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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前言 

 為預測因全球化與資訊化帶來的未來不確定性，樹立並落實科技相關政策日益重要。全

世界主要的國家都在進行國家的科技預測活動，建立策略性技術規劃，並為研究與發展

確立方向。 

 自 1994 年來，韓國以 5 年為基準進行了科技前瞻計畫。2012 年發表的第四次科技前瞻

預測報告結論，用以建立第三次科技總體規劃與其他政策。科技前瞻預測以分析近期環

境變化進一步導出前景，以及未來中、長程社會改變的需求。 

 

 

  



 

02 第五次科技前瞻的目標與體系 

目的與方向 

 第五次科技預測的目的，總結共有三大目標。首先是預測未來社會內部與外部的環境變

化，並預測分析未來在整體領域所期待的科學與技術。此項研究中已導出至 2040 年的

未來技術，將基於未來社會需求與科技發展而出現。 

 其次是有助於建立科技規劃與政策，用以反映未來社經需求與科技發展前景。調查結果

將提供政策制定的基本資訊，例如技術實現的時機、重要性及實現方式等，也將作為第

四次科技總體規劃的參考依據（2018-2022）。 

 第三是預測技術的引發點，就社會傳播而言，著重於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主要創新技

術。包括預測社會上某項特定技術的擴散速度、預期時間點，以及為實現技術擴散所做

的準備。 

 第五次前瞻已確立為目標導向的未來技術，用以有效應對未來社會的主要議題，這些議

題的挑選與分析都特別著重於韓國社會。 

 為了擴大前瞻結果的應用範圍，我們將未來技術的組成多元規劃、改善技術命名的呈現

方式，並引入科學方法以增加預測調查結果的可信度與客觀度。為此，我們透過知識地

圖分析來擴大推動未來技術，以階段分類的分析與預測來加強探索，並將這些未來技術

標準化命名以便理解與用。 

 

程序與執行體系 

 科技前瞻是由三個委員會執行：前瞻行政委員會、未來預測委員會，以及未來技術委員

會。 

 前瞻行政委員會是由科技與社會科學專家組成，負責審視並協調科技前瞻調查的重點議

題。具體而言，此委員會負責審視未來社會願景調查的結果，選擇技術擴散點分析的標

的，審視未來技術清單以及第五次科技前瞻草案等。 

 未來預測委員會由三個部門組成，包括人類組、社經組及地球組，每個組別包含 12 個

以上成員，多數皆為科技與社會科學專家。此委員會負責推導未來社會議題與需求，工

作項包括審視趨勢分析結果、確認主要趨勢議題、審視重點議題，以及推導社經需求。 

 未來技術委員會則是由六個部門組成，包括社會基礎建設技術、生態系統與環保技術、

運輸與機器人技術、醫學與生命技術、製造與融合技術，以及資通訊技術。此委員會負

責推導未來需求與科技趨勢的未來技術，工作項包括確認主要議題與需求、根據科技發

展候選未來技術、決定未來技術進程，以及未來技術的遴選。 



 

 

 

  



 

03 未來社會的預測 

 未來社會預測的制定經過一系列程序產生，包括未來社會趨勢與大趨勢的分析、趨勢相

關議題的產生、議題評估與分析，以及主要議題的導入。 

 

 

<第五次科技前瞻未來社會預測進程的定義> 

1. 未來趨勢：預期在未來社會發生的趨勢性、流動與移動性 

2. 議題：被討論或關注，預期會因應趨勢在未來發生的課題 

3. 主要議題：高度可能影響韓國社會、強度和範圍上劇烈衝擊，以及很高機會可用科技方

式解決的議題 

4. 需求：用以解決主要議題的政治及科技方法論 

 

 為解析未來社會趨勢與大趨勢（mega trends），首先分析未來全球的社會變化下，我們

所需關注的中長程願景（至 2040 年）。接著藉由分析趨勢間的連結，導引出大趨勢。 

 依據第四次前瞻（2011）之後的國內外來源、趨勢分析及網路出版分析未來展望，並利

用 STEEP（社會、科技、環境、經濟與政治）分析，進行每一類別的環境掃描，衍生出

趨勢間的歸類模式。最後共導出 5 項大趨勢與 40 項趨勢。 

 



 

[表 1] 趨勢與大趨勢 

 基於趨勢分析的結果，我們確認這些預期對韓國社會有顯著影響的議題。每個議題依據

大趨勢 趨勢 STEEP
預期壽命延長

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

出生率降低

女性權益

人類能力的擴展

超高速運輸

人工智慧與自動化

新材料的開發

開啟太空時代

數位網路社會 社會的

超連結技術 技術的

網路驅動的權力轉換

E化民主的加速

糧食危機加劇

能量失衡

水惡化危機

天然災害增加

生態系統破壞加深

國際衝突加深

文化多元性的擴展

社會經濟的不平等

融合創造

技術進步引起的副作用增加

社會災難增加

健康風險因素的增加

統一議題提升

國際權力的流動性增強

安全性威脅的演化

全球人口移動

都市化的擴張

世界人口增長

全球經濟連結性的增強

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國家的崛起

中國全球影響力的擴大

新經濟體系的擴散

勞動領域結構的改變

已開發國家持續低成長風險

葛氏經濟學的鼓舞

製造模式的轉變

市場模式的改變

社會的

技術的

環境的

政治的

社會複雜度加劇

社會的

經濟體系的重組

經濟的

人類權益

社會的

技術的

超連結革新

政治的

環境的環境風險的加深



 

預期影響的時機進行分類，結果導出共 100 項議題，其中 65 項預期會有短期影響（10

年內），另外 35 項則有長期影響（11-25 年）。 

 議題產出後，在韓國社會被特別強調的項目被評估及選定為主要議題，最終共有 40 項

主要議題被選出，包含 18 項短期議題、14 項短中期議題及 8 項長期議題。 

 下圖為評量「人類權益」大趨勢相關的議題，橫軸為議題在韓國社會發生的可能性，縱

軸則為議題對韓國社會的影響，球狀尺寸則呈現科技的影響度。 

 

 

 接著，我們依據大數據的網路分析（以自然語言分析進行數據收集）根據議題的相關性

進行分組，藉此衍生六個主要議題組別，包括社會基礎建設議題、生態系統與環保議題、

運輸與機器人議題、醫學與生命議題、製造與融合議題，以及資通訊議題。 

 

 



 

 

 導出主要議題的需求，旨在建立科技手段來加以應對；我們以科技對策應對未來社會的

詳細社經需求，並基於各項主要議題進行深入分析。 

 

  



 

[表 2] 使用網絡分析對主要議題進行分類 

主要議題組別 時程展望 主要議題

短期 社會對基礎建設安全性的興趣增加

短期 核安全

長期與短期 南北韓差距擴大

長期與短期 都市集中化與擴張議題

長期與短期 最小化災害影響的行動

長期 社會基礎建設惡化造成災難爆發的可能性增加

短期 新型態、非傳統資源的探索

短期 糧食安全

長期與短期 完善的水資源管理以應對氣候變遷

長期與短期 糧食武器化

長期與短期 再生能源的發展與廣泛供應

長期與短期 資源武器化

長期與短期 更多環保產業的轉變

長期 氣候變遷造成生態系統的轉變

短期 無人載具的導入造成物流與運輸系統的改善

短期 自動化系統的擴散與其副作用

長期與短期 性別平等的實現

長期與短期 航太產業的發展

長期 超高速運輸系統改革

長期 家庭服務機器人的普及

長期 軍事領域的改變，如無人駕駛部隊

短期 更快的疾病傳播率和新傳染病的出現

短期 銀髮族商機的擴大

短期 高品質醫療服務需求增加

短期 不孕及生育率降低議題

長期 神經資訊的應用

長期 疫苗武器化

長期 尖端生物技術應用範圍擴大

短期 高度精密製造工藝與先進製造技術的重要性提升

短期 促進產業與技術間的融合

短期 新原料與奈米原料的安全議題

短期 韓國關鍵技術與產業競爭力被超越的可能性

長期與短期 傳統產業的轉變

短期 資訊犯罪

短期 居家生活由家庭轉變為獨居

短期 超連結引起的「老大哥」危機

短期 數據與大規模資訊的快速擴散

長期與短期 人與人之間虛擬空間連結的擴展

長期與短期 教育體系的改革

長期與短期 設備間的智慧化通訊

運輸與機器人

醫學與生命

製造與融合

資通訊

社會基礎建設

生態系統

與環保



 

[表 3] 主要議題的需求範例 

  

主要議題 需求

社會基礎建設惡化造成災難爆發的可能性增加 延長基礎建設壽命的技術

社會對基礎建設安全性的興趣增加 以衛星通訊建立國家防災網絡

核安全 高放射核廢料永久性處理技術

糧食安全 RFID糧食追溯系統：智慧手機連結

氣候變遷造成生態系統的轉變 昆蟲危害應對技術

尖端生物技術應用範圍擴大 現場病原菌及病毒隔離技術

神經資訊的應用 完成大腦圖像繪製

完善的水資源管理以應對氣候變遷 降低海水淡化技術成本

更多環保產業的轉變 電動載具的電池效率提升

設備間的智慧化通訊 智慧化設備的自我診斷技術

軍事領域的改變，如無人駕駛部隊 軍用AI演算法的發展

家庭服務機器人的普及 個人助理機器人服務，包括管家、秘書、駕駛與育兒

自動化系統的擴散與其副作用 防止網路錯誤的技術

無人載具的導入造成物流與運輸系統的改善 無人載具的信號系統與中控系統

疫苗武器化 發展疫苗的系統生物學

超高速運輸系統改革 確保超高速運輸系統用戶的安全

資源武器化 發展稀有資源（如稀土）的替代原料技術

糧食武器化 耐熱及抗逆境品種的開發

再生能源的發展與廣泛供應 生質酒精效能改善技術

新型態、非傳統資源的探索 非傳統燃料探勘與開採技術的發展

人與人之間虛擬空間連結的擴展 社交網絡中各種新服務的開發

數據與大規模資訊的快速擴散 識別假訊息的數據分類技術

超連結引起的「老大哥」危機 拓展開放性來源以降低不平等

資訊犯罪 先進的反恐技術與系統

教育體系的改革 透過先進的虛擬實境技術改善線上教學

都市集中化與擴張議題 透過網絡的遠端辦公技術

傳統產業的轉變 3D材料列印技術的改良（回收、環保、耐用度等）

高度精密製造工藝與先進製造技術的重要性提升 先進精密製造技術的複雜化

航太產業的發展 發展航空航太設計的在地化技術

最小化災害影響的行動 融合物聯網與奈米技術的自然災害監測預警系統

韓國關鍵技術與產業競爭力被超越的可能性 透過類比與數位化融合產生差異性

促進產業與技術間的融合 促進NBIT的合作研究

新原料與奈米原料的安全議題 新原料如奈米原料的人類與環境安全性監測技術

銀髮族商機的擴大 年長者意外事故管理系統

高品質醫療服務需求增加 高性能醫療設備的發展

不孕及生育率降低議題 經常性流產的鑑定與治療

更快的疾病傳播率和新傳染病的出現 國際傳染病資料庫的建立

南北韓差距擴大 北韓不對稱武力的破壞技術

性別平等的實現 透過家務自動化降低家事勞動力

居家生活由家庭轉變為獨居 認知陪伴的寵物照護系統



 

 需要特別導出重要議題，是為了設定科技手段來加以應對。根據每個主要議題的深入分

析，我們提出對未來社會科技方面的具體社經需求。 

 最後，為了分析科技發展的趨勢，我們在每個研究領域進行了時序分析來推導全新的技

術以及研究領域，此分析也幫助我們想像研究領域之間的關係與發展流程。繪製科學地

圖的目的是用來確認候選的未來技術，透過相關領域專家對知識地圖的解釋與分析過程，

推導出候選的未來技術。 

 

 

 

 

  



 

04 引發點分析 

 第五次科技前瞻新引入了創新技術的引發點（tipping point）分析，帶來實現未來技術

及政策採用的時間點；這裡的「創新技術」是指關係到公眾日常生活的融合技術，對未

來社會有顯著的連鎖效應。 

 技術的引發點指的是該技術在整個社會快速擴散的時間點。24 項創新技術達到引發點的

預測時間已製作成手冊，以便任何人在未來可應用此資訊。 

 「技術採用的生命週期模式」有 5 個階段過程，經由消費者採用高端技術的創新產品或

服務來定義引發點。引發點的標準是指當產品/服務從初期市場擴散到主流市場，其可量

化解釋為當產品被 16%的消費者採用（包含 2.5%創新者及 13.5%嘗鮮者）。 

 基於各項技術的特點，預測的標準為當引發點達到而發生預期的社會現象。這些社會現

象分類包括：當新產品/服務取代 16%的原有市場、當產品/服務擁有一定數量的消費者，

已及當產品/服務首次商品用化。此分析著重於社會擴散的關鍵引發點，同時一般大眾可

以實際查覺到改變。 

 

  



 

 引發點分析的步驟如下：首先，候選的技術被期待對未來社會與經濟有很強大的影響力，

且其對韓國內外皆可引起廣大的連鎖效應。科技預測委員會進行了候選技術的調查，根

據調查結果調整各技術的標題及範圍後，行政委員會共選出了 24 項創新技術。 

 預測委員會針對 24 項技術各指派 1 位委員負責提出報告，內容包括：引發點的定義、

技術發展的過程與趨勢、越過引發點後的技術發展階段，以及技術擴散實現的任務。 

 每項技術達到引發點的預測值，是透過對 2,600 名韓國相關產業、學術與研究的專家，

基於國內外狀況來進行德菲調查。引發點分析的詳情如下： 

 

[表 4] 引發點的定義與預測 

 

  

海外 韓國

多旋翼無人機
當多旋翼無人機的安全性技術研發，意外發生率低於2次/每

百萬小時

2020

（美國）
2024

沉浸式AR／VR

（虛擬實境／擴增實境）
當沉浸式AR或VR提供的內容達到互動娛樂市場的11%

2020

（美國）
2024

智慧化工廠 當先進智慧化工廠市佔率達到全部工廠的16%
2020

（德國）
2025

物聯網 當物聯網的普及率擴及到11%的家庭
2021

（美國）
2023

3D列印 當3D列印的普及率擴及到3%的家庭
2021

（美國）
2024

應用大數據的

客製化醫療服務
當超過10萬人的個資集中至國家系統並用於醫療目的

2021

（美國）
2025

智慧電網 當超級電網應用於超過百萬人口的大城市
2022

（美國）
2024

超級電容電池 當單次充電可駕駛800公里的商用電動汽車款進入國內市場
2022

（美國）
2024

終極碳纖維複合材料 當第一台外部以全碳纖維組裝的商用車進入市場
2022

（日本）
2026

卷軸顯示器 當首次卷軸全彩顯示器應用於商用手機裝置

創新技術 引發點定義
引發點的預測時間

2023（韓國）



 

[表 4] 引發點的定義與預測（續） 

 

  

海外 韓國

稀有金屬回收再利用 當回收再利用的稀有金屬量到達整體產業需求的8%
2023

（日本）
2026

穿戴式助理機器人
當癱瘓者租用穿戴式行走助理機器人的成本低於1百萬韓元/

每月

2023

（美國）
2027

自動駕駛汽車 當自動駕駛汽車之銷量比例達整體新車銷售率的12%
2023

（美國）
2028

矽後（post-silicon）

半導體
當主要半導體製造商開始批次生產早期矽後半導體原型機

2024

（美國）
2027

認知計算（cognitive

Computing）

當使用以認知計算語言的虛擬助理AI服務人口，達到智慧手

機使用者的16%

2024

（美國）
2027

碳捕獲及封存（CCS） 當CCS應用於熱能發電的比例達1%
2024

（美國）
2028

遺傳療法
當超過兩種用於複合型疾病的基因治療產品，獲得美國

FDA、歐盟EMA與日本PMDA核可

2024

（美國）
2028

幹細胞 當發展並應用幹細胞於10種絕症的臨床治療
2024

（美國）
2028

智慧機器人 當網絡智慧機器人達8%家庭普及率
2024

（美國）
2028

人工器官
當完全獨立且可植入的腎臟研發成功，且植入數量達腎臟移

植手術的16%

2024

（美國）
2029

量子計算 當量子計算首次用於氣象預測
2025

（美國）
2031

腦機介面（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當四肢癱瘓患者應用腦機介面的比例達16%

2025

（美國）
2032

人工光合作用 當以人工光合作用生產的產品達市佔率3%
2026

（美國）
2030

超高速列車 當時速超過1,000公里的商用超高速列車首次營運
2028

（美國）
2033

創新技術 引發點定義
引發點的預測時間



 

05 未來技術的確認 

 本次前瞻訂定的未來技術，被定義為在 2040 年前實現，且在韓國的科學、技術、社會

與經濟上有顯著影響的具體技術。 

 在第五次前瞻中，我們標準化呈現技術的命名與描述，來改善對結果的理解與應用；以

簡單、具體的描述技術核心關鍵。此外，整體技術層次提高，最終產生的技術數量比起

第四次前瞻增加了約 50%。 

 這些未來技術經過候選、修訂與調整後決定。挑選出來的候選技術以六大議題群組的主

要議題網絡分析為基礎，審查包括需求與知識地圖的分析與解釋結果。 

 最終，共 267 項未來技術被選定有望在 2040 年前實現，用以解決未來社會的主要議題

並發展科技。 

 

[表 5] 主要議題群組的未來技術數量 

*267 項技術中，有 20 項同時歸於 2 個群組，因此加總起來數量變成 287 

  

主要議題組別 技術數量 技術名稱（範例） 技術說明（範例）

社會基礎建設 51
支援優化建築維修施工的

決策軟體

選擇最佳工具並支援決策，考量包括碳排放週期對

環境的影響、建築物的能源效率、室內舒適度及建

築裝修價位

生態系統

與環保
59

使用遙測的即時水質監測

與管理系統

即時連續水質監測與管理系統，經由遠端感應器數

據的處理、應用與整合操作，包括應用同步衛星、

極軌分辨率、同步軌道衛星圖像，以及多種類的無

人機

運輸與機器人 43 水下援助機器人 在海洋災難中用以營救人的水下機器人

醫學與生命 47
應用個人基因圖譜客製化

異源人工器官培養系統

置換人類器官的技術，經由個人基因進行基因調控

的動物實驗以培養個人化移植器官

製造與融合 48
適用於各種裝置的高性能

電子零件列印技術

透過列印製造電子零件的技術，確保領先的製造力

及領先技術的原創性以發展新功能產品

資通訊 39 以觸覺技術實現虛擬實境
在現實空間中表現虛擬資訊，產生視覺影像與三維

格式聲波以刺激視覺與觸覺

總計 287*



 

06 未來技術的分析 

德菲調查 

 267 項未來技術皆被檢視以評估其特徵、重要性、實現的時間點及政策需求。另針對 24

項主要技術進行擴散點分析，包括達到擴散點時間及擴散政策的研究。 

 研究的方法是針對科技專家進行兩回合的德菲調查。第一次調查共 4,133 名受訪者回覆

（12,884 則回應），第二次調查共 3,621 名受訪者回覆（11,085 則回應），再訪回覆率

為 87.6%。 

 

關鍵分析結果 

 第五次科技前瞻的 40 項主要議題調查中，有相當大比例數量的技術來自「都市集中化

與擴張議題」（21 項技術）及「高品質醫療服務需求增加」（19 項技術）。 

 預計到 2030 年，解決關鍵議題的大多數未來技術都將實現（244/267 項，91.4％）。其

中包括「社會對基礎建設安全性的興趣增加」在內的 28 項主要議題，相對應的未來技

術預計於 2030 年將實現；而對應「航太產業的發展」之類議題的未來技術，則定義為

2031 年後實現的長期發展技術。 

 2021~2030 年間預計將實現 243 項未來技術（佔 91.0%），其中 2021-2025 年預計將

實現 130 項（48.7%）、2026-2030 年將實現 113 項（42.3%），2031 年後實現的技術

則預計有 23 項（8.6%）。 

 若以國際的角度來看，192 項技術（71.9%）預計將於 2021-2025 年間實現、45 項 

（16.9%）將於 2020 年前實現、26 項（9.7%）於 2026-2030 年實現，僅 4 項（1.5%）

預計於 2031 年後實現。 



 

 267 項未來技術中，預計有 13 項（4.9%）將優先於韓國內或與海外同時實現；大多數

的技術則與其他國家有 3-4 年的差距，共 118 項（44.2%）。另外，其中 76 項（28.5%）

與其他國家實現之時程僅差距 1-2 年，而 16 項（6.0%）與其他國家相比則超過 7 年。 

 

 

[表 6] 韓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在技術實現時間上的差距 

 

 為了實現這些未來技術，有 27.5%的技術需要政府擴大提供研究經費，而 22.8%的技術

則需優先進行基礎設備建設。對於短期（10 年內）可實現的技術，除了上述兩種支持外，

尚需規劃工業、學術、私人研究及國際合作的政策支持；而對於長期（11 年以上）可實

現的技術，則需加強人力培訓及政府研究資源投入。 

 

[表 7] 實現未來技術所需的政府政策（%） 

 政府科研資源的投入，對於國家及公共機構實現長期未來技術相當重要；相較之下，短

差距 韓國領先 無差距 1-2年 3-4年 5-6年 7-8年 9-10年

技術數量

（百分比）

5

(1.9)

8

(3.0)

76

(28.5)

118

(44.2)

44

(16.5)

9

(3.4)

7

(2.6)

人力訓練 合作擴展 基礎建設 投資擴展 系統改善

21.4 18.7 22.8 27.5 9.5

短期（2025前） 19.9 20.2 23.8 25 11.1

長期（2026後） 22.9 17.3 21.8 30 8

分類

全部

實現

時機



 

期技術的實現則較仰賴產業的引領。 

 

[表 8] 實現未來技術的主要研究引領者（%） 

 

 以下就未來技術的創新性、不確定性、重要性及技術競爭力進行評估，以分析這些未來

技術的特徵。267 項技術中，「在地氣候損害減緩技術以降低週邊環境的影響」及「載人

的月亮與火星基地建造技術」等 90 項技術因高不確定性及高創新性而被歸為第一類技

術，因此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其中 45 項技術則被歸為第二類，包括「應用 AI 與大數據雲計算系統的智慧化農場」和

「智慧能源電網（energy grid）建構」等技術，具有高創新性和低不確定性而有較高的

實現期待，因此需要大量投資以達成。 

 

[表 9] 未來技術之創新性與不確定性分布 

 

 

  

產業 學術 研究機構

35.2 20.5 44.2

短期（2025前） 46 16.3 37.7

長期（2026後） 24.9 24.6 50.6

分類

全部

實現

時機

分類 第一類 第二類

技術數量

（百分比）

90

(33.7)

45

(16.9)

分類 第三類 第四類

技術數量

（百分比）

92

(34.5)

40

(15.0)



 

[表 10] 創新性與不確定性皆高的技術（第一類前 10 項技術，5 分級距） 

 

[表 11] 高創新性與低不確定性技術（第二類前 10 項技術，5 分級距） 

 

 

No. 未來技術 創新性 不確定性

10 在地氣候損害減緩技術以降低週邊環境的影響 4.2 4.4

128 載人的月亮與火星基地建造技術 4.6 4.3

129 小行星與月球空間資源開採技術 4.5 4.3

216 以DNA晶片為基礎的大量數據儲存與資訊管理技術 4.5 4.2

127 外太空耕種的作物生長技術 4.4 4.1

145 記憶掃描、儲存與修飾技術 4.4 4.1

246 超高速計算的量子電腦 4.7 4.1

124 自動推進、自主操作的太空飛行器 4.6 4.0

92 外太空光伏（photovoltaic）技術 4.7 4.0

153 以高精準度神經信號為基礎的神經資訊安全個人認證技術 4.5 4.0

No. 未來技術 創新性 不確定性

49 應用AI與大數據雲計算系統的智慧化農場 4.4 2.5

93 智慧能源電網（energy grid）建構技術 4.3 2.8

203 自我發展變數的製造線路調度系統用以生產多元產品 4.4 2.8

193 3D列印的專門設計技術 4.3 2.8

91 百萬瓩級大規模燃氣渦輪（gas turbine）發電 4.2 2.8

109 以狀況認知為基礎的智慧導航技術 4.3 2.8

58 利用可食用昆蟲發展替代食品 4.3 2.8

209
生產線路用的即時機械可視技術，用以表面、透明成像及

設備檢查
4.3 2.8

44 為延長可穿戴式機器人操作時間的能源供應技術 4.4 2.8

38 日光發電與能源活化的建築包層技術 4.2 2.9



 

 第一類（優先投入）未來技術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及技術競爭力，其中包括「能克服障礙

的智慧探索機器人」及「無溫室氣體產生之減氫煉鋼技術」等 70 項技術。 

 重要性高但技術競爭力較低的第四類（追蹤投入）未來技術，則包括「以表現型－基因

型關係分析為基礎的大數據釋義技術」及「電動汽車專用的自動無線充電停車場」等 72

項技術。 

 

[表 12] 未來技術之重要性與技術競爭力分布 

 

[表 13] 重要性與競爭力皆高的技術（第一類前 10 項技術，5 分級距） 

 

分類 第一類 第二類

技術數量

（百分比）

70

(26.2)

66

(24.7)

分類 第三類 第四類

技術數量

（百分比）

59

(22.1)

72

(27.0)

No. 未來技術 技術競爭力 重要性

133 能克服障礙的智慧探索機器人 3.7 4.2

79 無溫室氣體產生之減氫煉鋼技術 3.6 4.3

134 在逆境下優化性能的自我組合與分解機器人 3.6 4.3

159
多重血液分析用的超靈敏微流控（microfluidics）生物感

應器系統
3.5 4.3

189 透過3D列印製造的超精細3D高性能元件 3.5 4.3

112 高度可靠與安全的整合型載人/無人飛行器監測系統 3.5 4.4

260 防止反推算的先進量子密碼鑰配置技術 3.5 4.5

172 次世代基因分析（NGS）技術 3.5 4.2

193 3D列印的專門設計技術 3.5 4.3

212 非破壞性測試中放射性同位素的替代技術 3.4 4.4



 

 [表 14] 高重要性與低競爭力技術（第四類前 10 項技術，5 分級距） 

 

 

 

 

  

No. 未來技術 技術競爭力 重要性

175 以表現型－基因型關係分析為基礎的大數據釋義技術 2.8 4.5

48 電動汽車專用的自動無線充電停車場 2.8 4.3

142 用以調適複雜武器系統軟體的動態自我組織技術 2.8 4.2

91 百萬瓩級大規模燃氣渦輪（gas turbine）發電 2.9 4.4

153 以高精準度神經信號為基礎的神經資訊安全個人認證技術 2.9 4.3

266 恐怖攻擊無人機偵測與防禦技術 2.9 4.2

1 整合型高海拔廣域環境與設施監視系統 3.0 4.3

97 以自主能源管理系統為基礎的智慧化製造程序 3.0 4.5

248 物聯網的超快速/超低耗能通訊系統 3.0 4.3

57 以遺傳工程發展新型高功能性增長技術 3.0 4.5



 

07 結論 

 相較於之前的預測調查，第五次科技前瞻具有以下幾樣特點： 

1. 開發了未來技術來解決未來社會預計會出現的主要議題，應用大數據為基礎的網絡分

析，串聯相關議題分組成主要議題，並根據這些議題確認相對應的未來技術需求。 

2. 透過對未來技術命名及描述的標準化作業，提高對這些技術的理解性與應用能力，並

經由進一步的分類來產生系統化技術群。 

3. 擴展預期實現技術的重要性，以達成 25 年後的長程未來願景。 

4. 這些未來技術，係透過社會需求與未來研究領域願景的定量分析與解釋而產生。 

 

 新技術是根據社會需求而產生，會迅速改變社會，這代表社會與技術的共同進化性正在

加強。 

 對未來的任何預測都必然有不確定性，因此科技前瞻中對未來技術及實現時機的預測都

還是有可能出錯。儘管如此，科技前瞻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必要項目，以盤點對未來狀態

準備的程度。 

 第五次前瞻結果將有助於提供研究人員新的思路、促進決策者對未來的系統規劃、引發

一般大眾的興趣並對未來做好準備。 

  



 

[附錄] 韓國第五次前瞻之未來技術（農業主要相關技術） 

 

  

分類 No. 未來技術 國內實現 海外實現

49 應用AI與大數據雲計算系統的智慧化農場 2024 2022

50 智慧化驅動食品包裝技術 2024 2021

51 分析食物與原料風險因子的即時、無害偵測技術 2023 2021

52 以電漿（plasma）容器延長農產品保存期限 2024 2022

53 物聯網大數據為基礎的食物品質與安全管理系統 2023 2021

54 維持生物多樣性的原生遺傳資源保存與應用技術 2025 2020

55 具環境耐受的新型基改成長發展技術 2024 2020

56 利用遺傳工程發展病蟲害防治技術 2027 2023

57 以遺傳工程發展新型高功能性增長技術 2026 2022

58 利用可食用昆蟲發展替代食品 2023 2021

59 利用海洋生命資源發展替代食品 2028 2024

62 降雨控制系統以控制生態 2030 2024

66 自主情境感知（context-aware）的藻華（algal bloom）控制技術 2024 2022

74 應用機器人即時監測生態變化的移動式監測系統 2027 2023

75 生態為基礎的整合型資源評估與監控系統 2028 2021

127 外太空耕種的作物生長技術 2033 2024

195 客製化的3D食品製造技術 2025 2022

241 AI型的食品銷售預測與自動點餐系統 2020 2020

農業主

要相關

技術



 

[附錄] 韓國第五次前瞻之未來技術（農業次要相關技術） 

參考文獻： 

分類 No. 未來技術 國內實現 海外實現

1 整合型高海拔廣域環境與設施監視系統 2028 2022

2 使用多重衛星遙測資訊的即時連續型災害監測技術 2026 2020

3 整合型全球議題（環境、疫情與災難等）互聯與分析模擬軟體 2030 2024

4 以無人機發展自動災難資訊收集與傳輸技術 2023 2019

10 在地氣候損害減緩技術以降低週邊環境的影響 2029 2024

38 日光發電與能源活化的建築包層技術 2025 2022

60 以海洋微藻發展高效能生質柴油生產技術 2028 2024

61 以供水與需求預測為基礎的整合型智慧水網管理系統 2025 2023

63 能自動恢復受損濾膜的水處理系統 2028 2025

64 應用電化學離子導電膜的海水淡化技術 2024 2021

65 非放電大容積膜的蒸餾混和海水淡化技術 2025 2023

67 自主生產能量的半永久性水質純化系統 2027 2023

68 高效能的多重/新型水汙染物移除與控制系統 2025 2023

69 自來水使用與水質資訊的自動控制遙測儀 2022 2022

70 樂高型（LEGO-type）模組的廢水回收系統 2021 2020

71 智慧化的水再利用廠 2023 2021

73 應用遠程探測的即時水質監測與管理系統 2029 2023

76 直接捕捉CO2的人造樹 2030 2026

77 低成本的CO2捕捉與儲存系統 2025 2023

78 碳捕捉與利用（CCU）技術，包括利用捕捉的CO2製造產品與替換材料 2028 2024

86 萃取海水溶解資源的高效、環保吸附劑 2027 2029

112 高度可靠與安全的整合型載人/無人飛行器監測系統 2029 2024

113 無人載具用微觀（microscopic）混和型有毒物質感應器 2024 2021

159 多重血液分析用的超靈敏微流控（microfluidics）生物感應器系統 2024 2021

160 高靈敏即時變種病毒分辨技術 2023 2020

164 以穿戴裝置檢測現場生物危害（biohazard）技術 2025 2024

169 應用增強穩定性重組抗體的生物危害中和抗體技術 2027 2023

172 次世代基因分析（NGS）技術 2024 2020

175 以表現型－基因型關係分析為基礎的大數據釋義技術 2022 2020

176 以大數據為基礎的疫情監測與反應系統 2024 2021

216 以DNA晶片（DNA chip）為基礎的大量數據儲存與資訊管理技術 2033 2029

235 意圖認知（intention cognition）的寵物照護系統 2026 2024

237 專業知識諮詢用的互動AI技術 2024 2020

243 以超級電腦計算生理組（physiome）模型的先進毒性預測技術 2029 2024

248 物聯網的超快速/超低耗能通訊系統 2023 2022

249 物聯網設備間的動態（dynamic）合作技術 2023 2022

農業次

要相關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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