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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復健外骨骼機器人最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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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下肢外骨骼機器人簡史及分類

• 復健機器人機會與挑戰

• 復健機器人最新動向

• 台日臨床驗證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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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外骨骼機器人分類
• 四大類：

• 醫療：供行動不便的人使用
• 工業：供從事容易受傷或勞累之工作的人使用，包括照護者
• 軍用：供士兵使用以承載更重的負載並增加耐力
• 消費型：用於運動鍛煉、休閒娛樂等

Medical Industrial Military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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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簡史
• 1890年，俄羅斯的 Nicholas 

Yagin 開發出第㇐台被動外骨骼

• 1950年代，好萊塢電影、日本
電子遊戲和卡通片中開始呈現
想像中的動力外骨骼機器人

• 1966年，第㇐台動力外骨骼由
GE 硏發出來，是用於提起及
承載重物的全身外骨骼；取名
Hardiman

• 1972年，第㇐台醫用外骨骼
由南斯拉夫的 Mihailo Pupin 
Institute 硏發出來

Hardiman

Mihailo Pupin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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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簡史
• 1990年，日本神奈川工業大學創造了第㇐台護理輔助外骨骼，

以幫助護士將病人從床上抬起來；取名 Power Assist Suit

• 2004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發第㇐台軍用外骨骼，
以提升士兵背負重物的能力；取名 BLEEX

• 2016年，美國 Roam Robotics 開發了第㇐款休閒用外骨骼，
以幫助使用者輕鬆滑雪；取名 Elevate XO

Power Assist Suit BLEEX Roam Elevate XO



5Confidential

復健機器人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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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醫療産業之大趨勢所驅動的機會

人口老化
醫療人力短缺
醫療成本攀升
環境衝擊、污染、消耗
新興經濟體對醫療需求增加
不良飲食、習慣 導致慢性病增加
流行病、疫情 (HIV, Ebola, SARS, MERS, Covid-19, etc.)
預防性、預測性、個人化、精準化
行動醫療、遠距醫療、AI, IoT, 机器人

問題
與

挑戰

行業
方向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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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多國面臨人口老化
• 全球人口老化（>65歲）：2015年 5.6億人，2020年 6.1億人；

到2050年，全球60歲以上的人將逼近總人口的50%
• WHO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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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老齡化，老人醫療照護逐漸成為多國重大議題。台灣於2018年3月，65歲以上
的人已超過總人口14％，正式跨入「高齡社會」，約在2026年，將突破20%，走向
「超高齡社會」，同時生育率大幅降低 (少子化)，照護人力需求及缺口快速增加

台灣已是高齡社會，⾧照人力缺口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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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king

肥胖跟肌肉骨骼性能限制有關，並增加功能障礙的風險，
例如限制了活動能力、力量、姿勢和動態平衡；

肥胖同時大幅增加骨折和骨關節炎的風險。

不良飲食、生活習慣 = 慢性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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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輔助設備市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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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輔具公司面對智慧化輔具之挑戰

跨領域、跨學科
技術導向、用户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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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機器人挑戰
• 現有參與者均尚未盈利，阻礙大規模採用復健機器人的因素包含市場准入

（監管和渠道）、產品復雜性、高成本和售價、運營等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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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機器人挑戰
用戶的異質性

隱私與資安問題心態與認知產業發展不是
FDA 的責任

法規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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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策略

怎麼研究
市場需求？

相對 ICT 産業
發展緩慢

少量多様，需求可能太分散，小眾化

ICT産業

輔具産業

復健機器人挑戰
所需輔助產品

認知程度
足够數量
可負擔性

可取得、使用性
適用、適應性

可接受性
質量
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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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骨骼市場預測
• 全球外骨骼市場是㇐個

快速增⾧但利基市場，
預計至2025這十年之
複合年增⾧率約為40%，
達19億美元營收

• 到2025年，醫療外骨骼
將達到約10億美元；
是最大的外骨骼市場

• 工業外骨骼出貨量最大，
但 ASP 低得多，因為
大多數將是無源設備

• 軍事和體育用外骨骼是
較小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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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和亞洲將是最大的外骨骼市場，
因為人口老齡化以及比北美更大的高端、
勞動密集型製造基地（勞動力也老齡化）

• 軍用外骨骼將由美國、中國、俄羅斯驅動

全球外骨骼機器人市場 (按地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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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外骨骼機器人最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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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化
• 治療
• 大眾化

• 分散化
• 預防
• 個人化

醫療保健趨勢

居家使用外骨骼可增加
復健頻率及運動量，

進而提升成效，延後或
防止坐輪椅

雲端支援的外骨骼允許遠程監控
復健進度，以及更新訓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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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外骨骼 = 機器人 + 醫療 + 資通訊科技 +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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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骨骼機器人發展方向
產品改進方向：
• 成為居家設備，就像輪椅㇐樣

• 大幅降低成本和售價

• 更小更不明顯（穿在褲子裏面）

• 更輕，更舒適

• 更容易穿脫

• 動作更自然靈活

• 更⾧的電池壽命

• 第㇐次使用就容易上手；縮短
臨床專家和患者的訓練時間

• 收集數據和參數的實時更新調整

• 單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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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臨床驗證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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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對醫用外骨骼的理想與抱負

創造社會價值
並成為幫助人們

恢復行動能力以改善生活
的主要貢獻者

Create social value and 

become a major contributor
in helping people regain their

mobility to live better lives

緯創投資了3家外骨骼公司：
• B-Temia（加拿大魁北克）

有用於非全癱患者的醫用外骨骼，稱為
Keeogo，以及稱為 Onyx 的軍用外骨骼

• FREE Bionics（台灣新竹）
為下半身癱瘓患者提供名為 FREE Walk 
的醫用外骨骼，以及用於中風康復的單
腿外骨骼，取名 KneeBo

• SuitX / U.S. Bionics（美國舊金山）
擁有用於防止工人受傷或疲勞的被動式
工業外骨骼（ShoulderX、BackX、
LegX）；還為下半身癱瘓患者推出名為
Phoenix 的醫用外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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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寶科技與日本醫療設備代理商 USCI Japan 社⾧森清隆進行合作簽約，
將行動輔助機器人商用產品推廣至日本十家以上的重點醫院。

福寶總經理巫震華指出，身障朋友對於再站起來的渴望，是團隊堅持
持續投入技術研發的動力，期望滿足對「重新站立」及「行走」有所
盼望的傷友。

緯創技術⾧黃俊東表示，面對未來醫療科技的發展趨勢，緯創將關鍵
技術及研發能力運用於醫療領域上，希望為社會大眾帶來更多福祉。

福寶科技 外骨骼機器人 – FREE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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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寶科技 外骨骼機器人 – FREE Walk

Stand Up & 
Walk Again

Complete spinal cor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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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ogo 外骨骼機器人
89-yr old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58-yr old with hip osteo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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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echno-
aids.or.jp/WelfareItemDetail.php?RowNo=1&Yougu
Code1=02037&YouguCode2=000001&DetailStatus=

https://Keeogo-japan.com/

Keeogo 外骨骼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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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急性和亞急性期 軀幹控制能力較弱或平衡障礙的患者，
Keeogo 可以搭配懸掛系統，以確保安全，實現直立姿勢，

並允許早期負重和步態訓練，同時減輕治療師的負擔。

BestShape AirWalk
直立式移動懸吊系統

BestShape Walker 前臂式助行器
空間有限的使用方法

Keeogo 外骨骼配套設備，拓寬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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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專家團隊創新應用 Keeogo
• 患者除了在診所內做復健，

將復健與他們喜歡的運動
聯繫起來會有激勵效果，
增加明確目標

• 使用者是很有潛能的，而
Keeogo 能幫助釋放他們
的潛力

• 根據功能恢復狀况來調整
設置，可提高目標操作
級別

Cerebellar ata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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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專家團隊創新應用 Keeogo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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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happy Clinic, located in Setagaya 
District in Tokyo, Japan

• Yuji Kashima, Chief PT Officer & Owner, 
Keeogo Master Trainer

• Offers individual Keeogo training sessions 
• Conducts Keeogo Caravan field trips for 

patients to engage in sports
• 與體育組織㇐起組織室內和室外活動，

將 Keeogo 融入足球、保齡球、高爾夫
等體育活動中！

Keeogo Japan & Rehappy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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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融入生活
原來就是這麽

簡單幸福
的㇐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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