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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奇美醫學中心耳鼻喉科部喉科主任 
南臺科大資訊工程系專任助理教授 

奇美醫學中心人工智慧研究室主持人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M.D)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博士(Ph.D) 
 

經歷 
第14屆國家新創獎臨床技術創新獎、最佳產業效益獎 

第15屆國家新創獎臨床技術創新獎 

經濟部107年度智慧城鄉-重症個人化人工智慧預測模型分析服務計畫主持人 

科技部107年度成功大學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科技部106年度成功大學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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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介紹-劉璟鋒 



邱緯翔/博士生 

林佳儀/研究助理 

王慶大/碩士生 
郭耕嘉/碩士生 

 

王緒翔/博士 

臨床 
AI演算法 

系統設計 

商品化 



家人有中度聽力障礙，雖
然購買了雙耳高單價的助
聽器，平常卻很少使用。
如同其他使用助聽器者的
共同抱怨是，在安靜狀況
下助聽器很有幫助，但在
嘈雜環境中，助聽器不但
沒用，有時還會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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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聽器主要分為麥克風、訊號處理器及接收器 

 

麥克風：接收聲音訊號，並將其轉換為電訊號 

 

訊號處理器：將聲音訊號進行分析，並處理，不僅將聲音放大，更重要的是要將目標
訊號提高，將噪聲降低(提高訊噪比) 

 

接收器：將電訊號轉換為聲音訊號，並將聲音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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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耳朵就像麥
克風一樣，忠實
的呈現所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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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人類對於聲音編輯過程研究表明，在大腦中發生的位置，是經由顳葉
聽 覺 皮 層 (auditory cortex) ， 針 對 目 標 聲 音 的 特 徵 進 行 區 辨
(discrimination)、辨識(identification)與理解(comprehension)而削弱
另一些聲音，當信號到達大腦高級區域時”感覺就像是只有一個人在說話” 

 

Belin, P., Zatorre, R. J., Lafaille, P., Ahad, P., & Pike, B. (2000). Voice-selective areas in human auditory cortex. Nature, 403(6767), 309. 

Tang, C., Hamilton, L. S., & Chang, E. F. (2017). Intonational speech prosody encoding in the human auditory cortex. Science, 357(6353), 79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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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訊號是疊加的，對於穩定且和語音
特徵差異很大的噪聲，助聽器利用語音
特徵這些差異，因而將語音放大，噪音
消除。 

Wang, D. (2017). Deep learning reinvents the hearing aid. IEEE spectrum, 54(3), 32-37. 

然而，在很吵的宴會中， 
噪音的來源，是其他人的講話、或音樂聲，
此種噪音在聲學特性上與語音相同，在訊
號處理上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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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聽覺 機器聽覺 

實現人機互動，必須在眾多人聲噪音中，
進行語音辨識便是一大挑戰。 

產品應用：智慧音箱、會議系統、人機互
動、 家庭娛樂互動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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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英國科學家Colin Cherry提出所謂雞尾酒會問題(cocktail party problem)。 
 人類聽覺系統雖可自然辨別擁擠環境中的聲音，然而模擬上述能力的助聽器一直困

擾訊號處理專家、人工智慧(AI)專家與聽力學家 

 目前全球六大助聽器公司，仍無有效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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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深度學習音頻-視覺模型
將目標語音信號及其他噪聲
包含背景噪音和人聲分離。
在多流卷積神經網路模型被
訓練後，可用於語音增強和
識別、視訊會議，兩人同時
說話的情境。 
 

單麥克風 類神經網路 



Google 技術是離線處理 ，無法即時降噪 
                               17 

使用多流卷積神經網路模型，
結合嘴唇視覺訊號和聽覺訊
號，真實能把兩人語音訊號
進行分離，然而由於大量的
計算與功耗，造成3秒延遲。
且對於三人以上之噪聲處理
效果不佳。 



視覺整合與類神經智能輔聽系統    

智慧聽力解決方案  Cyper-S 
Smart  hearing  solution  

                               18 



機器(助聽器)無法判斷目標為何 人類利用視覺找出目標並鎖定聲音特徵由大腦分析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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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波束成

型系統設計 

電腦視覺分析

技術 

AI降噪深度神

經網路 

混合人聲 

DNN 人聲分離 

t1 

t2 

t3 

arg max f(t) 

iFFT + Mixture 

降噪6-10dB 

清楚聆聽目標語音 

Cyper-S 

外接語音輸入/出 

降噪處理電路 陣列麥克風 

How are you? A

B C

How are you?

Ign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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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發明專利(核准) 
(US9491553B2…) 

大陸 
發明專利(核准) 

(ZL2014 1 
0252560.6…) 日本 

發明專利(核准) 
(特許第6290827號…) 

歐盟 
發明專利(核准) 
(EU2887697…) 

中華民國 
專利號(核准) 
(I543635…) 

已獲證專利:8個(台美日德英法中) 
審查中專利:4個 
申請中專利: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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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影像辨識技術發展新型助聽器 



  商品名 智慧聽力解決方案 耳掛式助聽器 耳內型助聽器 

傳統訊號降噪 O O O 

耳後噪音降噪 自然降噪 方向性麥克風 (成本高) 自然降噪 

回饋音 
無(麥克風與放大器距離大

於10公分) 
有(麥克風與放大器距離3~5公

分) 
有(麥克風與放大器距離1公

分) 

電路IC板 一般IC板 特製IC板(成本高) 特製IC板(成本高) 

電池 適用一般電池 鋅空電池 (費用高) 鋅空電池 (費用高) 

克服雞尾酒效應 O X X 

雙耳相對售價 
(台幣) 

臨床型：約80000 
整合型：約120000 

經濟型：20000-60000 
一般型：60000-80000 
進階型：80000-120000 
高階型：120000-200000 

經濟型：40000-55000 
一般型：55000-75000 
進階型：75000-95000 
高階型：95000-120000 

閉塞效應 輕度 中度 高度 

增益量及輸出量 大 大 受限 

配戴容易性 極易 困難 易 

操控便利性 極易 易 困難 

隱蔽性 佳 差 佳 

清潔容易度 極易 易 困難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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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FDA將於2020年開
放「非處方助聽器」
（Over-the-Counter, 
OTC )上路，不但大
幅降低實驗及認證成
本，預估整體市場將
成長數倍，將達百億

美元。 
 

2 

採用全新專利架構及
全新降噪技術，突破
國際聲學集團的先行
者優勢，建立國內自
主的助聽器工業，帶
動國內產業發展。 



今年將達68億美金，每年成長率5.51% ，2025
年將達86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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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hearing aid glasses had a 50% market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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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聽器 

音樂耳機 

擴增實境 

智慧眼鏡 



3.7v 1000mAh鋰電池 

MEMS麥克風 

光學感測元件 

訊號處理/控制面板 

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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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億 
 Cyper-S 

1 

2 

3 

本團隊基於視覺訊號及智

慧手機的連接，導入智慧

學習、物聯網、人工智慧

相關技術，搭上三大領域

快速成長的最佳時間點。 

2017年台灣眼鏡業產值達280億元，年
成長率達 21.6 % 

研究機構 Tractica 預估全球 AI 應用市場

將以年複合成長率44.73%增長, 2025年

規模將達2400億美元  

全球耳道式助聽器市場預計2017～
2021年以5.51％的年複合成長率
擴大。在歐美，高齡聽損僅31%配
戴，台灣更僅有 4.5%配戴(OECD
報告)，整合市場潛力巨大 

眼鏡產業導入複合式專區，跨足助聽器領域, 進軍高齡市場 
視覺、聽覺，一次解決 

 
參考文獻：經濟部統計處產業經濟統計簡訊304期 
                    Cmoney投資網:從國際半導體展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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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視力輔具，高齡配戴聽
力輔具的實際人口仍有很大的
落差，視力+聽力的完整方案

是我們的目標。 

全台共有5200家眼鏡行 
經濟部資料 



$ 15億 
 Cyper-S 

AI管家、服務員 智能會議系統 

智慧居家監控 智能音箱 

家庭娛樂中心互動 擴增實境體驗                                36 



產品 

法規
認證 

助聽器 

助聽器
IP 授權 

 
 

AI-
Solutions 

2019 2021 

FDA Class I 
Exempt 

FDA DENOVO 

降噪助聽器 智慧助聽器 、 其他聽覺解決方案 

37 

其他智慧聽力解決方案之授權應用 
(NRE、Licence-Fee、Loyalty) 

模式一 

模式二 

2025 

Cyper-S 



代理商/助、輔聽器廠商 
聽力中心/臨櫃銷售   
(眼鏡產業) 

醫院 

IP授權 

AI晶片 

助聽器業者 
輔聽器業者 
消費性電子商 

 

模式一 
 

 

模式二 
 

醫生/聽力師 
NRE、Licence-Fee、Loyalty                                38 

Cyper-S 
Cy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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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T 
W 劣勢(Weakness) 

優勢(Strengths)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 競爭者仍無法有效解決多重人聲

降噪及高功率問題 

2. 高齡化社會帶動助聽器需求增加 

3. FDA即將開放非處方助聽器(OTC) 

4. 潛在市場大 

1. 專利佈局及研究需投

入大量資源 

2. 醫材開發需秏費大量

資金及臨床測試 

3. 尚未發展自有品牌 

1. 傳統競爭者的挑戰 

2. 醫材法規繁複認證時間長 

3. 依靠醫生推薦/ 醫院 

1. 跨領域團隊組成，多元

互補性強 

2. 已取得相關專利保護 

3. 加工與製造的時程快速 

4. 技術門檻高 

5. 整合手機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