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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工程司

序
國內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企業本

序
識，促進更多的產學合作、媒合及鏈結。

長期以來，產學計畫一直是我國中小企

大學楊朝棟教授研究團隊與華楷光電公司合

身研發能量有限，在產品轉型、技術升級的

本輯為 104 年度考評會的優良成果專

業永續發展之技術創新重要助力，科技部工

作開發完成智慧綠能機房建置，高雄應用科

進程上較為緩慢；另一方面，國內高階研究

刊，內容包含醫療器材、電動車、銲接技

程司提供先導型、開發型與應用型等產學計

技大學陳文平教授研究團隊與合作廠商開發

人力集中於學研單位，但其主要工作為授

術、精密量測、IC 設計、資料處理、自動

畫補助策略，以利協助推動運用學界研發成

完成照明裝置控制系統，國研院儀科中心林

課、知識傳承及學術研究，產業技術精進或

控制、健康管理和生物科技等。從這些收錄

果，轉化產業技術創新，默默地實施多年，

明瑜博士研究團隊與安盛生科公司合作研發

產品改善並非其工作重點。因此需要有一機

的內容觀察，每件產學合作計畫成功的重要

逐步落實產業加值目標；本輯特別針對工程

完成智慧手機健康管理系統，以及台南大學

制來銜接產學雙方，藉此活化學研能量、提

關鍵，在於學界研究團隊的專業技術與合作

司產學計畫，挑選亮點計畫作系列報導，進

張德生教授和保生堂生技公司合作研發完成

供學生參與實務研究的機會，更可進一步協

企業的全心投入及配合。以陽明大學江惠華

一步說明產學計畫之成果對於產業經濟發展

皮膚美白酵母多酚等精彩內容。從故事內容

助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建立自主性關鍵技

教授與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的計畫為例，

之貢獻。

我們可以瞭解每件產學計畫之所以成功，其

術，增加產業競爭力，是為一舉數得。

其針對乾眼症紅外線熱影像電腦輔助診斷系

本輯內容為 104 年度亮點產學計畫，技

背後教授研究團隊之專業技術與研究堅持，

科技部的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即是橋接此

統開發合作案，經過雙方多年的堅持及努

術主題包含醫療器材、電動車、銲接技術、

和公司創新理念與全心投入，期待有更多亮

機制的重要管道，而工程司每年補助 600 多

力，終於成功開發出「非接觸式淚膜熱像

精密量測、IC 設計、資料處理、自動控制、

點產學計畫陸續發表。

件產學合作計畫，約佔科技部全部產學合作

儀」，並於 2013 年通過美國 FDA 510K 認

健康管理和生物科技等；陽明大學江惠華教

中小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主要核心支柱

計 畫 數 量 比 例 的 75%。 然 而， 此 計 畫 件 數

證，2015 年通過中華民國 TFDA 第二等級

授研究團隊與漢唐集成公司合作研發完成非

之一，如何建構學界與產業無縫接軌之合作

仍僅佔全司一般專題研究計畫數量的十分之

醫材認證，獲得上市許可以及美國專利，並

接觸淚膜熱影像儀，屏東科大陳勇全教授研

模式，協助產業建立獨特自主研發特色產品

一，更因為各學門件數少，執行人數比重偏

開始銷售，是為產學合作的成功典範。

究團隊與其衍生新創生台銳科公司合作研發

技術，一直是工程科技推展中心之推動目
標，希望未來能持續展現績效。

低，執行團隊不易在學門成果會互相觀摩學

我要感謝成功大學黃文星教授及其團隊

完成高坡度高安全性觀光型電動車和曾光宏

習。為了有效解決此問題，並達成跨領域交

的協助，讓產學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議順

教授研究團隊與武王公司合作開發鈦金屬車

流的目的，自 2011 年起，我們以機電能源、

利完成；我也要感謝成功大學工程中心鄭國

架自行車，清華大學宋震國教授研究團隊與

民生化材、電子資通三大領域，全國分三場，

順主任及其團隊幫忙採訪及彙編，讓此專輯

大銀微系統公司合作研發完成高解析度磁性

舉辦「工程司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暨

順利出版。當然我更要感謝張嘉恒科長及所

尺，高雄應用科大陳忠男教授研究團隊與神

績效考評會議」，會中邀請專家學者現場評

帶領的科內同仁，這些都是您們努力的成

匠創意公司合作研發完成真空計感測晶片技

審，遴選優良成果頒發獎項，以資鼓勵。此

果。最後，非常感謝每一位計畫主持人及其

術，中原大學陳世綸教授研究團隊與穩脈科

會議除了建立交流平台，表揚優良成果外，

團隊，您們的熱情支持與優質的研究成果，

技公司合作研發完成振盪器控制晶片，東海

更希望藉此吸引相關企業與會，進行成果有

是台灣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後盾。

工程科技推展中心主任
敬識

效擴散。最後，為了加強落實成果使用的最
後一哩路，我們針對優良產學成果，以專刊
方式呈現，提供產業界參考，希望藉此增進
產業界對學界團隊研究能量及領域專長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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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

司長
敬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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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為天下先 漢唐集成公司 uis 非接觸式淚膜熱影像儀
安盛 iXensor PixoTest 智慧健康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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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民生領域
科技部工程司

敢為天下先
漢唐集成公司 uis
非接觸式淚膜熱影像儀

您長期置身於空調的環境中、長時間使
用電腦、暴露於污染的空氣中，眼睛感覺

文／計畫團隊、張萬珍

圖／計畫團隊、張萬珍

產學計畫挹注

乾澀、異物感、痛灼、怕風、畏光、對外

張歐博士有「敢為天下先」的壯志，公

界刺激敏感嗎？如果您符合以上多項情況，

司的技術層次夠，了解市場的需求，邀請陽

或許該留心是否已「乾眼症」上身。

明大學江惠華教授合作。他們先蒐集文獻，

計畫基本資料

眼科常用「淚液試紙」檢測乾眼症，會

接下來研究可行性，透過科技部的小產學計

編號：NSC101-2622-E-010-001-CC2

對受測者施打局部麻醉劑，將試紙放在眼

畫，醞釀雛形。101 年開始，在科技部「乾

執行單位：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瞼達 5 分鐘。或者是以螢光劑將眼球表面

眼症紅外線熱影像電腦輔助診斷系統開發與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江惠華／張淑雯

染色，再照射紫外光。這些方式都需時較

臨床測試研究」中，結合亞東醫院臨床病理

參與人員：蘇泰元、陳志彥、楊巧如、呂建毅、林奕忻 、余主念

久，稱不上舒服，結果也不夠準確。

及病症資料、漢唐公司熱像儀技術，以及陽

名稱：乾眼症紅外線熱影像電腦輔助診斷系統開發與臨床測試研究

醫院合作人員：何威廷、余金燕、歐雨涵
合作企業：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紅外線熱像
難道就沒有別的方式能檢測乾眼症嗎？
十幾年前，張歐博士搭飛機返台，遇上
了沙塵暴。
往窗外一看，黃黑一片，什麼都看不

明醫工所演算法分析技術，建立了 260 件臨
床案例乾眼症的資料庫，發展出更可靠的電
腦輔助診斷系統。
研究團隊從臨床研究證實：淚膜熱影像
的破裂區就是傳統淚膜螢光影像的破裂區，
也證實熱像降溫的程度能對比到淚水分泌

到。由於他是紅外線科學專家，知道這種
情況下只有「紅外線熱像」使得上力，能
看到黑霧後的背景資料。這時，靈光一閃，
想到應該要發展以紅外線熱像技術檢測乾
眼症設備，填補市場上的缺口。
紅外線熱影像可應用於皮下循環系統及
神經系統的疾病診斷，也能應用於疼痛顯
像、神經手術評估、肢體末梢循環代謝疾
病評估。張歐博士原任職於中科院和工研
院，2003 年 7 月起，他擔任漢唐集成股份
有限公司光電事業處副總經理，以紅外線
光電科技為基礎，結合工研院及中科院的
科技部 2016 年 4 月 20 日「乾眼症紅外線熱影像電腦輔助診斷系統」記者會合影（左起）：工程司阮昌榮組
長、漢唐集成公司光電事業處張歐副總經理、工程司廖婉君司長、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江惠華教授、
工程司張嘉恒科長、陳淑鈞副研究員、黃美瑤博士。

10

專業技術，研發多種成功的紅外線應用科
技產品。

正常眼（上）與乾眼（下）熱像。

11

化材民生領域
科技部工程司

紅外線熱像可量測淚膜破裂時間（上排為正常眼，下排為乾眼，眨眼後 5 秒的熱像 / 每秒一張）。

計畫主持人江惠華教授（左）與漢唐集成公司張仲華博士（右二）在記者會現場關注
非接觸式淚膜熱像儀實測的情形。

出這種全世界領先，沒有競爭者的檢測設
雙模攝影系統驗證「熱像低溫區」（B）和「淚膜破裂區」（A）相同。

備。」
科技部於 2016 年 4 月 20 日特別舉行了
記者會，與會全體都為這項領先全球、造福

量。而淚膜破裂的時間長短，可代表淚膜的
穩定度，顯示紅外線熱像偵測方式具有取代

12

獲上市許可及美國專利

乾眼症族群、具有學術價值和產業效益的成
果歡欣鼓舞。

傳統螢光影像檢測的能力。研究團隊還發

乾眼症的患者有福了！漢唐集成公司的

張博士表示，非接觸式紅外線熱像檢測

現：紅外線熱像儀能透過非接觸的方式，篩

「非接觸式淚膜熱像儀」，已於 2013 年通

還能朝白內障、青光眼、針眼、角膜炎的檢

檢會造成乾眼症的眼板腺油脂缺乏症狀，是

過美國 FDA 510K 認證，2015 年通過中華

測開發。由於在乾眼症的臨床試驗相當成

一項友善的乾眼症檢測方式。

民國 TFDA 第二等級醫材認證，並獲得上

功，為往後的各種開發確立了良好的基礎。

本計畫榮獲科技部工程司 103 年度「產

市許可以及美國專利。目前亞東醫院已經使

眼科相當複雜，需要特殊的技術和儀器

學成果傑出獎」。在獲獎一年半之後，直到

用本設備，幾所大型醫院亦正與公司洽談導

才能檢查出真正的病因，也需要發展先進友

取得美國專利和上市許可，主持人江惠華教

入中。

善的檢測儀器。張歐博士，彷彿再一次施展

授才綻開笑容。科技部工程司張嘉恒科長肯

張歐副總說：「這是健康的醫療器材，

自己紅外線科學家的穿透力，看出混沌市場

定本計畫的成果完整發展，一路走到產品

對世界有貢獻。我們公司因此在過去十年中

表象後的路徑，信心十足的說：「因為全世

端。江教授強調：「跨領域合作很重要。」

投入上億資金，加上許多人的心力，發展

界都缺這種裝備，是有潛力的開發方向。」

非接觸式淚膜熱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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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盛 iXensor PixoTest
智慧健康管理系統

只要在指尖輕扎一滴血，20 秒內就能
在智慧手機上量測出血糖、膽固醇、三酸甘

文／張萬珍

圖／ iXensor Facebook、張萬珍

油脂、糖化血色素及黃體素等生理數值，還
能以 App 程式自動登入量測數值、圖表分
析，即時上傳雲端，建立個人雲端健康資料

計畫基本資料

名稱：以行動裝置檢測居家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
編號：MOST 103-2622-E-492-005-CC3

庫，讓醫師及醫護人員追蹤。
這是「安盛 PixoTest 血糖監測系統」，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在歐洲已取得 CE 認證，將率先於德國、瑞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林明瑜／楊智惠

士及義大利販售。

參與人員：盧彥蓓、黃仁猷、侯佑樺
合作企業：安盛生科股份有限公司

簡單有效 管理健康
安盛的 PixoTest 利用光學原理，在生化
試劑進行成色反應，再藉由智慧行動裝置的
發光及感測模組，直接量化生理數值。

安盛 iXensor PixoTest 實品。

透過科技部工程司的產學合作計畫「以
行動裝置檢測居家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
國研院儀科中心林明瑜博士與公司合作，開
發出膽固醇與三酸甘油脂檢測的功能。
研究團隊更創新採用多孔材質表面處理
均勻試片顏色，並使用 DNA 新穎奈米材料
作為奈米尺度下的模板，優化酵素催化速
率。本計畫榮獲科技部工程司 104 年度應用
型產學計畫傑出獎。
目前在三酸甘油脂生化試片上，在量測
範圍為 100-500 mg/d Ｌ之間能有效分析其
濃度。本系統還能在 60 秒內有效優化連續
膽固醇定量的反應速率，量測範圍維持在
100-400 mg/d Ｌ。
安盛生科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陳階曉醫療長（前左）、蔡東孟執行長（前右）、陳彥宇技術長（左一）、趙
品尊研發協理（後左）、黃湘寧品保副理（中）與公司團隊展示安盛 PixoTest 系統。

14

科技部工程司 104 年度應用型產學計畫傑出獎採訪合
影（左至右）：趙品尊研發協理、國研院儀科中心林
明瑜博士、陳階曉醫療長、吳至傑資深品保經理。

林明瑜博士表示，未來希望能推廣至社
會大眾，成為居家的健康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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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緣 STB

政府產學資源 新創公司好幫手

「台灣 - 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人才

2012 年，安盛從台北市仁愛路的總部

培訓計畫」簡稱 STB 計畫，是台灣與美國

起家，現已遷入內湖生技科學園區的新址。

史丹福大學合作，每年二梯次，遴選數名來

公司的成長，曾得力於政府的產學計

自工程、醫學、生命科學等不同領域的人

畫。吳至傑資深品保經理指出，新創公司如

才，至史丹福大學受訓一年，研習高階醫療

果要快速導入需要的技術，要善用學研機構

產品設計及商業化運用的實務。

累積的能量。「會替公司節省很大的研發投

培訓內容包括臨床觀察、動物試驗、核
心實驗室、產品專利佈局、法規認證，還有
實務訓練，與產業界互動。

資和開發成本，加速產品開發和上市。」
林明瑜博士分析，新創公司需要不同的
團隊協助，才能解決各類問題，「這就是和

陳階曉原來是雲林北港媽祖醫院的泌尿

學界合作的契機。」學界團隊都有特長的技

科主任，也有醫學工程博士學位。他一向有

術，適合幫公司進行前置研究。有潛力的結

創意，又想開發台灣自製的醫材，救更多

果就能導入公司產品線，繼續開發。

人，於是參加了 STB 計畫。

竹北生醫園區的價值鏈，能提供新創公

就在矽谷濃濃的創業氛圍中，脫離醫師

司需要的支援，趙品尊研發協理對此相當推

緊湊的執業生涯，陳階曉心中的夢想開始伸

崇。國研院儀科中心在竹北生醫園區設立

展。

「國研醫材創價聯盟」，也提供各項貴重儀

很幸運地，他結識了中興化學博士蔡東
孟和台大電機博士陳彥宇。蔡東孟是華廣生
技的共同創辦人，陳彥宇在加州理工學院念

器設備，都值得新創公司善加運用。

夢想與行動 人才新高點

安盛生科公司吸引優秀人才加入。

釋放行動醫療產業發展能量
陳階曉醫療長表示，台灣擅長 IT，在
醫療和醫材上可做很多創新應用。希望政府
及早設計法規，引導行動醫療產業發展。

書時設計和銷售過生物顯微鏡的溫控系統。

安盛公司創業較早，曾被天下雜誌、華

新創生技公司如果能申請到科技事業，

三人腦力激盪之後，決定從具有市場需求的

視新聞雜誌、三立財經台、TVBS 等媒體報

就能得到科技事業的獎勵，提早上市或上

智慧血糖儀入手，讓健康管理更容易成為習

導，社會大眾熟悉他們的故事和志業，優秀

櫃。「這將會促進金融界投資的意願，而資

慣。

人才受到吸引，熱誠投入。

金活絡會讓產業旺起來。」

創業成功的華人前輩很支持他們，提供

陳階曉醫療長建議，新創公司初期可以

產業資源，還挹注天使金。回台灣後，他們

和國研院合作，引進替代役人才，參與公司

想扶持新一代的創業家，常到學校演講、授

業務，之後更能延攬加入公司。

課。

攜手青壯世代 共創璀璨前景
邁向未來，台灣的靈感、動力和熱情在
哪裡？這群青壯的創業世代常常聚首，互相

行動醫療產業擁有發展潛力。

說：「我們擁有很大的力量，希望和產政學
研各界先進攜手，為璀璨的前景貢獻。」

激勵，關心產業現況，思考未來。陳階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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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白靈丹
「三號多酚」原料

豆類的保健和美容功效自古已有記載，
豆漿、黃豆芽、豆腐等各類黃豆製品更是民

文／計畫團隊、張萬珍

圖／計畫團隊、張萬珍

生良伴。然而，當黃豆進入實驗室，與現代
生物科技相遇，會譜出怎樣的篇章呢？
台南大學張德生教授和大豆結下「格物

計畫基本資料

名稱：富含大豆異黃酮多酚之酵母萃取物在皮膚美白療效之有效性試驗

致知」的緣分，是從 2005 年開始。中間經

編號：MOST 103-2622-E-024 -004 -CC3

過多期科技部的計畫，支持他從大豆胚芽發

執行單位：國立臺南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酵物中開發酵母多酚，作為美白產品的原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張德生／戴守谷

料。

參與人員：曾偉銘、蔡以萱、陸靜瑜
合作企業：保生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科學方法格物窮理
2015 年，在科技部工程司產學計畫「富
含大豆異黃酮多酚之酵母萃取物在皮膚美白
療效之有效性試驗」中，張教授研究團隊與
保生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功從
酵母多酚中分離出轉換效率最佳的「三號多
酚」（genistein 多酚），並證實它能夠抑制
黑色素，已提出中華民國發明專利。此計
畫榮獲工程司 104 年度應用型計畫「傑出
獎」。
張德生教授在台南大學生技系主持「微
生物生技產品開發實驗室」。他們發現大豆
異黃酮多酚能抑制合成黑色素的酪氨酸酶

含三號多酚（genistein）之酵母萃取物（YE from
genistein）抑制黑色素生成（a）與抑制細胞內酪
胺酸脢（TYR）活性（b）圖。

（tyrosinase, TYR），接著在試管酵素、體
外黑色素細胞、活體斑馬魚、小鼠以及人類
自願者進行各樣測試，都驗證出能夠抑制皮
膚黑色素的生成。
為了要符合化妝品產業量產和降低製程
張德生教授（左）由科技部工程司產學計畫辦公室黃文星教授（右）頒發獎狀。

18

降低了製程成本，還能增加產物產量。」

基因重組酵母菌產生抑黑活性

成本的需求，他們以基因重組的酵母菌來生

張教授繼續往下探求。他要了解，在三

產異黃酮多酚。張教授欣慰的說：「這不但

號多酚的酵母萃取物中，真正能抑制酪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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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酶的分子是什麼。他們於是進行分離純

究。張教授強調：「特別在進行人體試驗之

業時參加教育部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美容沙龍為主，估計 1 公斤的價格為 8 萬元

化的研究，找出是 3’-hydroxygenistein（3’-

前，需要對這種酵母萃取物進行在體外黑色

（U-start），也獲得通過，成立了「妮皙有

台幣。

OHGe）。

素細胞生成抑制的實驗，分析出完整的數

限公司」，目前進駐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創新

據。」

育成中心。

為什麼 3’-OHGe 會擁有抑制黑色素生
成的能力呢？張教授解釋，是因為有基因重

在量產試驗方面，目前正往百公升的量

看好異黃酮多酚的還有嘉南藥理科技大

組酵母菌的參與，把原本沒有抑黑功能的三

產開發進行。現階段以基因轉殖菌讓三號多

學生物科技系的江建民教授。他負責量產試

號多酚進行生物轉換反應，才會產生有強烈

酚進行量產，每小時每公升能反應產出 0.25

驗，也特別說明，異黃酮多酚還能抗老化，

抑制黑色素生成活性的 3’-OHGe。

g 的三號多酚，轉換率約為 50%，接下來有

用途多元。

這是首次證實 3’-OHGe 是強效黑色素
生成抑制劑，此研究成果目前已申請專利，
並發表學術論文。

量產與功效評估
研究團隊現階段正進行有效性試驗的研

進行酵母多酚轉換實驗。

20

機會做到從異黃酮到異黃酮多酚 100% 的轉
換率。

妮皙有限公司

2017 年三號多酚原料上市

張教授表示，未來他放眼將原料推展至
末端產品，希望歷經十年科技部計畫開發出
的成果，成為大眾愛用又好用的產品，增加
台灣美妝保養產業的產值，更具競爭力。
他說：「這十年的開發是很有故事性
的，希望我們透過生物科技在大豆中追尋美
白靈丹的成果，人人都能享用。」

妮皙公司預計在 2017 年可將三號多酚
原料上市。初期以販售給美容保養產品商及

對三號多酚美白效力的信心和熱情，
讓參與計畫的研究生曾偉銘押上前途，畢

（左起）嘉南藥理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陳師瑩主任、
台南大學張德生教授、妮皙有限公司曾偉銘執行
長、嘉南藥理大學江建民教授。

曾偉銘於育成中心的辦公室內展示三號多酚原料的
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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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通領域

實現自主振盪器控制晶片
適用於智慧型感測晶片的派藍尼真空計
東海大學智慧綠能機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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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自主振盪器
控制晶片
文／陳世綸、張萬珍

圖／陳世綸、張萬珍

計畫基本資料

名稱：數位介面實現與驗證
編號：MOST 103-2622-E-033-001-CC2
執行單位：中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主持人：陳世綸
參與人員：段閔鈞、馬超藍、廖啟皓、陳冠穎、王有慈
合作企業：穩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振盪器應用產品與領域。

振盪器為電子產品的關鍵零組件，主要

境。來自學界的中原大學陳世綸教授研究團

用來產生脈波訊號，提供電子產品訊號同步

隊，和新創公司穩脈科技，想聯手開發振盪

使用。從智慧型手機、穿戴式裝置、物聯

器控制晶片，讓台灣能自主 IC。

網、健康照護、車用電子、雲端設備，都能
看到它的蹤影。
計畫主持人陳世綸教授（左二）與穩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吳經理（左三）及林工程師（右三）、參與計畫的
段閔鈞博士生（右二）、中原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袁輔安專員（左一）、工程科技推展中心陳慎微小姐（右
一）合影。

24

台灣的振盪器長期仰賴進口，廠商處於
高成本、低毛利，只能生產低階產品的窘

振盪器控制晶片的技術門檻極高，須整
合類比 IC 設計、數位 IC 設計、介面傳輸協
定與數位訊號處理的技術。許多公司嘗試
過，但都功敗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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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夢想，想做台灣目前沒有人

自製晶片的意願。這項構想，成為大家一致

能做的。」中原大學團隊專長於數位 IC 設

的盼望。廠商們出錢、出力，測試時也鼎力

計，結合了穩脈科技公司在類比電路設計的

相助。

專長，透過 IC 設計產業垂直分工整合的優
勢，共同發展振盪器控制晶片。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相關系統已安裝至
振盪器廠商機台進行量產，此晶片在效能與

陳世綸表示，學校比較沒有營收的壓

良率上優於美日所生產的控制晶片，也是全

力， 可 以 做 前 瞻 的 開 發，「 我 們 想 貢 獻

球第一顆可透過數位介面設定頻率的振盪器

國 家 的 產 業 和 經 濟， 同 時 貢 獻 學 生 和 學

控制晶片。穩脈科技已將其導入客戶的產品

校。」

中，第一批晶圓已經出貨。

計畫團隊曾走訪做振盪器的廠商，表達

透過學術與產業的成功合作，達成了我

首次使用國內自行研發振盪器控制晶片之振盪器關鍵零組件產品。

國首次振盪器關鍵零組件控制晶片自主。廠

大學研究團隊攜手，討論完規格後，發揮各

商們鬆了一口氣，未來將能在國內生產，賣

自的專長，進行類比與數位電路晶片設計，

給全世界，有助於外銷，提升產業的競爭

於 2014 年完成第一次實體晶片量測。

力。
穩脈科技吳經理說：「我們只做一件事
情，但有意義，也會成功。」
林工程師認為，由學校負責前瞻的開
發，而業界提供對產品的想法，加上規格的
資訊，能讓產業界驗證創新的主題。

下線成功
段閔鈞博士生展示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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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3 年 1 月開始，穩脈科技和中原

經過兩年的努力，第一顆實體晶片量測
的結果令人振奮！類比與數位電路功能都正
常，團隊於是將數十顆樣本晶片送至振盪器
廠商進行封裝。
然而，第一版的晶片在進入產品端的量
測時，發現了設計上的小問題，因此再修改
一個版本。第二次下線生產出的晶片非常成
功，達成預期的效能與結果。
一般來說，學生們畢業進入 IC 公司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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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才有機會設計自己的晶片，碰到量產
級的產品。但參與此計畫的段閔鈞博士生在
學時就進行量產 IC 的設計，開發周邊的驗
證系統。
陳世綸回憶，那時學生們整天在準備下
個月 IC 要下線了，下線的成本上百萬，壓
力很大。但經過這樣的磨練後，學生們脫胎
換骨，八風吹不動，還靈光許多。

開發頻率校準技術
雖然晶片的部份已完成，但由於每顆切
割出來的石英晶粒不是百分之百精準，生產
出的振盪器須做頻率校準。
中原大學陳夏宗副校長（左）將 2015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榮獲最高榮譽的「鉑金獎」轉頒
給陳世綸教授（右）。

中原大學研究團隊於是兵分兩路，一組
人設計串列數位訊號介面，另一組開發數位
訊號處理演算法。

產學並肩 共創願景
陳世綸原本在業界，因為想做創新的開
發，轉往學界任教。他肯定的說：「在學校
一樣能貢獻產業，有廠商參與，科研預算更
能有效提振產業和經濟。」
吳經理表示，產業界投資前會評估預期
的結果。但老師和業界不用去理解誰會先付
出比較多，重要的是定出可以達到的願景。
成功一次之後，當然就會有信心，很容易成
功第二次。
吳經理鼓勵年輕學子，「選擇就業目標
時要問自己：如果就業的條件在一兩年後變
了，自己的下一步在哪裡？」
他觀察到台灣的學生和整個環境還是喜
歡優渥的舒適圈，「要換個角度思考。人才

短短三個月，發展出創新的二線式介面

不進大公司，頂多是少賺一點。做有意義

技術，更突破了數位訊號處理演算法的瓶

的事情，終究將產生價值。當然，也要創

頸。

新。」

搭配了這兩項技術，台灣首次自行設計
出來的振盪器控制晶片，進入大規模生產機
台，進行量產。
本 計 畫【Oscillation Module and Signals
Calibrating Method of the Same】發明型專利
於 2015 年 6 月參加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
（INPEX），榮獲金牌獎。【振盪器模組及
其訊號校準方法】發明型專利參加 2015 台
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榮獲半導體類最
高榮譽的「鉑金獎」。本計畫榮獲 104 年度
科技部工程司產學合作計畫成果傑出獎。
2015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金牌獎由當時的立法院王金平院長（左）頒獎給陳世綸教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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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智慧型感測晶片的
派藍尼真空計

真空氣壓計（Vacuum pressure gauges）
是依據各種物理原理來量測壓力或分子數目

文／計畫團隊、張萬珍

圖／計畫團隊、張萬珍

的多少。派藍尼真空計（Pirani Gauge）屬
於熱傳導式真空計，係藉由量測一發熱體與
一接受發熱體之間導熱程度來判斷氣體的壓

計畫基本資料

名稱：CMOS-MEMS 金屬矽化物派藍尼真空計之設計與製作

力，是中級真空範圍（1-10-3 Torr；1 Torr 定

編號：MOST 102-2622-E-151-014-CC3

義為一個標準大氣壓的 760 分之一）下使用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最為廣泛的真空計。

主持人：陳忠男

透過科技部工程司的應用型產學合作計

參與人員：陳志軍、陳君豪

畫，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通所陳忠男教授與

合作企業：神匠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神匠創意股份有限公司開發出與 CMOS 製
程相容的派藍尼真空計，作為未來整合電子
電路與感測元件在同一晶片的智慧型感測晶
片技術的先期研發。

派藍尼真空計元件之電子顯微鏡照片。

本計畫榮獲科技部工程司 104 年度產學
合作計畫成果「傑出獎」。陳忠男主持人表
示，這項計畫跳脫現有的技術框架，開發
CMOS 製程相容的感測元件技術，更積極
申請專利，建立自有技術，提升國內微機電

認識派藍尼真空計

產業的競爭力。研究成果將衍生 4 篇專利申

本計畫以 CMOS 製程中用來改善接觸

請案，包含 2 篇國內專利及 2 篇美國專利，

電阻的金屬矽化物材料作為感測電阻，並利

完成後將整理數據發表於 SCI 期刊。

用微機電正向蝕刻技術，成功製作出金屬矽

參與計畫的兩位碩士生畢業後分別任職

化物派藍尼真空計元件。

於台積電及台積電策略性轉投資的封裝廠

從電子顯微鏡照片可看到本計畫所製

「精材科技」，在公司表現良好。合作廠商

作的派藍尼真空計元件中間有一方型的懸

持續開發不同材料的感測器技術，並送樣驗

浮結構，由四支細長的介電質薄膜支撐，

證中。陳教授計畫與對此項新技術有興趣的

懸吊在一空穴上方。這樣的結構能降低固

廠商合作開發，進行新的產學合作。

體熱傳導，使元件具有良好的隔熱效果，

陳忠男主持人（左三）和實驗室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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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藍尼真空計元件封裝照片。

也使得元件在常壓下的熱傳導係由氣體熱

如： 國 家 晶 片 系 統 設 計 中 心 CIC 推 動 的

傳導所主導。在懸浮結構上方的繞線結構

TSMC CMOS-MEMS 製程，以及國家實驗

為金屬矽化物材料，是作為元件的感測電

研究院配合科技部工程司推動執行「物聯

阻。當施予一電壓在感測電阻兩端時，由

網感測器專案」計畫，提供了學術單位或

於熱不易散失，元件將加熱懸浮結構，讓

產業界發展微機電元件的管道。此種方式

元件操作在高溫之下。當壓力下降時，由

的優點是製程技術容易開發，IC 電路與微

於氣體分子減少導致氣體熱導下降，元件

機電元件製程整合度高，但由於製程條件

的熱更不容易散失，因此元件溫度將隨之

固定無法變動，對於需要特殊感測材料特

上升而改變元件的電性，再藉由讀取電路

性與結構的微機電感測元件之發展卻是相

將元件的電性變化讀出，即可得到該壓力

當缺乏設計彈性，不利於微感測元件技術

下的對應訊號。

的開發。

本計畫所製作的感測元件晶片係利用

陳 教 授 強 調， 市 面 上 的 微 機 電 感 測

TO5 金屬體封裝方式進行元件封裝，將晶

元 件 產 品 皆 有 其 獨 特 的 製 程， 並 不 是 以

片上的電性以打線方式連結至金屬座上的腳

CMOS 標準製程搭配蝕刻製程就可以完成

位上。封裝成品置入實驗室所建置的真空腔

製作。以目前已應用於智慧型手持裝置的

體中，並以惠斯登電橋進行訊號歸零校正及

六軸慣性感測元件產品來看，其中的三軸

訊號讀取。訊號量測結果顯示，在不同的施

加速度計與三軸陀螺儀是利用封裝技術將

加電壓下可得訊號在不同壓力的變化結果，

兩種不同屬性的感測晶片整合在一個封裝

本 元 件 的 壓 力 量 測 範 圍 為 0.01 Torr 到 10

體，仍然無法整合在同一晶片上，而未來

Torr 之間。

九軸慣性感測元件加入之三軸磁力感測元

感測元件製程技術具有獨特性

件採用磁阻或霍爾效應感測原理亦難進行
單晶片整合。其他諸如熱敏阻型熱影像元

陳教授指出，台灣擁有全球最佳的半

件、熱電堆紅外線感測元件、壓阻式壓力

導體代工製程技術與優異的 IC 設計產業

計等感測元件產品的感測材料亦無法直接

環境，具有絕佳的優勢與潛力發展微機電

利用標準製程製作出來，因此可以看出感

元件技術與產品，但國內微機電產業始終

測元件製程技術具有其獨一無二之特性，

無法在全球市場佔一席之地，殊為可惜。

無法仰賴一套建置在標準 CMOS 製程下的

原因之一是過去國內發展微機電技術常採

製程可以達成。

用的發展模式之一是在標準 CMOS 製程上
加上微機電蝕刻後製程來完成懸浮結構，
派藍尼真空計元件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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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智慧型感測元件的設計與整
合契機

職。進入產業界，是在博士班第五年，那時

陳 教 授 表 示， 本 計 畫 延 續 過 去 開 發

公司開發新產品，兩年後，圓滿達成兩方面

CMOS 製程相容之微機電產品的經驗（修

他的指導教授和業界合作科專計畫，他和另
一位同學進入公司，在執行計畫的同時還幫
的任務。

改 部 分 CMOS 標 準 製 程 參 數 來 達 到 感 測

「從無到有開發這項產品，這段經驗對

元 件 的 產 品 規 格， 產 品 於 2000 年 量 產 迄

我們來說非常寶貴。」他們當時就深刻認知

今），計畫目的是建立一個可相容於現有

到開發一項產品要考量技術、生產、成本、

標 準 CMOS 製 程 材 料 的 派 藍 尼 真 空 計 技

良率、市場需求等諸多因素，「尤其要從客

術，使用材料是在 CMOS 製程中用來降低

戶的需求出發。」大部分的客戶期待以適當

接觸電阻的金屬矽化物材料。此材料僅形

的成本開發出可量產的可用產品，而且是馬

成於 CMOS 製程中矽半導體材料與金屬材

上要用，並不像學界致力於追求特殊、新

料之間的界面，並未應用於電子元件及感

穎、頂尖的技術，但多半要再過好長一段時

測元件的設計。

間才會實現。

陳 教 授 指 出， 這 項 計 畫 成 功 運 用 了

在業界九年之後，陳忠男博士轉往學

CMOS 相 容 的 材 料 開 發 出 派 藍 尼 真 空 計

界，任教於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通所，

元件，未來只要稍微修改標準製程，加上

目前擔任所長。他主持「微光機電系統實

感測材料的製作製程，便能開啟智慧型感

驗室」，整合了光電工程、半導體製程與

測元件的設計與整合契機。他衷心希望業

微機電系統技術，發展微感測元件與系統

者放眼未來長遠的利益，從現在就開始投

相關領域的技術。歷屆的畢業學生多服務

資，代工廠也同心協力配合，讓國內微感

於相關科技產業，包括：台積電、聯電、

測元件的技術開發突破標準製程造成的瓶

世界先進、日月光、友達、瀚宇彩晶、加

頸，必能提升競爭力，同攀下一座產業高

高電子、力成科技、南茂科技、國巨等公

峰。

司，學生的表現備受業界雇主肯定。實驗

熱電堆紅外線感測元件電子顯微鏡照片。

從多年的產業和學術界經驗看來，陳教
授認為，產學合作如果能從市場和企業的需
求出發，由產業來整合，加上政府相關單位
提供產業界需求的資訊，必定會讓政府投入
產學合作的資源開展出全新高度的能量。

室學生在競賽場中也有佳績，2015 年參加

產學緣深

34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以「熱電堆
紅外線感測元件」榮獲金牌獎，另一組學

陳忠男教授其實是從產業界出發的。在

生參加 2015 年半導體光電製程設備零組件

轉入學界之前，他在新竹科學園區的光磊科

與系統設計專題競賽，以「高靈敏度真空

技股份有限公司微電子事業處已擔任副理之

計」榮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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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智慧綠能機房
文／計畫團隊、張萬珍

圖／計畫團隊、張萬珍

計畫基本資料

名稱：雲端用電資訊分析之巨量資料儲存與處理平台建置
編號：MOST 103-2622-E-029-006-CC3
執行單位：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主持人：楊朝棟
參與人員：顏尹臻、劉人豪、陳彩進、孫培倫、歐建暉、陳昆良
合作企業：華楷光電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東海大學電算中心機房裝設了智慧電表，各別監控機台的耗電情形。

2015 年，東海大學建校滿一甲子。12
月 1 日，校內的電子計算機中心舉行了「博
雅雲展示暨智慧綠能機房啟用儀式」，主管
和產業界近 30 位貴賓出席盛會，見證東海
邁入新里程。
東海大學的「智慧綠能機房」，將資訊
技術結合大數據分析監控，調整機房的電力
和溫度，達到節能省電的成果。
過程中，經過了二期的科技部產學計
畫，分別獲得科技部工程司 103 及 104 年度
「產學傑出獎」。
楊朝棟主任解釋，本計畫在東海大學電
東海博雅雲展示暨智慧綠能機房啟用儀式與會代表合影。

算中心機房實作，利用數位電表與自行開發
機房中的無線傳輸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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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將雲端系統設施套用於綠能管理，藉由
架設雲端基礎設施，建置大型分散式儲存叢
集，提升整體效能。
此綠能管理系統包含用電分析與處理服
務。這套系統建置於電子計算機中心主機
房，目的是降低能源使用效率（PUE）與整
體用電量。
PUE 值是用來計算資料中心節能省電
的標準，計算的方式是以「資料中心的總用
電量」除以「資訊中心內 IT 設備的總用電
量」，PUE 值越低，代表機房的空調冷卻
所需電力會更少。
此系統以數位電表收集用電設備的各項
資料，搭配環境溫濕度和二氧化碳資訊。各
可視化的電力資料。

項數據以圖型化界面呈現，也能透過行動裝
置監看，相當方便。

系統，提供各項用電數據，找出省電的空
間，研擬有效節電方案。

構，進行用電端的綠能管理，是這套系統的

數據顯示，從 2015 年 9 月到 12 月，電

優勢之一。採用 Hadoop 架構，不但能實作

算中心節省約 9 萬元電費，預估一年可節省

整體運算，儲存電能資料，更能快速分析巨

30 萬元。

量資料，提高效能。

計畫執行完成後，華楷光電公司與南洋

如果想估算用電量，只需分析從電能監

理工大學合作「綠色資料中心合作計畫專

控取得的相關資訊。如果想分析用電行為，

案」，未來更規劃執行東海大學第一教學區

只要檢視用電紀錄，就能找出改善之道。

大樓（22 棟）的能源監測管理業務。
黃應沼副總表示，此計畫達成研發目
標，也建立產學合作的平台。

節電利器：巨量資料分析
本計畫運用雲端計算與巨量資料處理技

38

黃應沼副總表示，應用巨量資料的架

由於系統的軟體開發整合了開放原始碼

計畫團隊合影。（由左至右）顏尹臻同學、黃應沼副總、楊朝棟教授、陳昆良組長、沈宇權同學。

至一個分散式的儲存資料庫，提高整體效
率，減少檢索的時間。

科學化的電力調控

社群，雲端環境便利而快速。此外還有實用

這個平台可以呈現資料中心的整體概

的管理介面，有高度擴充及相容性的系統架

況。各伺服器擺放的位置，在頁面上一目了

構，能大幅降低管理的人力及時間成本。

然。管理者及維修人員能夠查看各伺服器的

隨著資料的累積，將面臨數據量過大的
問題。楊主任表示，電算中心會把資料遷移

透過這個平台也能檢視各智慧型插座，
經由電腦頁面，管理者就能檢視各迴路的用
電狀況，進行管控，是掌握電力資訊的有效
利器。

狀態、運作負載、網路負載、磁碟 IO 等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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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能源領域

0.4 um 及 0.2 um 高解析度磁性尺研發
台灣精品電動車
人性化電控裝置
T & K 鈦金車架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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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um 及 0.2um
高解析度磁性尺研發
文／計畫團隊、張萬珍

圖／計畫團隊、張萬珍

計畫基本資料

名稱：0.4 um 及 0.2 um 高解析度磁性尺研發 (2/2)
編號：MOST 103-2622-E-007-005-CC2
執行單位：清華大學、聯合大學、逢甲大學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宋震國／王勝清、金重勳、張禎元
參與人員：朱佳汎、蘇晏徵、黃敬鈞、羅文典、劉士賢、曾斌輝、蕭祺儒、曾建堯、張敬、

薄膜型磁性尺（a）實際成品（b）SEM 剖面分析。

蕭恆昇、陳柏安、林政逸、徐志豪、蔡信威、陳佳妤、陳昱廷
合作企業：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總主持人宋震國教授（右）與目前服務於大銀微系統公司的徐志豪博士（左）受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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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工具機產業中，磁性尺的產值僅

藉著本計畫的順利完成，將可建立國內

數億元，不如功能相似的光學尺之產值，但

磁性編碼器之研發及製造能力，可替代原來

若將磁性尺搭配生產在精密工具機上，其產

依賴國外進口的精密感應元件，國內廠商將

值將超過數十億，預期能創造出在國際競爭

可獲得價格合理、技術自主、零組件容易取

中具有優勢和突破性的產業升級機會。

得等優勢。運用在自動化設備及產業機械

科技部「0.4 um 及 0.2 um 高解析度磁

上，將可提升我國工具機與自動化設備產業

性尺研發」係接續清華大學、聯合大學及

自製率，降低設備的製造成本，提升國際競

逢甲大學與大銀微系統公司之前共同開發 5

爭力。

um 與 1 um 解析度磁性尺的技術與經驗，

此計畫發展出的「解析度 0.4um 磁性尺

向下延伸開發 0.4 um 及 0.2 um 的高解析度

之智慧化線性滑軌」產品原型中，各項技術

磁性尺。

皆已開發至一定成熟度，期能再精進而應用

本計畫所開發的充磁技術及微型加工製

於實際產品。在磁性材料的研發與製作方

程技術已趨成熟，能夠提供一磁性尺製程平

面，未來目標將著重在薄型磁性尺的開發，

台，而位置編碼技術的成果可以應用在機電

使更高解析度的磁性尺有可能在我國實現。

整合之精密機械量測設備，若將各項技術整

總計畫主持人宋震國教授的學研生涯扣

合，可製作出能夠搭配線性滑軌及線性馬達

緊產業脈動。他追求讓學研成果體現出產業

之定位系統，皆為國內各產業所需的關鍵技

和社會的價值，致力培育經過大型計畫歷

術。

練、具備溝通協調能耐的學生，諄諄鼓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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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充磁座成品。

做什麼。」讓他覺得受到肯定。

界人士從產學計畫中找到成就感，尋求可發

畫，參與的博碩士生都增加了參與國際會議

徐志豪博士從先期計畫開始參與磁性尺

揮的優勢。

和投稿期刊的機會，並藉此增廣見聞，開拓

的開發，目前任職於大銀微系統公司。他就

本計畫培育出多位博碩士及學士人才，

視野，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將能更好的因應

讀海洋大學機械所時，參與了傅光華教授主

幾位學生畢業後，進入大銀微系統公司服

未來的挑戰。

持的產學計畫，感受到這能拓展視野，增進

務，淋漓盡致地將所學應用到工作中，加速

實務能力。於是，當他進入清大動機系攻讀

公司在磁性尺相關產品的開發。

豐碩學術成果
本計畫的學術成果相當豐碩，有 6 篇論
文在 SCI 學術期刊發表，目前已發表 12 篇
研討會論文，有 3 案正申請專利中。

快速融入公司 發揮所長
本計畫研發團隊規模達 20 人，參與計

博士班之後，博二時參加了磁性尺的產學計
畫。

這項磁性尺的研究計畫應用實驗室原

畫的教授與學生在材料、磁場與結構模擬、

徐 志 豪 回 憶，1999 年 的 921 地 震 中，

有的奈米壓印技術能量而提出了創新的磁

設計、訊號處理、理論推導等領域皆有所專

用沙拉油筒蓋的房子一震就倒，這項活生生

性尺之應用，加上技術的成熟度和成果的

業，透過每週例行會報密切交流討論，掌握

的教訓，讓他領悟到「確實」的重要，砥礪

超 前 性， 因 此 以 論 文 參 加 2013 年 在 德 國

研究進度，適時修正計畫執行方向。

自己凡事都要確實盡力做好。他參與了計畫
的各部份，「希望團隊能得出好的成果，把

柏 林 舉 行 的 10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合作廠商大銀微系統公司每月至少一次

High Aspect Ratio Micro and Nano System

召集會議討論，並經常派員至學校共同解決

Technology，贏得評審肯定，獲得大會的最

問題，與學校互動頻繁。公司提供實驗機

徐志豪博士投入這項研究四年多，畢業

佳海報獎。

台，協助雛形品加工製作，也讓學生赴公司

後以研發替代役進入公司，有一次開會時，

參與實作，累積實務經驗。

協理說：「別當他是新人，他很瞭解我們在

宋震國教授表示，經由本項產學合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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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形與線性實驗系統載台。

團隊帶起來，那是比較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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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精品電動車
文／計畫團隊、張萬珍

圖／計畫團隊、張萬珍

名稱：一種高坡度高安全性觀光型電動車開發

計畫基本資料

編號：MOST 102-2622-E-020-013-CC2
執行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陳勇全／陳立文、黃馨慧
參與人員：柯博仁、賴彥呈、陳柏瑄、李易浚、葉元景、林明駿、張育儒、丁揚、孫龍善、
許峰玠、黃成豐、翁辰瑋、張順富、柯淳仁、楊俊辰、楊竣緯、林益生、游政維、
黃鈺升、謝凱昇、蔡承軒、蕭弘岳、洪維駿
合作企業：台銳科有限公司
電動車主要零組件國內自主供應鏈。

「積極、強韌」，是屏東科技大學車輛
系給人的整體印象。這裡的師生，夢想著造

的電動車市場之需。

出高性能、高品質、高附加價值的中高級觀

建立自主零組件供應鏈

光電動車，凸顯「台灣精品」的永續競爭

屏科大車輛系計畫團隊在開發的電動車前合影。主持人陳勇全教授（左五）、共同主持人陳立文教授（左
四）及黃馨慧教授（右五）、當時擔任計畫助理的柯博仁（右四），後來成立台銳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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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等市場的前景，未來可供廣大需上下陡坡

力。「台灣的電動車產業須實際掌握整車設

國內之前沒有符合這種電動車功能的零

計能力與關鍵技術，搭配固有的優良製造技

組件，因此從馬達、轉向節、電力輔助方向

術，才能有效發揮產業競爭力。」屏科大車

機組、傳動軸、懸吊系統、到擋風玻璃，都

輛系陳勇全教授如此認定。

得自行建立供應鏈。陳立文及黃馨慧教授積

透過科技部的產學計畫，屏科大車輛系

極拜訪了許多廠商，展示設計，說明相關零

與佛光山合作，開發適用於高坡度，又具有

組件設計都經過電腦模擬分析與實際的測

高安全性及舒適性設計的觀光型電動車。

試。為提高品質，更堅持「台灣在地生產製

由於節能是未來的趨勢，計畫團隊看好

作」。許多廠商深受感動，包括世全鋼鐵、

這種環保、輕型的電動車，將來在觀光、高

富田電機、東元電機、德剛企業、立淵、介

爾夫球車、休閒遊園車、行動咖啡車、採收

隆興、林商行、集亞工業、恩盈企業、道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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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等 10 家公司協助了零組件的製作，建
立國內自主的供應鏈。

開發關鍵技術 帶動產業升級
研究團隊開發了高效能動力驅動模組、
輕量化車體結構模組、以及自主底盤系統模
組等電動車關鍵技術，希望培養電動車產業
人才，帶動產業升級。
其中，電動車結構輕量化分析技術已與

使公司的大型蝶閥更具國際競爭力。

組裝一些元件，激發了對車輛的興趣。推甄

本車為組合式車體結構，以防鬆脫螺絲

上榜後，他到專門修理重型機車的車行打

減少結構銲接產生的變形。這項構想取得國

工，發現所有的設備和文件都是英文的，體

內新型專利，發明專利送審中。

認到如想馳騁於車輛領域，非學好英文不

台銳科有限公司

可。
柯博仁打聽台灣那些學校有和車輛相關

柯博仁來自宜蘭羅東，散發著自信的氣

的科系，後來選擇了屏科。「這裡實作和理

度，講話鏗鏘有力、中氣十足，有「敢走不

論平衡的環境契合我的志趣，尤其屏科寬廣

一樣的路」的氣魄。

遼闊，真正要做車輛的人，需要這個試煉
場。」

恩盈公司簽定產學合作及技轉，應用於大型

高中時，他覺得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也

蝶閥的輕量化設計。郭迦勒經理表示，引進

不知道為什麼要讀那麼多書。因從小就愛玩

在修大學部的專題時，他做了一輛「四

輕量化技術能節省設計開發的時間及成本，

機械，接觸摩托車後，自然而然開始拆解和

輪直驅小型電動賽車」，發現要學的東西太
多了，一年只能完成三成，於是繼續念研究
所，把專題做得更完整。
畢業後他先到台北工作，擔任電子設計
工程師。有一天，接到陳勇全教授的電話，

台銳科公司完成的 8 人座電動車。

談起這項計畫。「造車是我一直以來的夢
想」，柯博仁直驅屏東，擔任計畫助理，負
責電控實作，克服現場問題。

扶植觀光電動車產業

2013 年初，柯博仁在新北市土城區成

柯博仁表示，電動車產業的發展需要由

立台銳科有限公司，前兩年主要營業項目是

政府帶頭推廣，如果能實質補助採用的業

設計自行車燈具和 LED 燈。由於屏科大戴

者，並立法規定在特定道路和節日須以電動

昌賢校長鼓勵創新創業，因此計畫的相關技

車接駁，會使業者盡早使用。他說：「發展

術在學校支持下技轉給台銳科公司。

高性能觀光電動車會開闢出獨佔或寡佔的藍

由於公司小，接案之初柯博仁曾猶豫
過，但還是勇敢迎向挑戰。現在，他持續聯

海市場，如果政府能扶植補助，我們會做得
更好。」

絡當初參與開發電動車的學生，想共創事
業，提升國內電動車產業的技術。

團隊具備自主設計製作整台電動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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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電控裝置
文／陳文平、張萬珍

圖／張萬珍

計畫基本資料

名稱：具群組化資料傳輸裝置之二線式照明控制系統研發
編號：MOST 103-2622-E-151 -006 -CC3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主持人：陳文平
參與人員：韓德銓、邱文中、鄭介豪

本計畫開發的二線式控電盤外觀。

智慧照明不僅節能，還能讓生活更便

管控。「照明節能二線式控制系統」使公

利，許多新建的辦公大樓、工業區及公共設

司業績提升 10~20% 的績效，相關總利潤

施紛紛採用，各國廠商相繼投入研發。高雄

將達 3,500 萬以上。本計畫榮獲科技部工程

應用科技大學陳文平教授以「具群組化資料

司 104 年度應用型產學計畫「傑出獎」的榮

傳輸裝置之二線式照明控制系統研發」產學

譽。

合作計畫，與合作廠商共同開發二線式照明
控制系統軟硬體技術，主要包含「二線式資

計畫主持人陳文平教授（左二）、參與計畫的邱文中同學（中）、陳教授的弟弟（右）和公子（右二）與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研發處許進忠研發長（左）在校園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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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電控裝置

料傳輸之開關及配電控制裝置設計」、「遠

所謂「二線」是指在家裡只需透過屋內

端監控通訊系統」、以及「網頁監控平台」

二條電力線即可進行遠端電燈控制，不用另

等三部分軟硬體設計需求。

外拉網路線，且透過雜訊處理亦可操控家

計畫成果已規劃評估為量產的商品，

裡既有的電器負載 ON/OFF，包括電視、冷

正與客戶接洽中，並研擬製程開發及成本

氣、熱水器、甚至是 LED 照明的亮度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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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成果申請經濟部的計畫，但是在經濟部

驗的教師、或是具備軟硬體設計以及機構設

的計畫就不能重複申請，例如申請 CITD 就

計能力的業界學生合作，才可能實現商品的

不能申請 SBIR。

雛形。「單打獨鬥只能突破技術點，不足以

他也建議老師要跨出校園，認識人脈。
「個人的能力畢竟有限，要結識和自己的專
長相輔相成的人才。」

開發產品需跨領域合作
陳教授指出，「產品」的開發需要跨領

研發具備賣相的商品。」
當然，產品要消費大眾買單才算數，
而民眾的需求和消費習性，廠商最清楚，
「商機和降低成本的問題最好依賴廠商的判
斷」。陳教授結論：「成功的產品需要各種
領域的人共同檢視和努力。」

域技術合作，整合資源。例如一項電子商品
需要和機械系、資工系、或模具系具實務經

本計畫開發的二線式控電盤內部景觀。

溫，都能透過二線式智慧調控協定進行智能
操作。
使用者還可進行室內燈具單一控制（一

制，節電愛地球。

產學合作的第一步

個開關控制一個燈泡、多點控制（一個開關

97 年時，陳文平升等助理教授，踏上

控制兩個以上的燈泡）、或是群組控制（一

產學合作之路。他說：「一開始要讓廠商願

個開關控制一個群組的燈泡）等設定，且這

意投資你，那非得是真材實料才行。」

些設定動作在電腦端即可進行。

陳教授肯定科技部產學計畫的模式。他

如果在電腦端將程式設定好，還能做

建議跨足產學可先從申請典範科大、發展頂

「情境控制」。例如晚上能讓戶外和走廊的

尖大學計畫或後頂大的經費開始。如果廠商

燈自動關掉，或是晚上 12 點後讓電熱器自

對開發出來的雛型作品有興趣，出 2 至 3 成

動關閉，都能有效節省電能。陳教授希望這

的經費就能申請科技部產學計畫，成功後，

些技術能在台灣普及化，協助廠商品牌自有

可進一步向經濟部申請經費，朝量產和商品

化，讓民眾能享受便利人性化的智慧照明控

化開發推進。陳教授解釋，可以用科技部計
陳文平教授（左二）和學生及家人於採訪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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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鈦金車架自行車
文／計畫團隊、張萬珍

圖／計畫團隊、張萬珍

計畫基本資料

名稱：自行車結構件精密接合與應力釋放關鍵技術之創新研發
編號：NSC 102-2622-E-020-010-CC3

青春的生命中，少不了自行車，擁有

看好將鈦金屬運用於自行車架的市場

它，生活就繽紛了！它是純情歲月的一部

效應，在高雄地區的鍾銲企業公司與盛全

分。不過，在這人與車相伴、相扶持前進的

公司合資，創立「武王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中，不多時，鏽痕即點點出現，訴說著

以「T & K」品牌的鈦合金自行車車架拓展

「變質」是物質世界必然的滄桑。

國內外市場，讓本土的自行車產業跨入精

夢幻鈦金屬

品市場。
為什麼是「T & K」呢？本身是銲接技

終於，鈦合金車架自行車問世，想望一

藝名家的鍾清旗先生說，因為鈦金屬這種材

主持人：曾光宏

生一世與愛車結伴同行的純情種子們，將能

料，接觸後就會喜歡上它，也就是「Touch

參與人員：黃介盟、王乃賢、林柏諭、陳博元、許雅絜

放心的擁有。這一次，情與金同堅。

& Kiss」。所以，「T & K」，是希望好東

執行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研究所

合作企業：鍾銲企業有限公司、武王股份有限公司

「鈦」，日本人稱為「夢幻金屬」，其

西融入生活，營造質感人生。

材料輕、強、抗蝕、耐疲勞，美國人將其視

一對地方名流夫妻表示，這種自行車比

為太空金屬、未來金屬、海洋金屬，生物親

較輕，騎起來省力，速度不錯，加上特有的

和性強，在新興產業很有應用前途。

螺旋管設計，長途騎乘時，比較不會手腳痠
麻和背痛。
黃介盟原在學生時代加入產學計畫，緊
跟著曾教授和鍾先生的腳步，了解腳踏車的
設計方式，也進行實作和安全性的研究。畢
業後他進入武王公司任職，以自己在行銷和
客群分析方面的概念，翻新傳統工藝事業的
風貌。
目前 T & K 自行車已經有少量的外銷，
公司也透過雜誌和試乘活動推廣，希望建立
品牌。
武 王 企 業 以「 鈦 合 金 公 路 車 車 架
（Titanium Road Frame）」產品，榮獲「2015
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計畫
開 發 的 鈦 合 金 登 山 車 車架已通過歐盟 BS
EN 14781&14766、 日 本 JIS D9401 及 美 國

T & K 鈦金車架自行車研發團隊（左起）：武王公司鍾清旗先生、盛全公司黃淵林董事長、屏科大曾光宏教
授、黃介盟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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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

CPSC 151214；18（K）（2）等國際知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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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能源領域
科技部工程司

計畫團隊創新研發了「局部式電阻加熱
裝置」，主要由定電流式電阻加熱機與循環
式氣護組件構成。

於銅合金套件，可使該銲管產生局部焦耳熱
能，進而完成局部式銲後熱處理。
具氣氛控制的局部電阻熱處理技術已成

循環式氣護組件係由四個半圓銅合金套

功移轉至國內業界廠商，技轉授權金累計

件與兩個半環不銹鋼封蓋構成，形成可連續

60 萬元，也通過一件中華民國發明專利和

供給惰性氣體之氣氛加熱室，進而有效避免

一件美國發明專利。曾光宏表示，後續將更

鈦合金銲管於銲後熱處理時發生表面氧化現

精進這項製程技術。

象。
局部式電阻加熱裝置係利用電流通過導

與時俱進

體產生之焦耳熱為熱源，當電阻加熱機通電

鍾清旗先生早年任職於中船公司，擔任

於銅合金套件時，因鈦合金銲管電阻值遠高

銲接技術員。那時有資遣，他憑著一把技術

局部電阻加熱裝置。

行車安全規範認證。

局部式電阻加熱裝置
曾光宏在金屬中心輔導盛全公司時，認
識了鍾銲的鍾先生。
當時，武王正在開發鈦金車架。鈦合金
怕氧化，手工銲接產生的廢品很多，又過不
了測試。

管的應力。
這些創新技術奏效了，不僅提升了車架
結構的安全性，還降低製造成本，提高製程
良率。
曾光宏解釋，殘留應力會大幅降低銲件
的堪用性與安全性，需要實施應力的釋放處
理。
如果是處理大型而複雜的銲件，可僅對

他們申請了科技部工程司的產學合作計

構件高殘留應力區做釋放處理。這既實用又

畫，改用封閉式軌道銲接裝置進行自動化銲

簡便，成本低、耗能低、汙染也低，受熱區

接，並採用局部式電阻加熱裝置釋放車架銲

域也不會軟化。
鍾清旗先生與 T & K 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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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能源領域
科技部工程司

曾光宏教授（右）和鍾清旗先生（左）在鍾銲公司合影。

鍾清旗先生榮獲 2010 年日本 Good Design 獎。

出來創業，成立鍾銲公司。
鍾銲公司雖然小，但是每個人都有真本

小企業的實務經驗充足，但較少理論的
根底。

實務操作，也常提供設備和餘料。

面思考問題，而會透過時間、不良率的各種

學校辦活動，需要贊助，鍾先生二話不

面相評估整體成本，做出最有利的投資決

說，掏出錢來，還特意用紅包袋包著，拿給

策。

曾老師，說：「因為你是我的朋友」。

事。鍾先生在 104 年指導勞動部銲接選手參

年輕時，鍾先生做著銲接，心裡卻藏著

經過這次的產學合作之後，公司開始以

台灣的中小企業多是這樣真誠面對生活

加國際競賽，讓參賽成績從以前十名外進步

很多問號。後來，出社會交流，「當然要結

邏輯的方式進行研發。鍾先生強調：「台灣

和工作，盡其所能對人付出，腳踏實地奮

到第四名。

識專家，把心中有關銲接理論的問號拆解開

的小型企業都要慢慢累積，過程中，要多連

鬥。

來，開竅門，突破盲點。」

結學校的資源。」

不管是什麼學歷，進來後，公司都會培
養。「把技術學到精實，有一技之長，就不
會被淘汰。」
鍾先生感覺，埋頭苦做之餘，還是要和
學校及法人單位交流，才能找到商機，也可
以轉型。他說：「一直做金屬加工好像沒有
未來的感覺，如果自己有產品，在往後的經
營上會比較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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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互動之中，公司不再僅從技術層

打通關節之後，公司在應用上就有很多
的變化。幫客人開發時，有理論的支持，過
程順遂許多。
學校實驗室的能量也讓鍾銲公司更加知
道所以然。

性命唯有情義能換
時間就是生命，走過好多路，看過各樣
的風景，經歷各種人情，現在，唯有情義的
芬芳，讓曾光宏甘願投注時間。

曾教授鼓勵他們出國打開視野。到日本參

實習期間，公司每月給學生零用金，鍾

賽後，得到 Good Design 大獎，建立了自信。

先生數次到屏科大教授銲接課程，訓練學生

曾光宏相信，他們有心，一定會成功。
他希望台灣能建立「行行出狀元」的文
化，「做出獨特的價值，在社會上就受到普
遍的尊敬。」
曾老師交代：「中小企業是點滴在心頭
的，政府一點點幫忙、一點點關心，他們就
會很感念政府的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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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科技部工程司

科技部工程司 104 年度
「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得獎名單
領域別：化材民生領域
發表日期：104 年 11 月 4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 點整
發表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 一 ) 先導開發型計畫

獎項

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優良獎

邱柏凱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新世代微影製程設備紫外光源之
偏振系統研發與鍍製技術輔導

科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 口頭簡報得獎名單
獎項

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傑出獎

童國倫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能源整合式製程液回用之
薄膜蒸餾淨水技術開發

水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林其璋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所）

多元調諧質量阻尼器減震系統
應用於高層建築之減振試驗驗證

中國鋼鐵結構
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優良獎

梁明在

義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以模擬移動床層析技術純化生質
丙二醇方法開發

2. 海報展示得獎名單
獎項

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傑出獎

高志明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以緩釋膠體基質結合硫酸鹽還原
之生物沉澱系統整治重金屬污染
之地下水

台宇環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獎

粘永堂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具有新穎抗菌功能之水龍頭關鍵
陶瓷材料開發計畫

翰優企業有限公司

勝一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2. 海報展示得獎名單
獎項

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傑出獎

葉樹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聚丙烯──
稻殼複合材料押出發泡研究

小智研發
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獎

陳美瑾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所）

利用凝膠式長效型玻尿酸開發
深層保溼、除皺之醫美微針貼片

和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獎

蔡文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資源研究所

高效能圓柱型活性碳
產品之技術開發

威翰環保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丁信智

中山醫學大學
口腔科學研究所

溫敏型水膠基底材料之
設計及應用

發礮成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李英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研究所

氧化鋁基板粗糙度改善之研究

九豪精密陶瓷
股份有限公司

李豪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產學合作計畫──生質原料衍生
物之製程開發與模擬

李長榮化學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沈季燕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石英晶體微量天平於關節軟骨
退化之檢測應用

民瑞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林睿哲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所）

磺酸化合成橡膠
在傷口敷材上的應用

聚創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邱士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光罩式高解析度 3D 列印系統之
開發與原型機製作

博美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洪哲穎

義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樟芝段木生產程序與品質管制
方法之開發

康漢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黃延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乙烯基酯樹脂之高分子接枝二氧
化矽奈米顆粒及層狀黏土抗收縮
劑之開發研究

俊馳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蕭健男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化學汽相沉積矽鍺磊晶異質接面
之原子結構研究

矽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優良獎

( 二 ) 應用型計畫
1. 口頭簡報得獎名單
獎項

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林明瑜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以行動裝置檢測
居家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

安盛生科
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獎

張德生

國立臺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所）

富含大豆異黃酮多酚之酵母萃取
物在皮膚美白療效之有效性試驗

保生堂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王智昱

義守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具補瀉功能之多穴位雷射針灸系
統研發

星協系統科技
有限公司

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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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科技部工程司

科技部工程司 104 年度
「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得獎名單
領域別：電子資通領域
發表日期：104 年 11 月 11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 點整
發表地點：臺灣科技大學 國際大樓 IB202 會議廳
( 一 ) 先導開發型計畫
1. 口頭簡報得獎名單
獎項

主持人

計畫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獎項

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傑出獎

陳世綸

中原大學電子系

數位介面實現與驗證

穩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崔祥辰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快速偏振螢光光譜擷取

光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吳孟奇

國立清華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

圖像顯示用單石化微型發光二極體
陣列之研製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透視屏幕投影顯示系統開發計畫

台灣康得新複合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汎鍶科藝股份有限公司
奇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所）

陳政寰

2. 海報展示得獎名單
獎項

主持人

計畫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獎項

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傑出獎

翁俊仁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凹面光柵振鏡掃描式寬頻偏振
顯微光譜模組開發

阿瑪光電有限公司

傑出獎

梁財春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光纖折射率感測器之研製與
檢測應用

韋翔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傑出獎

顏志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ZigBee 網路環境建置與 LED 植物
生長燈之整合研究

秉津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王煌城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所）

智慧型火災警報系統研製

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吳松茂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IC 測試探針效能失效之
原因探討與資料庫建立

佳倢科技有限公司

優良獎

施至柔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即時多波段高解析度光譜
分析儀開發

龍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廠商

王振興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

智慧型手錶核心技術開發

優良獎

鄭木海

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

高可靠度玻璃螢光體於高性能雷射投影
機光源模組之研究

台灣彩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綦振瀛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成長於 6 吋矽基板之氮化鎵功率元件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獎

2. 海報展示得獎名單

德之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二 ) 應用型計畫
1. 口頭簡報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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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優良獎

范俊杰

聖約翰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無線感測暨行動 APP 農業保全及
驅獸系統之開發

力浦電子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獎

陳忠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

CMOS-MEMS 金屬矽化物派藍尼
真空計之設計與製作

神匠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劉傳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軟體發展研究中心

雲端儲存監控系統和
自動化平台開發

奇思設計有限公司

傑出獎

楊朝棟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雲端用電資訊分析之巨量資料
儲存與處理平台建置

華楷光電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竇其仁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所）

車身網路巨量資料整合技術之開發

區控車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獎

羅孟彥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暨研究所

以軟體定義網路為基礎實現之
教育雲端系統

華經資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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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科技部工程司

科技部工程司 104 年度
「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得獎名單
領域別：機電能源領域
發表日期：104 年 11 月 18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 點整
發表地點：逢甲大學 人言大樓 B1 第六會議廳
( 一 )、先導開發型計畫
1. 口頭簡報得獎名單
2. 海報展示得獎名單
獎項
傑出獎

傑出獎

優良獎

優良獎

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宋震國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系

0.4 um 及 0.2 um 高解析度
磁性尺研發

陳勇全

楊瑞源

蔡孟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一種高坡度高安全性觀光型
電動車開發

合作廠商
獎項

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傑出獎

丁鏞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平板輸送專用型六軸機械手臂之開
發

迅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獎

何境峰

修平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精實思維與管理導入傳產手工具廠
強化創新性專利組件開發

彰陽工業有限公司

傑出獎

莊正利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暨碩士班

高精確性異方性導電膠應用於晶片
與軟性基板接合製程之開發

以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獎

鄭澤明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暨製造科技研究所

具氣流驅動裝置與煙囪孔道之新穎
LED 燈具散熱器之技術開發與熱傳
量測

良育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優良獎

吳友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風刀噴流系統應用於產業技術發展
及性能提昇

振洋防火科技有限公司

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台銳科有限公司

國立成功大學
水工試驗所

創新型離岸風力發電機載體式基座
風波流動力負載與基座局部沖刷之
研究

大橋舟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中正大學
先進工具機研究中心

高階數值控制系統及
其應用於五軸複合加工機之研究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 海報展示得獎名單
獎項

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傑出獎

楊伯溫

明新科技大學
光電系統工程系

低侵入性三維深層醫學美容用
皮膚組織造影設備

明達醫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吳吉政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所）

海量資料購物籃分析於行動裝置應
用程式之汽車市場主動銷售推薦

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攜式金屬發泡材燃料電池
系統開發

泰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李榮全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飛機工程系

具 ZigBee 無線式通訊功能之搜救
與導航系統

潤泰實業有限公司

曾重仁

國立中央大學
能源工程研究所

優良獎

柯耀宗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智慧行動裝置之創新週邊產品開發
設計

祐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曹龍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研究所

抗菌技術應用於現代化家禽養殖場
設備之研發

首菖工業有限公司

優良獎

彭守道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應用影像伺服控制於波紋管自動化
焊接之研究

研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曾憲中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暨製造科技研究所

多孔性輕金屬防火隔熱建材之開發
與熱傳特性分析

嘉彩實業有限公司

優良獎

辜德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智能化電纜接頭故障檢測裝置之研
發

東陽科技有限公司

優良獎

( 二 ) 應用型計畫
1. 口頭簡報得獎名單
獎項

傑出獎

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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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陳文平

曾光宏

執行單位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研究所

計畫名稱
具群組化資料傳輸裝置之二線式
照明控制系統研發
自行車結構件精密接合與應力釋
放關鍵技術之創新研發

合作廠商

維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鍾銲企業有限公司

優良獎

杜國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活塞桿零件組裝之視覺系統開發

萬得富股份有限公司

優良獎

劉添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複頻信號硬幣識別電路的研製

吉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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