/2/2 設立) 

創辦人暨執行長陳冠諭曾擔任成大前瞻醫材中心研究員，對產

學合作產品開發及專案管理有 15 年經驗。他以「社會企業」

為創業初衷，透過人工智慧自動化機器學習、物聯網及 IT 系

統平台的整合建置，鎖定智慧醫療器材開發領域，致力以提昇

「病患安全」為核心願景。初期，團隊以臨床脫針的管路安全

為市場切入點，並取得臺、美專利佈局，能見度也逐漸打開，

包括在 2021 高通臺灣創新競賽勝出、IEEEE CBIOS 期刊發表

等，未來更預計導入各項智慧解決方案並瞄準全球管路市場。 

 

陳柏翰 

精拓生技 (2018/12/19 設立) 

創辦人暨執行長陳柏翰擁有 Red Hat 認證系統工程師，創業

前任職美國摩根士丹利，從專責商業智慧、大數據，並晉升到

管理公司的數據與資安系統。直到 2015 年，因父親罹癌，往

返美國、臺灣數十次，最後下定決心離職回臺，技轉當時父親

http://www.bigdatamobile.tw/
https://www.acusense.com.tw/
https://www.cancerfre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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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醫師開發的「應用擴增循環腫瘤細胞於個人化癌症用藥建

議」技術，於 2018 年創業，目標是成為癌症治療的 Google 

Map，幫助癌症抗藥性病人譜出一條讓病人脫離「癌症迷宮」

的通道，過去三年，檢測應用已廣為醫院使用。目前，公司開

發的仿生細胞培養平台已成功培養超過 1,000 個臨床案例、超

過 130 種實體腫瘤，培養 CTCs 效率，比 2016 年哈佛大學所

發表文獻至少快 4 倍，成功達 1.5～3 倍。 

 

曾昱嘉 

捷立康生物科技 (2021/7/29 設立) 

總經理曾昱嘉為管理出身，歷經信東、東洋、友華、合一、友

信行等藥廠，擁有 15 年藥品行銷與業務經驗。於台灣東洋曾

帶領北區診所，取得通路第一名，也進行團隊重整，開創新通

路。於友華生技，將問題皮膚新保養觀念推廣於全省診所、婦

嬰通路。於合一開始接觸植物新藥，管理大陸市場保健品微商

通路。於友信行，帶領部門團隊在疫情期間，完成兩個月達成

前一年度整年近六成營收的佳績。捷立康生技經銷植物新藥研

發、皮膚醫學線材，初創一年，已取得一項新型口含錠專利。 

 

葉肇元 

雲象科技 (2015/10/7 設立) 

創辦人暨執行長葉肇元醫師自臺大醫學系畢業後，以一年時

間於清華大學腦科學中心研究果蠅腦連結地圖重建，之後赴

美國南加州大學攻讀病理學博士。因對電腦編程及影像分析

具熱情，於是創立公司致力於 AI 驅動的病理數位轉型。目前，

雲象的數位病理系統，已成為臺灣市占率最高的產品，2022

年也被德國圖賓根大學醫院、日本國立癌病中心東醫院採用；

骨髓抹片 AI 分類計數系統，為全世界第一個通過臨床驗證並

取得醫材許可證的同類型產品；今年中又通過國內第一個大腸

內視鏡 AI 輔助診斷系統產品取證。

https://www.a-top.tw/
https://www.aether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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