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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現在孕育未來。」

－伏爾泰 (1694 -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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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預知未來是人類天性。 

回顧漫長的歷史便可發現，人類一

直試圖預測一切，無論是天氣或潮

汐、股票漲跌、或是體育競賽獎落

誰家。從預言家諾斯特拉達姆士 
(Nostradamus)、托夫勒 (Toffler) 到庫
茲衛爾 (Kurzweil)，學術界、占星家、
經濟學者、未來學家、數學家、科學

家、社會學家、運動愛好者等等，都

曾為預測這門科學和藝術，做出各自

的貢獻。

因此，以創新為核心的湯森路透智慧

財產與科學業務，似乎也該善用其資

源來預測未來趨勢。此業務部門擁有

豐富的科學與智慧財產資料庫，主要

任務是協助顧客執行研究、創新並促

進未來發明的商業化。 

本報告是由湯森路透分析師運用本公

司專利與科學文獻解決方案所獲得的

研究結果，提出我們對 2025 年的十
大創新預測。 

在部份預測項目中，分析師發現有越

來越多的工作足以進一步證實這些預

測的可能性，而其他預測項目的主題

則方興未艾。在研究所有項目時，分

析師遵循當前研究與創新活動的軌

跡，連結各個節點，進而提出相關的

創新預測。 

2025 年，影響世界的主要創新發明會
是什麼？繼續閱讀以深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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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計畫旨在從目前文獻（科學文獻與

已發表專利）的研究與發展中，找出 
10 項即將在 2025 年嶄露頭角的未來
科技。這些創新預測所發現的成果，

係來自於運用湯森路透一流的智慧財

產權與科學解決方案。

首先，我們使用 Thomson Reuters Web 
of ScienceTM 與 InCitesTM，鎖定科學與學

術文獻中近期發表的數據資料（過去

二十年內），並使用 Thomson Reuters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與 Thomson 
Innovation 辨識專利資料。 

我們的分析師徹底搜尋大量資料，以

便找出 2012 與 2013 年日漸重要的主
題，同時在 InCites 當中使用引用次數
排名、最常被引用的論文、熱門主題

和研究前沿進行調查。

根據新興研究前沿所獲得的前十大研

究領域：

• 臨床醫學 (2355)

• 化學 (1533)

• 物理學 (1154)

• 工程學 (1059)

• 社會科學、一般 (934)

• 生物學與生物化學 (933)

• 材料科學 (823)

• 植物與動物科學 (702)

• 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學 (566)

• 環境與生態研究 (554)

將每份論文的引用次數加以排名，並

評量每項前沿的核心論文數目後，便

能得知最受注目的研究前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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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採用類似方法從專利文獻中找

出前十大研究領域，鎖定發表數量

最多的領域，再進一步挖掘出這些

領域的重要主題。利用  Derwent  手
工代碼  (Derwent  Manual  Codes)，
找出  2012 年及以後，發明數量最多
的專利領域。再將前十大手工代碼 
(Manual Codes) 中，擁有最多專利的
國際專利分類號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s) 加以分類，包括家族
成員資料，以找出新興領域：

• 電腦運算與控制

• 通訊

• 半導體

• 電力工程

• 塑膠與聚合物

• 科學儀器

• 製藥

• 耐火材料、玻璃、陶瓷

• 食物、消毒劑、清潔劑

• 電子元件

接著將科學文獻與專利中的廣泛領

域整合及對比，找出最具影響力的區

域。下列是最具影響力的區域：

• 疾病預防與控制

• 醫療

• 藥物製劑

• 能源解決方案

• 數位通訊

• 多媒體裝置與照明

• 儀器製造（生物科技）

• 物理（粒子）

• 創新材料（奈米）

• 遺傳學（基礎研究）

分析師以這些區域為基礎，並針對各

領域進一步分析，預測出  2025 年的

前十大創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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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失智症大幅降低

對於人類基因體與基因突變的瞭解，將為失智症與阿

茲海默症等神經退化性疾病帶來更為有效的偵測與預

防方法。

2025 年，對於人類基因體的分析與知識將帶來長遠的影響。戰後嬰兒潮一代
屆時將開始進入八十歲大關，將有更多科學經費投入有關這個世代的疾病研

究當中。

目前的神經退化性疾病研究主要在於辨識會影響疾病生成的致病染色體。這

些研究有助於我們瞭解人類基因突變，並讓科學家得以開始解決基因功能失

常問題，例如影響失智症患者的失常問題。

有關失智症患者的科學研究已經能夠分離出造成不同類型失智症的特定染色

體，包括體染色體額顳葉型失智症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 與肌萎縮性
脊髓側索硬化症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等。例如，染色體 9p 及其
與失智症的遺傳關聯性，就是對抗這種退化性疾病的第一步。

2025 年，針對失智症的基因突變研究，以及對失智症更有效的偵測與預防方
法，都將減少失智症患者的人數。

這些基礎研究尚未以專利形式出現，因為純粹醫學研究不得申請專利。隨著

科技與促成科技的發展，這些研究將會逐漸出現在專利發表當中。而當全球

人口呈現老化趨勢，更需要透過深入的遺傳學研究來預防這些疾病。

小知識

• 有關額顳葉型退化性疾病的基因辨

識研究是該領域過去兩年來最常被

引用的科學文獻主題

• 有關染色體 9P 及其與 FTD 和 ALS 

的關聯性研究自 2011 年起一直是最

常被引用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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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太陽能是地球最龐大的能量來源

人類已發展出十分先進且高效率的太陽能收集、儲存

與轉化方法，這將使得太陽能成為地球上最主要的能

量來源。

由於光電科技 (photovoltaic technology)、化學鍵節 (chemical bonding)、光
觸媒 (photocatalysts) 與 3D 奈米尺寸異質接面 (three-dimensional nanoscale 
heterojunctions) 等領域的進步，太陽能不再只是少數環保人士的選擇，而是
足以滿足普羅大眾需求的主要能量來源。

未來收集太陽能的效率將大幅提高，太陽能將可先儲存起來，留待需要時使

用，而太陽能的轉化效能也將提昇。

太陽熱能與太陽光電能量（來自全新的染料敏化 (dye-sensitized) 及薄膜 (thin-
film) 材質）將可為建築製造暖氣，將水加熱，為居家與辦公裝置、零售業大
樓、製造廠房裝置提供能源。

化學鍵節的光合作用將使人們可以在需要時使用太陽能。創新材料，如氧化

鈷與氧化鈦等奈米結構、光觸媒及 3D 奈米尺寸異質接面將有助於提高能源轉
化效率；而利用染料敏化的介觀氧化膜或量子點等新技術將可使 2014 年不到 
10% 的太陽能轉化效率有所提升。

小知識

• 「CO304-改造二氧化鈦奈米柱陣

列的創新異質結構製造與強化光

電化學特性 (Fabrication of novel 

heterostructure of CO304-Modified 

TIO2 nanorod arrays and enhanced 

photoelectrochemical property)」是

（過去兩年內）最常被引用的論文

• 「塊材異質接面太陽能電池施

體的設計原則－邁向 10% 的能

源轉換效率  (Design  rules  for 

donors in bulk-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s – towards 10-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是最常

被引用的論文（超過 1,6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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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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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人類將可預防第一型糖尿病

全方位人類基因體工程平台即將成真，可望為致病基

因的改造工程鋪路，並協助預防某些新陳代謝病症。

如同第二型糖尿病，第一型糖尿病和其他新陳代謝症，如肌肉失養症 (muscular 
dystrophy)，在 2025 年將成為可預防的疾病，但不是靠飲食或運動。用於專業
序列合成作用的專業核糖核酸導向基因工程將演變得更加複雜細緻，最終建立

出一套人類基因體工程平台。地球生命的生物分子支柱：RNA、DNA 及蛋白
質，以及其扮演的角色都將在未來十年獲得更清楚且深入的瞭解。 

有關 RNA 的運作方式、DNA 與蛋白質之間的主要通道，以及具備多種觸媒及結
構性功能的蛋白質，其等奧秘將一一解開。人類也將更清楚瞭解 RNA/DNA 如
何在不同世代之間傳遞遺傳基因資訊。有了關於這些生命支柱的豐富知識後，

將可直接針對人體 DNA 進行基因體編輯與修復，而不再只是在細菌和老鼠身上
做實驗。

同時，有機體與部份 DNA 節段的專利化將使得所有權的歸屬，以及自然與商業
之間的界線，變得越來越複雜糾葛。

人類基因體工程平台將推動人體致病性基因改造技術，協助預防第一型糖尿病

及其他病症。

小知識

• 科學文獻中的核糖核酸引導性人類

基因體工程將成為新興研究前沿

• 重組型 DNA 科技將使基因工程

全面專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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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FOR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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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糧食短缺與糧食價格波動現象 
將成為過去式

照明科技與影像技術的進步，再配合基因改造作物科

技，可望建立適合室內農作物生長的成熟環境，並可

有效偵測害病食物。

照明科技與影像 (imaging) 技術的同步革命將在未來十年帶來長遠的影響。有
機發光二極體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s)、LCD 與電漿科技，以及具備超
高光譜影像技術的 3D 顯示器，將共同提高全年農作物生長量，為全球八十億
人口帶來更多糧食，並克服可能衝擊傳統農業的環境變化問題。

2025 年，人類將可在終年充滿光線的室內迅速且安全地種植基因改造作物，
利用散發特定波長的低耗能  LED 燈來提昇生長效率，將農作物與加入食物 
DNA 當中的生長受體進行配對。同時還可培育出可抵抗疾病的農作物，並可
在特定波長下，大富提高產量。  

影像技術，例如具備超高光譜影像的 3D 顯示器也可協助在人類食用之前，先
行偵測出發育不良的作物與不健康的動物蛋白質。

如此一來，農作物欠收的風險降低，人類將可望擺脫糧價波動與食物短缺的

惡夢。

小知識

• 最新研究前沿：證實可在不同穀物

及穀類食品當中，同步判斷毒素與

隱蔽性代謝物的方法

• 專利文件提到多項基因改造食

品，包括一種新型菠菜，可用來

培養具有特定營養價值的菠菜混

種與新品種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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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電力航空運輸業即將起飛

採用全新電池科技的輕型航空工程，將帶動地面與天

空的電力運輸業發展。

2025 年，兩地之間的移動方式將與今日天差地遠。 

汽車與飛機仍然存在，但它們將變得更為聰明，改用電池發電，移動距離更長

且重量更輕。 鋰電池 (lithium-ion batteries)、可逆儲氫方案 (reversible hydrogen 
storage options)、燃料電池 (fuel cells) 與薄膜電池 (thin-film batteries) 的奈米材料
等非碳性燃料來源的發展，都將促成這一天的到來。 

十倍充電量及儲電量超越目前所有能源的分散式電源，將成為運輸工具的常見

能量來源。 

輕量飛行器及汽車將使用更高效能的鋰電池來發電。這些飛行器也將整合各種

可減少重量的創新材料，並採用安裝超導體科技的引擎。微型商業飛機將負責

短程航行業務。

這些新型飛機所需的起飛和落地空間更小，因此，取得飛行執照可能成為二十

一世紀慶祝成年禮的另一種方式。

小知識

• 超級電容器中使用的超快充電與放

電系統是科學文獻中的熱門主題

• 「使用矽奈米線的高性能鋰電池

陽極 (High-performance lithium 

battery anodes using silicon 

nanowires)」引用次數超過 1,3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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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數位連結無所不在

從最小巧的個人物件到最遼闊的大陸，任何事物與地

點都將以數位方式連結，滿足我們的需求與渴望。

我們今日所處的數位世界在 2025 年將顯得十分陽春。如果您覺得人類世界現
在已經充分電子化，那可能還言之過早。

在先進半導體  ( i m p r o v e d  s e m i c o n d u c t o r s )、石墨烯碳奈米碳管電容器 
(graphene-carbon nanotube capacitors)、轉發天線無基地台網路 (cell-free 
networks of service antenna) 及 5G 科技的加持下，無線通訊將主宰整個世界。

無論是會回應您每一項需求與渴望的汽車與住屋，或是能自己思考的智慧型

家電，甚至相互連結的地理區域－從最偏遠的農地到繁華的城市－人類生活

將進入全面數位化時代。請試著想像有一天，整片非洲大陸也將以數位方式

相互連結，那天應該就是在 2025 年。

碳奈米結構，尤其是碳基奈米複合材料 (carbon-based nanocomposites)，是這
項轉變背後的主要動力，並且勢必在高能源密度與高電力密度應用技術中扮

演核心角色。碳奈米複合材料可作為超級電容器電極材料，並大面積地使用

在二次元或三次元結構中。同時，這些超級電容器將可無限制地儲存能量，

以備日後使用。

我們將生活在一個超級數位反應的世界，比人類還多的事物正迅速地與網際

網路連結在一起。

小知識

• 新興研究前沿：  「邁向成功的使
用者互動系統：使用者導向的智慧

居家系統 (Toward successful user 

interaction with systems: focusing on 

user-derived gestures for smart home 

systems)」

• 下列領域的專利活動有增加趨勢，

如安裝控制器模組的行動通訊裝

置，可根據自基地台接收到的下行

配置通知 (downlink assignment)，指

示無線模組監控實體下行控制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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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石化包裝已成昨日黃花， 
纖維素包裝即將當道

奈米纖維素構成的生物奈米複合材料，將使得 100% 可
生物分解包裝更加普及，並將完全取代石化包裝產品。

目前最新的研究正全力將生物奈米複合材料 (bio-nanocomposites) 與奈米纖維
素 (nanocellulose)，發展成為包裝材料。

奈米纖維素由奈米大小的細纖維素組成，擁有極高的長寬比  (length/width 
ratio)，簡單來說就是假塑膠。生物奈米複合材料的來源是生物性物質，無論
是生物質或其他植物物質。2025 年，這些成份的開發與進步將帶來可完全以
生物分解的包裝材料。  

充斥城市、田野、海灘與海洋的有毒塑料石化包裝產品，將在未來十年逐漸

絕跡。在生物奈米材料科技的推動下，石化包裝產品將成為歷史。 

無論是食品、醫藥、電子產品、紡織品或消費性產品，所有包裝都將使用纖

維素材料。

此外，新的纖維素包裝也將出現在吞入式藥劑包裝上，例如釋控藥物。

小知識

• 新興研究前沿：「從半纖維素與纖

維素到木質纖維生物質的全面轉化 

(Integrated conversion of hemicellulose 

and cellulose from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 科學研究顯示，生物複合纖

維素海藻酸膜  ( b i o c o m p o s i t e 

cellulose-alginate films) 在包裝

上的重要性日增（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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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
藥物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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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癌症治療的有毒副作用將日益減少

藥物研發將變得越來越精準，透過結合特定蛋白質與

使用抗體，以產生確切的作用機制，大幅降低有毒化

學成份對患者造成的不良影響。

當巨量資料 (Big Data) 開始協助各行各業創造個人化的客戶體驗，生命科學也從
廣用性藥物邁向更精準、標靶式的治療模式，從而大幅改善患者的治療經驗。

這種個人化藥品運動並非新鮮事。多年來，製藥界一直努力研發能鎖定特定

分子，並執行標靶功能的治療方法。目前有許多使用奈米科技製成的藥品，

主要用來治療特定類型的疾病。

最新的研究發展是使用藥物減少某些治療所產生的不良副作用。這些藥品的

療效將更為精準，能結合特定蛋白質，並使用抗體來產生精準的作用機制。

若能更深入瞭解特定基因的突變現象，科學家與醫師將更有能力治療這些特

定的突變現象，相關範例包括 HER2（乳癌）、BRAF V600（黑色素癌）與 
ROS1（肺癌）等。 

此外，抗體製造與標靶技術的發展將大幅改善某些癌症的治療效果，如 anti-
PD-L1 抗體在晚期癌症患者體內的安全性與活動狀態。

這些進展將使得 2025 年的患者得以享有更精準的藥物治療，同時亦無須承受
太多有毒的副作用。

小知識

• 「anti-PD-1 抗體在癌症治療中的安

全性、作用與免疫相關物 (Safety, 

activity and immune correlates of 

anti-PD-1 antibody in cancer)」兩年

內引用次數為 400 次

• 「anti-PD-1 抗體在癌症治療中的安

全性、作用與免疫相關物 (Safety, 

activity and immune correlates of 

anti-PD-1 antibody in cancer)」兩年

內引用次數為 400 次



22



23

2025 年 

每個人出生時的 DNA 圖譜 
將成為管理疾病風險的基礎

微全分析系統（單細胞分析）的演進與奈米科技的突

飛猛進，以及巨量資料科技的普及，將使得每個人出

生時都能建立 DNA 圖譜，且可當作每年身體檢查的
參考指標。

當實驗室裡研究的物質體積越來越小，精準醫療篩檢的可能性便越來越高。

驗血可能成為歷史，因為奈米探針將可進入患者體內取得長期資料，並提供

更精準的資訊。

微全分析系統 (Micro-total analysis system) 可望為診斷時的體內量測提供必要
的敏感度及選擇性。目前尚處於研究階段的單細胞分析將成為主流，並勢將取

代免疫檢測時用來隔離、淨化與區分細胞的傳統流式細胞儀 (flow cytometry)。

巨量資料 (Big Data) 在未來十年將與社會各層面緊密結合，讓醫學研究人員及
醫師加倍善用這些資訊。2025 年，每個人在出生時便可建立 DNA 圖譜，並在
每年健康檢查時發現可能造成自身免疫疾病的變化。

小知識

• 「人類基因體 DNA 元素的完整百科
全書 (An integrated encyclopaedia 
of DNA elements in the human 
genome)」（超過 800 次引用）
，以及「人類基因體的可取得染色

質結構 (The accessible chromatin 
landscape of the human genome)」
（200 次引用）

• 2014 年 1 月論文：「人體細胞內
基因體規模 CRISPR-CAS9 剔除篩
選 (Genome-scale CRISPR-CAS9 
knockout screening in human 
cells)」4 次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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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隱形傳輸進入測試階段

過去用以解釋大型強子對撞機產生的希格斯玻色子 
(Higgs Boson particles) 運動學技術，現已發展到足以
讓量子隱形傳輸變得更加普遍。

到了二十一世紀，《星際爭霸戰》(Star Trek®) 裡常見的指令，將不再只是一
個抽象概念。

自 2013 年 CERN 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成功建造大型強子對撞機 (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 以來，有關希格斯玻色子 (Higgs Boson particle) 的研究便有增無
減。事實上，這一直是 2014 年基礎物理學領域最常見的研究主題。

用來解釋 LHC 如何產生粒子的量測技術在新運動學技術的加持下，有了石破
天驚的進展。運動學是一種研究點、物體與物體群移動的古典定律，不考慮

運動的作用力等因素。 

目前人類正處於這個領域的突破點上，堪稱是真正新興的研究前沿。初步指

標顯示，相關研究正迅速增加，到了 2025 年，可望開始測試量子隱形傳輸。

儘管人類在 2025 年可能還無法瞬間移動，但預計將有大量資金投入量子隱形
傳輸的測試。

小知識

• 除了希格斯玻色子的相關報告之

外，文獻中其他層面的粒子物理學

研究也相當受到注目，包括一篇 
2012 年引用次數超過 400 次的論
文，主題是觀察中國大亞灣反電子

微中子的消失現象

• 有關希格斯玻色子的專利申請主題

涵蓋尋求基本粒子狀態的質子，以

及使用高能量光子來聚集基本粒

子，以及以光速加速前進並以光速

平方成長的物體內物質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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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與科學帶來創新解決方案 
FROM IP & SCIENCE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慶祝專利內容研發滿 50 週年：全球最受信賴、最具權威性的專利資訊來源，經
過專家彙編，呈現更一目了然的專利研究資訊，並以人工分類索引編排英文篇

名及摘要，獲得全球 40 家專利事務所及數萬名專業研究人員認可採用

thomsonreuters.com/derwent-world-patents-index/

THOMSON INNOVATION

全球頂尖智慧財產情報及協作系統，提供完整的國際專利內容與強大的分析

工具，讓研究人員能透過清楚易懂的視覺化圖像，將專利資料轉變成有意義

的情報

thomsonreuters.com/thomson-innovation/

THOMSON REUTERS INCITES

全球唯一一套線上科學與學術研究評估解決方案，利用 WEB OF SCIENCE 中經
同儕審查、編入索引的人工分類資料，來分析生產力及標竿比較，以獲得更精

準的結果與更具價值的見解

thomsonreuters.com/incites/

WEB OF SCIENCE

慶祝 50 年來倍受肯定的科學引用文獻索引系統：此項工具是業界頂尖的科學、
社會科學及藝術人文研究的探索引用文獻資料平台，在單一界面中提供全球最

受信賴、最完整的多元領域研究資料，包括學術資料、書籍、期刊、研討會論

文集等

thomsonreuters.com/thomson-reuters-web-of-science/

湯森路透的智慧財產與科學業務致力為今日的研究人員、科學家、律師、政府

官員及其他專業人士，提供強大的科技平台與來自全球各地的完整內容。以下

是我們提供給專業人士的創新解決方案，也是我們用以製作 2025 年十大創新預
測報告的工具。



關於湯森路透

湯森路透智慧財產與科學業務團隊共有 4,000 名熱愛科學、創新與創造
更美好地球的員工。我們擁有智慧財產、生命科學與科學研究等方面

的廣泛知識，並具備深厚的縱向產業專業經驗，以誠摯的熱情為我們

的顧客服務，協助他們達成研究目標，並讓世界更加美好。

我們的成員擁有豐富多元的背景，包括科學家、律師、工程師與學術

人員，也因此我們足以和專業客戶並肩同行，不論是在研究室、法庭

和大學課堂上，都能為其每日的業務提供實際協助。 

從都市的創新研究中心到偏遠的田野農場，我們努力提昇水準、超越

極限、精益求精。我們將適當的科技、內容與服務呈獻給需要的人，

隨時隨地協助他們做出關鍵決策。 

我們全體 4,000 位團隊成員時時刻刻、每日每月的一小步，累積起來便
成為客戶及全球科學創新的一大步。

我們知道，沒有客戶的支持，就沒有湯森路透。因此，我們堅持與客

戶並肩作戰，確實瞭解他們的需求，並共同擬定策略，一齊為改變世

界而努力。

我們承諾作到最好，以助您登峰造極。

聯絡資訊：

科學總部

臺灣 +886 2 2503 3034

如需完整的辦公室清單，請造訪：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ontact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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