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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是工程司

括淨水回收、造血幹細胞培養、冷拌再生道

補助橋接產業公司和學界團隊合作開發研究

路鋪面、智慧螺桿、活性化電弧植釘銲接、

最直接的方案，分為先導型、開發型、應用

智慧輕量化無人機、氮化鎵高功率二極體、

型三類。其中，「先導型」是發展前瞻的技

高可靠度玻璃螢光體、超高速可見光雲端伺

術或知識，增加產業未來競爭力，屬於高風

服器通訊系統、空拍攝影移動物偵測追蹤、

險、高創新或需長期研發的先期研究產學合

新型光子晶體發光元件等主題，均為產學雙

作計畫；「開發型」係為協助產業開發核心

方基於共同的開發目標而齊心協力投入，致

應用創新技術，包括合作企業對於特定技術

力實現創新和具有經濟效益的技術。各計畫

或產品共同創新開發的產學合作計畫；「應

團隊在學術、人才培育、產業提升三方面都

用型」產學合作計畫則為培育計畫執行機構

得出亮麗的實質成果。

人才從事應用性研究計畫的基礎能力，結合

感謝各計畫團隊戮力執行，參與工程司

民間企業需求，並建構企業營運模式、提升

的產學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讓這塊

經營管理能力，增進產品附加價值或產出數

園地生機蓬勃，一直是大專院校工程科技領

位內容應用加值的產學合作計畫。

域師生及廠商尋求發展的支柱。特別感謝得

這些合作計畫歷年來受到產學雙方的歡

獎受訪的計畫團隊，傳承努力的心得和經

迎和響應，不僅能直接加值及擴大公司的研

驗，在以汗水和淚水灌溉出甜美的果實之

發能量，也讓學界團隊和公司一起成長。每

後，無私地分享奉獻，嘉惠各方。

年舉辦的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中邀請專家
評審互動，頒予獎項，是創造多贏、帶來回
收的產學合作方案。
本輯所收錄的產學計畫成果簡介專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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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

司長
敬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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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體化床均質碳酸鹽結晶技術處理工業廢水含重金屬之研究
造血幹細胞體外增殖培養技術
冷拌再生技術應用於道路基底層之工程性質評估與規範研擬

化材民生領域

流體化床均質碳酸鹽結晶技術
處理工業廢水含重金屬之研究

開車經過一條「五顏六色」的河邊，看
到有人用這樣的水洗衣服、嬉戲、甚至飲

資料提供／計畫團隊

文／張萬珍

圖／鄭憶雯

用，你作何感想？
萬年清環境工程公司的黃郁仁研發經
理，在某次赴印度公差的途中，目睹了這種

計畫基本資料

編號：MOST 104-2622-E-006-033-CC2

景象。他說：「我深深感到，這要認真處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 所 )

理。」

主持人：黃耀輝

黃郁仁是中山大學環工博士，曾獲獎

參與人員：黃晟晏、吳炫東、陳志順、施育仁

學金至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短期公費進修，

合作企業：萬年清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於 2010 年進入萬年清公司，目前擔任研發
部經理。他志在業界，進入萬年清，圓了夢
想。
他希望把好的技術推展到需要的地方，
把水處理的技術發展到像以色列和新加坡一
樣先進，緩解缺水的問題。「我們做別人沒
辦法做的事，貢獻環境，這是我們的追求。
追求幾次，就會成功。」

▎服務全球

FBR-Fenton 實驗模組

萬年清於民國 88 年成立，以發展專業
特殊技術、服務各界為核心價值。張湘棋總

術能達成新的排放標準，進行廢水回收前處

經理說：「環保產業放眼世界，任何地方有

理。

需要，我們都願意去發展。」

計畫主持人黃耀輝教授（中）、萬年清公司張湘棋總經理（左二）、林靜屏經理（左一）、黃郁仁研發經理
（右二）、黃郁雯業務課長（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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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清公司已於中國、東北亞、東南

公司提供全方位廢水處理解決方案，能

亞、西亞、中美洲及非洲有多處工程實績。

處理一級、二級、三級廢水。萬年清是上流

公司也在印度及以色列推廣流體化床 Fenton

式厭氧汙泥床反應器（UASB）技術的最大

及流體化床結晶技術。

供應商，這項技術適用於生質能源生產和特

萬年清每年提撥經費進行技術研發，長

殊汙染物的去除，同時能降低廢水場的操

期和工業技術研究院及成功大學產學合作，

作成本。公司也是流體化床 Fenton 反應器

得到數項新型處理技術的智財權授權及業界

（FBR-Fenton）技術的最大供應商，這項技

合作。2010 年在中科成立實驗室，擁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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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利基點在於它是脫鹽技術，例如印度對

過產學合作，學界就能迅速從公司得到構

於脫鹽技術的需求很高，而且還能做到有害

想，很快地進行研究。他希望學界能聘任有

離子的去除和回收利用，例如電子業廢水除

實場經驗的教授，加強老師投入產學合作的

氟，氟化鈣在鋼鐵業就是添加的材料之一，

意願。他也強調，博後研究人才和教授合作

而磷酸氨鎂是一種肥料，磷酸亞鐵則可進一

研究會得出「一加一大於二」的成效，能實

步合成為磷酸鋰鐵電池的原料。

質幫助精進的教授。

這種技術能軟化水質，汙泥量少，藥劑
添加量相對較少，是比較綠色的技術，公司
尖端技術、服務全球、永續經營的萬年清環境工程公司團隊（部分成員） 電解還原 Fenton 實驗模組

將重點推廣。
本技術已獲得 3 件專利和 2016 年台北

種廢水處理技術反應槽及水質分析檢測設

國際發明展鉑金獎的榮譽。

張總經理表示，公司為了生存，腳步一
定要快。公司已走入南向的市場，今年的目
標在越南，接下來也希望向泰國、菲律賓、

備，可進行各種廢水處理技術的實驗室評估

傳統上多使用化學沉澱法去除廢水中的

台塑公司已提出建教合作計畫，希望研

印度等國前進。萬年清的新進同仁都進過實

及實廠評估，藉此發展更新穎的廢水處理技

重金屬污染物，會產生許多汙泥。本計畫設

究團隊協助評估其仁武廠廢水中鈣金屬的結

驗室，知道技術在實驗室規模的情形，所以

術。張總經理說：「我們願意做這樣的投

計出一種佔地面積不大、瘦高型的反應槽，

晶與水回收探討，友達公司亦提出建教合作

在實場能把技術駕馭得很好。

資，雖然短時間看不出特定的成效，可是長

產出含水率小於 10 wt % 的結晶。如果要產

計畫，該公司提供黃耀輝教授的博士生研發

時間下來，相信是促成萬年清永續發展的關

出相同含水率的乾燥汙泥，化學沉澱法還需

人才培育獎學金，畢業後於公司任職。

鍵。」

要後續脫水機與乾燥機等設備，運用本技術

2015 年萬年清進駐位於中科的逢甲大
學育成中心，陸續和該校接洽合作。2017

可為業界節省廢水處理的初設成本與操作成
本。

▎走對的路

▎諾貝爾獎
黃耀輝教授以「諾貝爾獎等級的技術」
為奮鬥目標。「目標清楚，人家才會支持

黃耀輝教授曾離開成功大學的教職到工

你，這需要團隊齊心協力。我永遠知道離它

年成立研發部，更加重視研發。公司已於

這項技術還設法將廢水中的廢棄物回

研院鑽研技術 10 年，這段期間，他帶著設

是近了一點或是遠了一點，也訓練學生一起

2017 年 3 月 15 日走入興櫃市場，藉此吸引

收，以含磷廢水為例，可結晶出磷酸亞鐵，

備，親自參訪超過 50 家工廠，還把設備放

前進。再做 20 年，我們一定會達成。」

更多不同領域的人才投身環工界。預計在

作為磷酸鋰鐵電池的原料。

在家裡，利用周末繼續實驗。直到把技術建

2019 年 3 月 15 日，公司 20 歲生日那天，

黃耀輝教授表示，這項計畫的挑戰在於

「萬年清大樓」將會落成啟用，作為邁向可

流體化床反應槽的設計、均質結晶技術操作

大可久發展的基地。

條件如：水力條件、pH、過飽和度等的掌

萬年清公司的 Fenton 設備實績已經破

握，要實驗出能產出具有回收再利用潛力的

百。公司購買了儀器設備，放置在學校，進

結晶產品的條件。

行合作。張總經理表示，公司購買些儀器設

▎創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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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研究之一。

▎努力現前

萬年清環境工程公司與成功大學黃耀輝

這種技術能回收及處理光電、電鍍、印

教授合作「流體化床均質碳酸鹽結晶技術處

刷電路板等行業其廢水中常見的重金屬，包

理工業廢水含重金屬之研究」，為該技術系

含銅、鉛及鋅，已經市場化。黃研發經理表

立好，拿到六國的專利之後，才回到熱愛的
教職。

備讓學生做研究，把業務上的需求委託學校
進行分析，是相輔相成。
黃教授表示，外面的世界變化迅速，透

萬年清公司研發部工程師進行專業設計和分析

13

化材民生領域

造血幹細胞
體外增殖培養技術

國內知名臍帶血貯存服務公司「再生緣
生物科技」，曾幫助一位被診斷為重度腦性

資料提供／計畫團隊、再生緣生物科技

文／張萬珍

圖／鄭憶雯

麻痺的王小弟，經由移植臍帶血，從輸血前
1 歲 4 個月時不會翻身，到能站起來走路。
臺大醫院的林凱信主任表示，與骨髓移植相

計畫基本資料

編號：MOST 103-2622-E-155-012-CC3

比，臍帶血配對條件較寬鬆，患者不必苦苦

執行單位：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等待，尤其是自體臍帶血更不會有任何排斥

主持人：姚少凌

的問題。

參與人員：李偉智、莊靜旻
合作企業：再生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臍帶血含有豐富的幹細胞，統稱「臍帶
血幹細胞」。根據統計，自 1988 年首例臍帶

再生緣生物科技的里程碑和榮譽（部分）：美國專
利「無血清培養基」（前中）、科技部工程司 103
及 105 年度產學計畫獎項、國家 SNQ 標章

血移植（UCBT）成功，至今全世界臍帶血
移植應用的案例已超過 30,000 件，更有超過

選擇。謝宜玲說：「我們經營臍帶血公司最

600,000 個臍帶血單位（CBUs）已被儲存，

重要的是先把整個服務流程做好，能夠看到

以備日後移植之用。臍帶血儲存與移植技術

治療有成效的時候，那種開心真的是言語難

已日趨成熟。臍帶血幹細胞除了造血幹細胞

以形容，中間的辛苦，剎那間都不算什麼。」

移植外，更是「再生醫學」的重要素材。

▎貢獻台灣的實業家

再生緣生物科技謝宜玲董事長（右）與姚少凌教授於再生緣細胞保存與應用中心留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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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宜玲常參加世界各國的再生醫學學術
研討會和生物科技的會展，看到各國都系統
性的對再生醫學和產業鏈的結合進行規劃，

「再生緣生物科技」的謝宜玲董事長有

逐漸畫出產業的藍圖，也成立再生醫學的園

著燦爛的雙眸和溫暖的笑容，家族的長輩奠

區，開始進行招商。例如日本在羽田機場對

定了台灣食品工業的基礎，帶動社會整體發

面成立的再生醫學園區，已經有很多國內外

展，以身教的典範，傳承給她勤儉、樸實、

的廠商進駐，形成了聚落，昂貴的研究設備

努力的美德，幫助人不問代價也不求回饋的

能夠共用。新加坡也有這樣的園區，而英美

崇高志向，以及實業家的格局和能耐。

等國的再生醫學更是行之已久，目前已蔚為

她的父親謝忠弼先生創立「再生緣」，

風潮。「全世界都在這裡琢磨滿久了，台灣

也是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生技中

有很好的基礎研究，也有很好的臨床醫生，

心、DCB）創始董事，投入臍帶血和幹細

公司和財團很多都投資在生技方面，生技有

胞的產業，希望以此為台灣社會再進一籌。

很多種，有新藥、分子藥、基因、也有幹細

十七年來，再生緣花了很多心力，讓社會更

胞、免疫細胞等等，精準醫療也是一個新的

了解臍帶血和幹細胞是一種極有潛力的醫療

趨勢，如何去統合這些，中間是否有重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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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能共創新機，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能做

大量的生長因子並得以長期保存，最後再利

更大的規劃，讓大家把台灣的再生醫學產業

用其添加於造血幹細胞的培養系統中，探討

做起來。」

取代異種動物血清的潛力，進一步應用於臍

看到外面的市場變化快速，希望台灣在
未來能和國際接軌，跟上世界科技潮流的發

這些研究成果獲得了 2015 國家品質標

展，在國際舞台上保有一席之地。她誠懇地

章，並於國際期刊與多場國際學術研討會進

向大環境說出自己的心聲，希望台灣能整合

行發表，亦獲得科技部工程司 105 年度「產

國內的細胞及基因相關生技業者，成立專門

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化材民

的「再生醫學園區」，激勵廠商和學界。

生領域應用型計畫「簡報特優獎」。

姚少凌教授實驗室繪製的臍帶血血漿的分離、活化
與冷凍乾燥等製程示意圖

再生緣生物科技將分離出的幹細胞置於攝氏零下
196 度的氣相式液態氮儲存槽中永久保存

範，並且應該找真正的醫療單位，而非學術

「實驗室的科學最終都希望能被應用到實際

謝宜玲董事長說：「最主要是姚教授有

在產品產出與開發規劃方面，再生緣

的生活中，有了凝聚發展資源的基地，規劃

熱忱，跟我們的目標相同，這樣做事情大家

公司預期將推出臍帶血血小板濃厚血漿

出產業的藍圖，我們會更有動力，一定能開

很開心，也容易達成目標。我們在開發的過

（Platelet-rich plasma, PRP） 的 保 存 方 案，

姚教授想看到再生醫學的研究成果能給

闢出市場，實現造福人群的初衷。」

程中盡心盡力，如果今天運氣好，速度就快

為臍帶血的保存加值，建立臍帶血血漿保存

病患另一種選擇，另一線希望。在美國、日

一點，但也不會因為時間拖久了就給老師壓

系統的平台，提供臍帶血保存的必須性與應

本、新加坡，幹細胞療法進展快速，開放適

力。方向對了，就慢慢進行，就是一個默契

用多樣性。

用的症狀也相當多，雖然台灣在 2016 年 4

▎不斷超越的研究者
姚少凌執著於「超越」，個性謙和真

在。」

▎等待另一線希望

單位。

月 14 日通過「恩慈療法」，針對癌末或嚴
重失能患者，若國內尚無有效的藥物可治

淳，在求學、研究和教學生涯中，師長和前

「再生緣」和姚教授實驗室將共同申請

輩看重他，提攜他，後輩更是認同他，追隨

新一期的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推展現階段

得到 105 年度科技部工程司產學計畫獎

療，可以自費參與免疫細胞療法試驗治療，

他。姚少凌說：「我喜歡待在實驗室裏面，

的研究成果，開發出更完整的研發成果以及

項之後，姚少凌教授和再生緣公司舉行了記

但希望從幹細胞療法得到一線希望的病患和

喜歡思考問題，個性又喜歡和別人接觸，特

更全面的應用可能，朝幹細胞及免疫細胞的

者會，邀請報章媒體來採訪。這段期間，他

親屬，應該還更多。

別是在生技臨床方面，想了解醫生面臨哪些

方向前進，同時增進臍帶血產業更高的收益。

接到了兩通電話。其中一位說他的孩子出車

他誠心誠意希望政府能參考日本和美國

應用上的瓶頸，公司在技術上遇到什麼樣的

姚教授說：「希望未來這些研究題目能在科

禍，失去意識，已經拖了很久，想問問是否

目前開放臨床治療的步調，加速幹細胞在醫

瓶頸，把他們的瓶頸當成研究主題的起點。

技部的支持下有更好的成果，回饋給社會。」

能以幹細胞療法做些治療。「我個人當然深

療人體上的測試，多開放幾種幹細胞治療的

因為在學校也屬於工程學系，所以教導學生

姚教授實驗室預計將在國內外的幹細

信幹細胞療法，不同的幹細胞有不同的療

應用，未來成功以後，可以變成常規的療

胞、再生醫學或是細胞治療等相關學會上發

效，有些幹細胞對車禍後腦部受損的治療，

法，對有需要的病患提供更大的服務。「有

以一顆歡喜心幫別人解決困難，姚少凌

表數篇論文，使國內在利用臍帶血進行再生

相信有一定的幫助，配合現在的醫療技術可

很多家庭在期盼這一天，他們可能已經試過

和「再生緣」的理念是一致的。他和公司長

醫學與細胞治療等技術上具有國際能見度。

以同步進行。」

所有的現有療法，但沒有用，因此一直在期

期的合作，近年，透過科技部工程司的產學

同時也規劃在臍帶血血漿製程方法以及造血

然而，基於台灣現行的法規尚未開放這

盼進行幹細胞治療。我傳達所接觸到的一些

合作計畫，探討並成功的建立臍帶血血漿的

幹細胞與內皮前驅細胞培養方面，申請國內

樣的治療，即使心焦的家長懇求他「幫幫

案例的心聲，希望有關當局能聽到，讓這些

分離、活化與冷凍乾燥等製程，使其產生最

外專利以保護智慧財產權。

忙」，姚教授解釋，一定要遵守政府的規

民眾得到科技甜美的果實。」

時希望學以致用。」

16

帶血保存與再生醫療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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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拌再生技術應用於道路基底層
之工程性質評估與規範研擬

自民國 93 年至 103 年，台灣道路總長

拌的 109.91 倍，且每公噸熱拌瀝青的消耗

度成長 5,492 公里；道路總面積約成長 1 億

能源成本也高達生產冷拌的 55.32 倍；從生

1 千萬平方公尺。由道路成長數據得知，隨

產材料角度來看，熱拌工法使用材料的碳排

著年限增長，道路長度及面積亦相對成長。

放量相當於冷拌工法的 1.26 倍，且每公噸

台灣地形窄而狹小，在新建工程不斷增長

的材料成本也相當於冷拌工法的 2.04 倍。

編號：MOST 103-2622-E-008-017-CC3

下，天然資源漸漸面臨缺乏的問題。然而，

統整冷拌再生技術之實驗室成效結果、碳排

執行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道路竣工後經一段時間，因道路損壞或品質

放及成本試算結果，冷拌再生技術確實能應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陳世晃／林志棟

不佳，須進行道路刨除重鋪。刨除後之營建

用於台灣道路基底層之使用。

參與人員：徐聖博、徐凱鈞、曾偉原、游景年

廢棄物—刨除料，面臨囤積的問題。

資料提供／計畫團隊

文／張萬珍

計畫基本資料

合作企業：香港商維特根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圖／鄭憶雯

刨除料在取得堆積用地上非常困難，目

▎世界趨勢

前多半堆在農地，而法規刨除料的回收率在

維特根台灣分公司廖翊光專案經理表

30-40%，土地面積不大的國家都深受其苦，

示，維特根在 1990 年就開始使用泡沫瀝青

因此目前尋求將其餘的 60% 可以回收再利

冷再生技術，並持續的創新與改良。泡沫瀝

用。

青冷再生技術已在 150 多個國家跨各種氣候

大約三年多前，中央大學陳世晃教授和

區快速發展應用中，已經有超過 10 億平方

研究團隊開始探討應用冷拌再生技術來消化

公尺的土地及道路面積使用泡沫瀝青冷再生

刨除料的可行性，認為可應用在道路基底層

技術。

和管線施工兩方面。
本研究試圖引進於國外成熟的冷拌再生
技術導入台灣鋪面，冷拌再生技術以刨除料
作為級配並取代台灣常用之天然資源，盼能
降低道路刨除之刨除料生產速度，同時減少
國內天然資源開採。
研究團隊不僅依據國內道路底層規範，
亦參考 ASTM、馬里蘭州等先進國家規範，
進行冷拌技術之道路成效相關分析，同時，
也進行生產過程中之碳排放及生產成本之試
算。與現行熱拌瀝青處理底層相較下，冷拌
再生遠勝熱拌瀝青處理底層；在生產過程
計畫團隊於現場試鋪完成後合影

18

中，熱拌工法的消耗能源碳排放量是生產冷

計畫主持人陳世晃教授（右一）與維特根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馮文相總經理（右二）及廖翊光專案經
理（左二）、欣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徐聖博專案經
理（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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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瀝青冷再生技術機器（維特根公司）

泡沫瀝青的生產為預先將一般道路用瀝
青油加熱至大約 175°C 後，透過維特根冷

討進行討論，並藉由產官學的溝通，形成後
續技術推廣的共識。

再生設備的電腦控制噴灑系統將產生的泡沫

「刨除料」是國內道路界亟欲解決的問

瀝青準確計量噴灑進拌合設備中，微量的水

題，內政部營建署道路工程組張之明組長表

及壓縮空氣在膨脹室內與加熱過的瀝青結

示，營建署正在思考如何處理刨除料的問

應用，須制定標準施工規範，讓工程界能夠

他的研究所論文得到科技部計畫經費和

合，立刻將水汽化使瀝青油的體積瞬間膨脹

題，而冷拌再生瀝青混凝土技術是去化國內

遵循，以確保工程品質。再者，應精簡相關

維特根公司經費的支持，他選定了產業界最

大約 20 倍，產生泡沫瀝青。產出的泡沫瀝

高達幾百萬噸刨除料的一項潛力技術。

檢測步驟，產業界會更容易接受。

困擾的刨除料來研究，在研究室有一台維特

青立刻透過噴嘴噴灑進拌合設備，非常適用
於低溫及潮溼的骨材穩定及結合。
馮文相總經理表示，維特根公司在這次
的研究中投入 4,000 多萬的機器成本，希望
維特根公司對於道路工程的熱情，能夠推動
這項技術盡早實現在台灣的道路上。

▎價格透明普世化

冷拌再生試鋪成效追蹤檢測項目（游景年）

陳世晃教授建議，目前要在工程會的母

明化和普世化，從回收、堆放、製程，成本

法總則加上「冷拌再生」，讓它法制化，成

分析等各面向進行估算，訂定出一項大家都

為正式的選項之一，業界就能依法使用。在

根據他的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地區因地

認定是合理的價格。

檢測方面，國外實務上只需要在開始時對材

狹人稠適合應用廠拌式冷再生工法，而施工

張組長表示，目前台灣有很多填方的工

料進行檢驗，以及最後驗收工程成果，國內

設備與熱拌相同，僅需新增廠拌式冷再生設

程，冷拌再生瀝青作為級配料在這方面具有

應可參考。研究團隊接下來將持續舉行正式

備即可。

應用性。同時，政府將要推動「十大幸福工

的技術釋出推廣會議，首先將在台北市辦

程計畫」，包括公共服務中心、舊市區再

理，目前已在接洽中。

造、生活圈道路改善、在地型產業園區、複

人中華鋪面工程學會、桃園市觀音區公所、

合型公共住宅等，規模約 1,400 億元，其中

欣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商維特根有限

700 多億元將納特別預算規劃。這項產品在

產業界代表表示，希望冷拌再生瀝青混

公司台灣分公司、玖造工程有限公司舉行了

十大幸福工程計畫中應有潛力，希望產業界

凝土技術能大量使用，盡速為業界解決刨除

「永續工法 2.0- 冷拌再生瀝青混凝土技術

加速腳步，制定出成本分析的公定標準。

料的問題。

願景、冷拌再生技術於國外發展與使用現

根公司贊助的現地縮小版拌合機，也得到維

在推廣上，他認為應該要注意價格的透

計畫團隊於 106 年 3 月 9日結合社團法

精進研討會」，會中就冷拌再生技術應用與

20

內政部營建署道路工程組張之明組長（立者）主持
冷拌再生瀝青混凝土技術精進研討會

▎標準化作業

況、冷拌再生技術應用於道路基底層之研

內政部營建署道路工程組步永富隊長建

究、冷拌再生技術應用於道路管挖回填之探

議，欲推廣冷拌再生瀝青混凝土技術於實際

▎盡早使用

特根公司技術經理的指導。

游景年研究生則負責了現地研究的相關
試驗，完全比照工地標準實施。試鋪研究就
在欣道實業公司工廠附近的道路進行，由於
這是工廠每天車輛進出的道路，他們協調了
一天讓工廠整個休息，進行試鋪，結果相當
成功。
徐聖博希望在台灣北中南都進行試鋪，

欣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徐聖博專案經理

讓全台灣各級機關都能看到冷拌再生瀝青混

因為父親的建議而進入中央大學土木系進

凝土技術的工程實績。他信心滿滿的說：

修，他希望借重學校的資源進行研究，協助

「這項技術在國外已經有很多的工程實績，

解決目前業界和家裡工廠的一些問題。

我希望台灣能儘速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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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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感覺乾

色，再照射紫外光。這些方式都需時較久，

澀、異物感、痛灼、怕風、畏光、對外界刺

稱不上舒服，結果也不夠準確。

激敏感嗎？如果您符合以上多項情況，或許
該留心是否已「乾眼症」上身。

紅外線熱像

眼科常用「淚液試紙」檢測乾眼症，會

難道就沒有別的方式能檢測乾眼症嗎？

對受測者施打局部麻醉劑，將試紙放在眼瞼

十幾年前，張歐博士搭飛機返台，遇上

達 5 分鐘。或者是以螢光劑將眼球表面染

機電能源領域

了沙塵暴。
往窗外一看，黃黑一片，什麼都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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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給系統運轉監控智能化技術之研發
創新式電弧植釘銲接技術研究開發及其實務應用
具自主飛行能力之輕量化無人飛行載具系統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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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
術，研發多種成功的紅外線應用科技產品。

產學計畫挹注
張歐博士有「敢為天下先」的壯志，公
司的技術層次夠，了解市場的需求，邀請陽
明大學江惠華教授合作。他們先蒐集文獻，
接下來研究可行性，透過科技部的小產學計
畫，醞釀雛形。101 年開始，在科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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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結合亞東醫院臨床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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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給系統運轉監控
智能化技術之研發

「第 26 屆台北國際工具機展」於 2017
年 3 月 7 日 至 12 日 間 在 世 貿 展 館 等 地 展

資料提供／計畫團隊、上銀科技

文／張萬珍

圖／鄭憶雯

出，期間上銀科技展出全世界第一台智慧螺
桿，吸引知名日本工具機廠和對手廠商鄭重
關注。這件智慧螺桿擁有溫升控制、平行度

計畫基本資料

編號：MOST 104-2622-E-194-010-CC2

控制、異常狀況通知及報修等功能，此外還

執行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先進工具機研究中心

有 QR Code 裝置，可連結到機台結構和維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鄭志鈞／謝文馨、蔡孟勳、陳世樂、楊安石、吳尚德、陳永松

修的相關資訊。這件智慧螺桿預計在 2017

參與人員：馮倚俊、蔡勝植、吳旻修、程文男、蔡秉均、曾郁儒、吳欣蓉、郭育昕、

年 6 月試量產，預計 2018 年正式量產。

鄭尹俊、邱昱阩、唐善群、林彥博、郭子見、黃振紘、王仁君、莊俊融、
黃泓偉、曾翔駿、洪茂棋、張碩彥、蘇奕銘、陳子安
合作企業：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創新猷
這項開發，部分得力於上銀科技和中正
大學先進工具機研究中心執行科技部工程司
產學合作計畫的成果。在「進給系統運轉監
控智能化技術之研發」計畫中，開發了以嵌
入式乙太網路控制為基礎的資料擷取與控制
器同步數位訊號，再輔以智能化健康監測技
術，發展具高移動精度且具熱變形補償功能
的滾珠螺桿進給系統。
上銀科技研發事業群屈岳陵助理總經理
指出，公司希望做出讓顧客放心，覺得沒有
後顧之憂的產品。他們了解到顧客常擔心
如：產品的可靠度、壽命、耐用性、組裝難
易度、是否有突發狀況等問題，公司希望針
對這些項目做些開發，為滾珠螺桿和進給系
統產品開創新契機。研究過台灣學界機械領
域的能量後，他們找到深耕工具機領域的中

上圖
中圖
下圖

螺帽溫度量測位置點
前軸承溫度量測位置
智能化進給系統熱變位估測

正大學機械系團隊，展開合作。
（左起）：上銀科技產品發展部黃逸羣副經理、上銀科技研發事業群屈岳陵助理總經理、中正大學機械系
鄭志鈞特聘教授、參與計畫的程文男同學、郭育昕博士生、蔡秉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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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自強

過技術顧問的模式互相了解和學習，接著進

▎鍛鑄研發力

具體結果為目標的價值觀。他表示，做上銀

中正大學機械系在工具機領域的基礎由

行了一期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由於相當成

上銀公司希望透過產學合作的計畫，讓

的工作有挑戰性，他喜歡所做的技術，雖然

（故）林呈彰教授主導開啟。在教育部五年

功，之後雙方申請了科技部工程司的產學計

學校師生了解產業界的情形。研發事業群屈

辛苦，卻樂在其中。「我吃飯時想問題，回

五百億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期間，中正大學

畫。鄭教授說：「老師和業界合作，前兩年

岳陵助理總經理說：「研發人員有兩項指

家時也想問題，睡覺前洗澡的時候通通都在

於 第 二 期（100 年 4 月 至 105 年 12 月 ），

是邊做邊學，跟業界學載具，學他的原理。

標，有形的是薪水和福利等物質面的報酬，

想那些問題，然後突破了，感覺就很好。」

成立「前瞻製造系統研究中心」，由機械系

做出一個成果後，要常和業界討論，修正方

無形的是成就感和想挑戰的心。有時候，我

郭育昕博士生表示，上銀公司提供了實

師生組成整合性的研究團隊，聚焦工具機產

向，帶進自己的專長，這樣才能接近真實的

們就是不認輸，要把那個筋挑出來。」

業，深耕技術，發展系所特色。

業界。通常需要聯合幾位不同專長的老師，

產品發展部黃逸羣副經理表示，上銀重

維修，因此能知道很多細節，體認更深。

計畫主持人鄭志鈞教授表示，機械系的

才能協助業界解決問題，有時在這個領域不

視研發，在公司仍延續「研究所」的精神，

「產生興趣之後，就想留在自己有興趣的領

教師們都有共識，要互相尊重、團結合作、

好解決，應用另一個領域的方式，相對會好

持續研究期刊的論文和專利，「我們自有品

域。早些讓學生有選擇性，體認產業界的樣

自立自強，發展出系所紮實的特色，才是維

解決些。」

牌，要做出自己的產品，保持競爭力。上銀

貌，愈深入完整，愈能留住人才。」

持中正大學機械系地位和聲譽的治本之道。
這時系上開始和上銀公司合作，先是透

雖然是後進者，但非常紮實的做。」

▎樂在其中

驗的機台，公司的人會指導同學更換零件和

產品發展部黃副經理表示，產學合作能
讓師生連結學術研究和產品開發，也讓學生
知道要如何學以致用。「能學以致用是最快

程文男同學參與這項計畫。他表示，在

樂的，很多中正的學生畢業後來到上銀，繼

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會發現有時候「想太

續執行這個計畫，從學生變成工程師，發現

多」。「我們想做新潮的東西，可是提出來

之前做的原來只是產品的一個點，到公司

之後，發現這些想法根本天馬行空，不實

要面對客戶的需求，變成一個面。團隊會

用。和公司的主管討論後，發現收斂一點，

知道為何而戰，怎麼讓我們的產品 Made in

就已經能做出不錯的結果，讓技術比現階段

Taiwan 能夠跨過去，從創新進而領先，我

提升。」

鼓勵團隊很多優秀的學生能繼續加入上銀的

蔡秉均同學認同上銀公司務實求真，以

行列。」

有志一同，樂在工具機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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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式電弧植釘銲接技術
研究開發及其實務應用

活性化氬弧銲接（activated TIG welding）
主要是在待銲工件表面塗覆薄層活性劑

資料提供／計畫團隊

文／張萬珍

圖／鄭憶雯

（activated ﬂux），即可顯著改善傳統氬弧
銲接單道次銲道熔深不足的缺失，除了可提
升銲接效率外，亦可提高結構強度及其承載

計畫基本資料

編號：MOST 103-2622-E-020-007-CC3

能力。其中活性化氬弧銲接的關鍵技術在於

執行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研究所

活性劑組成配方，曾光宏教授投入了數十年

主持人：曾光宏

的時間，才得以突破技術瓶頸，成功開發適

參與人員：王乃賢、林柏諭、許雅絜、陳博元、陳智升

用於各種不銹鋼的氬弧銲接活性劑。

合作企業：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曾教授創新將此銲接活性劑應用於電
弧 植 釘 銲 接（arc stud welding）， 衍 生 出
活 性 化 電 弧 植 釘 銲 接（activated arc stud
welding）。這項創新式電弧植釘銲接技術，

第三方公正單位試驗報告

經第三方公正單位試驗後顯示，M6 與 M8
不銹鋼螺釘採用活性化電弧植釘銲接後之折

在實務工程應用方面，當採用較大直

彎螺釘和原軸線夾角可達 60° 而不破斷。活

徑（> Ø6 mm）的緊固件進行電弧植釘銲接

性化電弧植釘銲接技術現已申請中華民國、

時，需先在該緊固件端部鑽一小孔，再於此

美國及日本等國發明專利，技術移轉案現累

小孔鑲嵌引弧結。這種先鑽孔再鑲嵌引弧結

計 3 件，技轉授權金現累計 130 萬元。曾教

的程序繁瑣且耗時，已不符合當代製造的需

授除了持續精進活性化電弧植釘銲接技術

求。有鑑於此，曾教授根據活性化氬弧銲接

外，亦擬先針對船舶五金進行示範，爾後推

的研究成果與實務經驗，成功轉化開發適用

廣至螺絲螺帽、機械設施、石化設備、土木

於不銹鋼緊固件的電弧植釘銲接活性劑。

營建及建築橋樑等金屬製品加工業，達成技
術擴散與產業應用的研發成果效益。

▎高效能銲接

曾光宏教授和活性化電弧植釘銲接成品

28

未來當採用較大直徑的緊固件進行電弧
植釘銲接時，該緊固件端部不需額外鑽孔鑲
嵌引弧結，僅需於待銲板管件表面塗覆薄層
活性劑，即可兼具引弧容易、電弧穩定及高

由於金屬加工業的快速發展，對螺柱、

熔透性等功效，大幅提高植釘銲接效率，降

螺栓或螺釘等緊固件快速接合至板管件以形

低緊固件製作成本。另搭配合宜的保護氣體

成永久接頭的方法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因此

與銲接參數，可免除使用陶瓷環這種一次性

產生「電弧植釘銲接」技術。

耗材，如此更可大幅降低製造成本。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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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以利銲接自動化的推展工作。

▎有志一同
活性化氬弧銲接最早係由烏克蘭巴頓

曾教授表示，一項技術開發成功之後，

某個點之後，將其轉換成實質的商品，應用

費。他希望能將銲接活性劑的研究成果廣泛

到產業界。」

應用於各種金屬製品加工業，發揮技術經濟

艇廠商均受衝擊，緯航公司亦不例外。曾光

曾光宏教授指出，在烏克蘭、美國及英

程。曾光宏早期任職於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

宏為了持續研發銲接活性劑，轉往國立屏東

國等國家，都是由軍方大規模資助銲接活性

究發展中心銲接組期間，因執行經濟部工

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系，緯航公司除了提供實

劑的研發工作。曾董事長希望能透過政府的

業局工業合作推動小組委託之「工業合作

驗材料與研究設備外，更持續以產學合作方

力量，組織運作後續的技術商業化示範，推

計畫 OFFSET」，前往美國 Edison Welding

式挹注研究經費。曾董事長說：「我希望這

廣給中小企業使用。他說：「例如一種產品

Institute（EWI）進行技術交流，進而將此

個研究主題能夠持續下去，徹底改變銲接工

用傳統方法要銲三次，用這種方法只要一次

技術引介到臺灣。然而，當時美國 EWI 不

業的生產方式，創造亮麗的經濟效益。」

就能完成，且品質更好，成本更低，當然就

▎革新銲接工業

這個時期，曾光宏亦承接亞洲遊艇五金

劑，並積極尋找外部資源的協助。在成功突

製造標竿廠商—緯航企業有限公司的專案輔

破活性化氬弧銲接的關鍵技術—活性劑組成

導計畫，和董事長曾信哲先生幾次對談後，

配方後，緯航公司先後分別實際應用於不銹

覺得投緣，也談及活性化氬弧銲接在國外相

鋼遊艇船錨、繫繩柱的氬弧銲接作業，以及

關的產業應用實績。

不銹鋼遊艇造型扶手的電弧植釘銲接作業。

緯航公司的主要產品為中厚板不銹鋼遊

緯航公司以國際業務為主，頻繁和美

認證。若要長期技轉獲利並確保技術品質，

艇五金，當遊艇五金進行氬弧銲接作業時，

國、德國、荷蘭及義大利等國的客戶往來，

除了將技術商業化之外，更要提供後續的技

需採接頭開槽加工，且實施多道次填料銲接

當德國的工程師到緯航公司參訪時，得知臺

術支援與服務。

程序。曾董事長認為，若能將活性化氬弧銲

灣有這樣的技術，都相當驚訝。曾董事長

接應用於中厚板不銹鋼遊艇五金的生產製

說：「這表示活性化電弧植釘銲接是領先國

造，必能創造效益，提升競爭優勢。

外的技術，應該繼續研究發展，若未來能成

驗認證，目前正推向商業化行銷的領域，國
內很多金屬製品加工業者表達興趣，尤其高

雖然在臺灣無法購得活性化氬弧銲接的

度需求高效率銲接的製造業者更表達濃厚的

關鍵技術「活性劑組成配方」，曾董事長衷

技轉意願。曾教授也積極接洽銲材廠，期望

心肯定這是極具商業價值的研究主題，延攬

將此活性劑進一步開發成活性化銲條或銲

曾光宏至緯航公司，設置研究室，添購實驗

化的產業價值。

可以提升臺灣中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在屏科大，曾教授持續研發銲接活性

應該要「技術深化」，進行技術產品的試驗

此項研發成果已完成技術產品相關的試

30

甚至 20 年，一旦中斷，先前的投入都算白

PEWI）於 1950 年代開發的新式電弧銲接製

業生產。

▎商業化行銷

性劑。曾董事長說：「我們希望能夠在突破

2008 年，金融海嘯襲來，全世界的遊

接僅限於學術研究，無法實際應用於銲接工
不銹鋼銲接技藝品「歡迎光臨」（局部）
緯航企業公司生產的不銹鋼遊艇五金

值的研究要發展到成功，可能需要 10 年，

電 銲 研 究 所（Paton Electric Welding Institute,

願技轉此活性劑組成配方，故活性化氬弧銲

上圖
下圖

設備，提撥研究經費，讓他專心研發銲接活

功商業化，相信能革新銲接工業生產。」

▎謀天下益
曾董事長指出，一項具有潛在應用價

緯航企業公司曾信哲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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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自主飛行能力之輕量化
無人飛行載具系統開發
資料提供／計畫團隊、經緯航太

文／張萬珍

圖／鄭憶雯、賴盈誌、經緯航太

「無人機」是世界各國重點發展的產

公司合作，透過科技部工程司產學計畫，成

業，所創造的產值正快速攀升。各行各業都

功開發出可應用於國內防災體系的輕量化智

能和無人機產業連結，開展出新的應用。各

慧型無人機。它的操作方便，有自主飛行的

種領域的人才也能在當中找到位置，和產業

能力，還有電腦輔助降落系統，為公司在固

一同提升。

定翼無人機的領先優勢再進一籌。同時，因

計畫基本資料

在智慧城市中，無人機可以監測空氣

為有逢甲大學團隊的加入，加速了產品的開

執行單位：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汙染、進行空中巡邏、管理交通、遞送醫療

發，公司能提早進行市場布局，將技術升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賴盈誌／賴維祥

物資。「膠囊內視鏡」運用了無人機的導航

級。

參與人員：陳昱廷、雲彥睿、吳東彥、江俞

系統和影像擷取技術，在 2003 年已被美國

這種無人機可執行災害預防、搜尋與救

合作企業：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藥物食品檢驗局通過，成為檢查小腸系統的

援的任務，也能協助災損評估，提供相關當

第一線工具。無人機和大數據、IoT 產業、

局在施政或規劃上所需的精確資訊。以每套

雲端科技結合，將帶出許多嶄新的應用，締

系統售價 250 萬估算，結案後第一年預計可

造新的獲利模式。經緯航太科技公司的余

售出 2 套，增加 500 萬產值。

編號：MOST 104-2622-E-035-019-CC3

紹華行銷企劃部經理表示，預期 2020 年之

為了加速研發，團隊先製作出一架手工

前，無人機就會像現在的手機一樣，成為生

木頭機，進行設計驗證與飛行測試，驗證完

活的必需品。

後，再開模製作複材機。木頭與複材機均以

▎優質防災機
逢甲大學航太系賴盈誌教授團隊與經緯

賴盈誌教授（前左）與施龍順副總（前右）及實驗室學生合影

32

使用木頭機進行飛行性能驗證與自主飛行測試

複合材料為主，除了蒙皮使用巴爾沙木與玻
璃纖維進行貼合外，其他重要結構都以碳纖
維製作。在飛行測試驗證中，使用 2.7m 翼

複材機之靜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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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飛行載具，達成 20kg 起飛重量與大於

環境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國家進行

疫作業。經緯這次進駐蚊媒研究中心，可研

5kg 的酬載。

驗證，透過人工智慧辨識技術及分析能力，

發無人機防疫的模式，未來將向東南亞推廣

這架防災機還有姿態穩定的模式，在沒

提高作物產能。公司與全球農化生技大廠

相關服務。

有操控命令時，能維持水平，當有操控命令

「龍燈環球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合資成立

時，就會轉換成目標姿態。

「龍智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國拓展

▎創新服務

它的電腦輔助降落系統可讓飛機以穩定

智慧農業。龍燈集團開發出專門適合無人機

經緯公司施龍順副總表示，無人機產業

的速度下降。因採用模糊控制器，能將專家

載的配方套餐，經緯航太在自動飛控與系統

未來的發展價值在於創新的服務，「客戶想

的飛行經驗轉換成知識庫，此外也運用硬體

整合上，運用航速與噴灑的智慧關聯，設計

要的是無人機應用的全套解決方案。」當前

迴路模擬（HIL）來加速開發。

出農噴次系統。

在物流、空中監控、智慧農業等方面還沒有

參與計畫的四位學生中，有兩位將持續
參與經緯公司的研發業務，學校和公司持續
規劃新的合作議題，頻繁進行技術交流。

▎智慧農業
經緯航太深耕智慧農業領域，已在熱帶

▎先進防疫

公認最佳的解決方案，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誰找到獨門的服務方式和體系，就可能起

2017 年 1 月，經緯航太和策略夥伴引

來。」他指出，國外很多企業都在規劃如何

進英國生技公司 Oxitec 生物防治技術，進

將無人機和本業融合，希望台灣的政府部門

駐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中心台南研究中心，

和企業能和無人機業者交流，強化競爭力。

將基改蚊子及無人機投放技術結合應用於防

▎專門技術
賴盈誌教授表示，台灣的專用機具有優

收入都比傳統代工好，公司有從台灣進軍世
界的企圖心，「我們有機會和能量，也有技
術的基礎。」
他以美國政府扶植無人機產業的模式為

性兩方面進行提升，「專用機的量不用多，

例，當時希望發展讓無人機在海上起降的高

只要技術夠高，就能在競爭對手中脫穎而

難度技術，美國政府投入了一筆先期的資

出。」

金，召集國內的幾家業者，做出原型之後，

這樣的優勢，仍面臨消費性無人機大廠

進行選案，中選的業者得到了更多的投資，

切入的威脅，經緯公司希望盡速和其他廠商

繼續發展。「這樣的時程雖然相對較長，卻

及政府單位合作，從台灣無人機在防災、測

能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

出進軍世界的路徑。

▎人盡其才
施龍順副總指出，經緯航太科技同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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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中下游，做的是有品牌的系統，毛利和

勢。例如這次的產學計畫是從操作性和智慧

繪、智慧農業已有的基礎上，持續精進，鑿

經緯航太羅正方董事長（左）率領經緯航太團隊與下水道機器人及無人機系統合照

台中市政府致贈經緯公司的獎座

無人機的研發、生產、使用者，整合了產業

賴盈誌教授表示，例如海岸巡防就可以
和國內的業者結合。「現階段的重點是政府
部門和業者之間如何更好的溝通，直接移植
他們的技術，或是培養一些政府需要使用的
技術和系統，這都能加速國內無人機產業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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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病症資料、漢唐公司熱像儀技術，以及陽

投入上億資金，加上許多人的心力，發展

明醫工所演算法分析技術，建立了 260 件臨

出這種全世界領先，沒有競爭者的檢測設

床案例乾眼症的資料庫，發展出更可靠的電

備。」

腦輔助診斷系統。

科技部於 2016 年 4 月 20 日特別舉行了

研究團隊從臨床研究證實：淚膜熱影像

記者會，與會全體都為這項領先全球、造福

的破裂區就是傳統淚膜螢光影像的破裂區，

乾眼症族群、具有學術價值和產業效益的成

也證實熱像降溫的程度能對比到淚水分泌

果歡欣鼓舞。

量。而淚膜破裂的時間長短，可代表淚膜的

張博士表示，非接觸式紅外線熱像檢測

穩定度，顯示紅外線熱像偵測方式具有取代

還能朝白內障、青光眼、針眼、角膜炎的檢

傳統螢光影像檢測的能力。研究團隊還發

測開發。由於在乾眼症的臨床試驗相當成

現：紅外線熱像儀能透過非接觸的方式，篩

功，為往後的各種開發確立了良好的基礎。

檢會造成乾眼症的眼板腺油脂缺乏症狀，是

眼科相當複雜，需要特殊的技術和儀器

一項友善的乾眼症檢測方式。

才能檢查出真正的病因，也需要發展先進友

電子資通領域

優異性能新穎結構氮化鎵高功率 p-i-n 二極體之研製

本計畫榮獲科技部工程司 103 年度「產

善的檢測儀器。張歐博士，彷彿再一次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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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成果傑出獎」。在獲獎一年半之後，直到

自己紅外線科學家的穿透力，看出混沌市場

超高速（115.2 Gbps）可見光雲端伺服器通訊系統

取得美國專利和上市許可，主持人江惠華教

表象後的路徑，信心十足的說：「因為全世

空拍攝影移動物偵測暨追蹤技術

授才綻開笑容。科技部工程司張嘉恒科長肯

界都缺這種裝備，是有潛力的開發方向。」

定本計畫的成果完整發展，一路走到產品

新型光子晶體發光元件之研製

端。江教授強調：「跨領域合作很重要。」

獲上市許可及美國專利
乾眼症的患者有福了！漢唐集成公司的
「非接觸式淚膜熱像儀」，已於 2013 年通
過美國 FDA 510K 認證，2015 年通過中華
民國 TFDA 第二等級醫材認證，並獲得上
市許可以及美國專利。目前亞東醫院已經使
用本設備，幾所大型醫院亦正與公司洽談導
入中。
張歐副總說：「這是健康的醫療器材，
對世界有貢獻。我們公司因此在過去十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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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性能新穎結構氮化鎵
高功率 p-i-n 二極體之研製
資料提供／計畫團隊

文／張萬珍

圖／鄭憶雯

計畫基本資料

編號：MOST 104-2622-E-007-015-CC2
執行單位：國立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吳孟奇／謝光前
參與人員：李鎮宇（晶電）、張永富、廖健嵐、蔡至廷、游家睿、盧俊佑、蔡宜珉、
陳泓均、張鈞凱、劉冠毅、林彥德、蘇裕恒、吳宜郁、王喻柏、陳昶達
合作企業：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本計畫完成後特性最好的元件電性圖，崩潰電壓超過 800 V，巴利加
優值超過 1.5 GW/cm2

永續發展是現今社會的重要課題之一，
綠色能源的開發更是在工業化與環境保護之
間取得平衡的較佳方式。近年來寬能隙氮化

（左起）：李鎮宇博士、謝明勳副總、吳孟奇教授、游家睿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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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二極體的開發。

▎世界紀錄

鎵材料（GaN）的相關研究及應用範圍正在

功 率 二 極 體（PIN Power Diode） 是 功

快速的發展當中，優異的光電轉換效率、高

率模組內不可或缺的元件之一，例如車用的

臨界電場以及高電子遷移率的材料特性，使

功率元件需要以二極體結合電晶體，做成反

其在功率元件及模組化的應用有著指數性的

相器。以電動車對應的電控模組為例，要

成長。

求功率二極體的逆偏耐壓特性最低需要承

吳孟奇教授說，現在產業界做三五族和

受 600V 的電壓。在本次計畫執行前，國內

LED 的公司，都想要開創第二春，所以這

市場尚沒有其相關功率元件產品，經過一年

次和晶元光電找到了「功率元件」的出口。

的開發後，團隊使用晶元光電所提供的沉積

功率元件的應用很廣，小一點功率的可以用

在藍寶石基板之氮化鎵磊晶片，可以穩定

在冷氣機和冰箱裡，大一點的可以用在汽

製作出多種逆向偏壓的規格，包含 600V、

車。由於車用是最大的市場，所以這次透過

800V、1000 V 的功率二極體，其電特性表

科技部工程司的產學計畫，聚焦在車用高功

現為目前成長在藍寶石基板的功率二極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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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紀錄保持團隊，再更進一步，請晶電公司

發的游家睿同學表示，製程的經驗和技術是

間的演進之後，其技術的成本是可以往下

將元件封裝後重複驗證，相關特性依然保持

實驗室的強項之一，輔以完整的設備，做實

降的。」

相同水準，對於商品化的規劃更加有利，為

驗相當方便，效率又高。

謝副總表示，晶元光電的 LED 曾經是

從矽基元件轉換到 GaN 元件還要克服
很多問題，謝副總認為，能落實到車用應該
是五到八年之後的產品，最有用的應該是在
電動車，或是捷運和電廠。

本次計畫重大突破之一。第二年，計畫團隊

在半導體產業，「先搶先贏」，時間也

世界第一，現階段則以寬能隙氮化鎵材料

規劃崩潰電壓要達到 2000 V，目前已經達

是金錢的一部分。在元件的開發製程上，吳

（GaN）再創生機。他指出，這種工業元件

謝副總說明，在和學界合作的過程中，

到這個目標，同時也在朝第三年的目標研究

教授提供很多的參考文獻，觀摩別人的作

的材料非常節能省電，不比 LED 差，現在

一方面開發出成品，一方面發展出技術，這

中。晶電公司研發中心謝明勳副總經理表

法，分析出其優點，加以學習，製作完成之

美國能源局和大陸都將這種開發列為國家級

些技術會先應用到公司現有的產品之中，成

示，這個計畫執行得相當成功，公司願意再

後，如果發現可以再優化的地方，學校也會

的計畫，希望台灣能重視這種材料的發展和

品則持續進行評估。「當吳老師這邊做到了

支持第三年的開發。

和晶電討論，看能否修改磊晶片的規格。

應用，公司也在幫國家爭取一席之地。「由

世界第一，公司就去看看有哪些產品會應用

在本計畫執行第一年間，透過多種關鍵

「這樣相輔相成，很成功的做出高品質的元

於台灣的資源較少，我們在世界上做競爭

到，分析有哪些應用，然後規劃產品。我們

技術的整合，團隊成功製作出巴利加優值

件。」吳教授表示，雙方要配合得很好，而

時，不能單打獨鬥，需要群策群力，所以聯

就做出這些產品，送樣給客戶，普通都要來

（BFOM） 超 過 1.5 GW/cm 的 PIN 功 率 二

且品質都要到達很好的規格，才會有領先世

合學界和工研院一起開發。我們以前都是自

回三四次，可能要三年之後客戶才認為可

極體。巴利加優值為現今評斷功率元件優異

界紀錄的成品出來。

己埋頭苦幹，現在覺得必須要多方合作，用

以，五年之後才會量產。我們很高興有這樣

最快的速度搶得市場先機。」

的合作夥伴，大家一起努力。」

利用 TO can 方式封裝後的元件，保有相同的特性

計畫執行得相當成功，公司願意再支持第三年的
開發

2

的一種標準，其定義為逆偏崩潰電壓的平方
2

為了更進一步完善新材料的研究與元件

除以順偏導通電阻 VB /Ron，不但全數查核

的判斷，學校方面已購置一台高功率量測儀

點皆達標，其元件特性甚至超過截至 2015

器。

2

年 的 世 界 紀 錄 0.9 GW/cm 。 將 其 利 用 TO
can 的封裝方式驗證，確定元件依然保有相
同的電特性，已經達到可以應用在電動車功

晶元光電研發中心李鎮宇專案處長表

率模組的相關規格。在論文著作方面已發表

示，他從進入公司就堅持和推動寬能係氮

3 篇國外期刊論文及 1 篇研討會論文，已申

化鎵材料（GaN），從市場現勢判斷，這

請 1 件國內專利。

個領域不會變成一廠獨大的情形，例如日

▎協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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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看好

本因為不想讓其他的廠商獨大，目前也努
力在發展 GaN。由於晶電原來就在做小功

吳孟奇教授表示，這次所開發的二極體

率的 GaN 產品，因此規劃評估中的較大功

有一些特殊的結構，除了需要先進的半導體

率產品就委託學校和工研院來開發，希望

製程搭配，磊晶製程更是佔有至關重要的角

未來時間到時，能夠推出，在市場上做競

色。由於晶元光電公司在磊晶方面已深耕

爭。他說：「假如我們公司的佈局成功，

二十幾年，能提供極高品質的磊晶晶片給學

當時間點到時，我們會變成 GaN 的領導廠

校的實驗室使用。在計畫中負責元件製程開

商，這種元件的市場不會消失，經過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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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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射投影機的光源模組中，其波長轉換

高。這時，有朋友介紹彩光科技的總經理來

元件目前係以螢光粉混合於矽膠，塗布於金

學校拜訪他，希望把玻璃螢光體的技術應用

屬色輪圓盤上，稱之為「螢光色輪」。搭配

到公司新產品之白光投影機光源模組，再配

藍光雷射的激發，產生光色轉換，形成寬頻

合德州儀器公司正在發展的相關技術之高功

可見光的光譜。但矽膠材料的螢光色輪耐熱

率投影機光源模組，讓學界的研究成果帶動

編號：MOST 104-2622-E-005-015-CC2

度不高，其玻璃轉移溫度（Glass Transition

了產業升級。鄭教授欣慰的說：「成功點就

執行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

Temperature，Tg）為 150℃，限制其壽命。

是我們有獨家的核心技術，而別人沒有。」

資料提供／計畫團隊

文／張萬珍

圖／鄭憶雯

計畫基本資料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鄭木海／光灼華、施明昌、陳俐吟、蔡俊欽
參與人員：鄭韋治、張晉凱、謝文軒、郭懿尹、黃志琦、黃翊中、顏俊良、李俊逸、
徐宜君、陳季禾、盧彥碩、吳守陶、蔡閎祿、蔡立忠、黃柏維、韋秀逸
合作企業：台灣彩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彩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高功率雷
射光源模組應用產品公司，於 2009 年正式

▎突破極限

跨入 LED 及雷射光源領域，公司產品為矽

研究團隊透過玻璃混合螢光粉燒結

膠螢光色輪及下游光電產品應用。公司在

方 法， 製 作 低 溫 玻 璃 螢 光 體 色 輪（Tg：

2000 年初和美商德州儀器公司（TI）進行

568℃），此低溫玻璃螢光色輪應用於雷射

一項合作案時，察覺到市場上需要更高可靠

投影機光源模組可承受高熱，具高可靠度

度的螢光色輪，於是透過介紹，與已經擁有

功能。此模組的製程溫度由 850℃降低為

這種關鍵技術的鄭木海教授團隊合作，將原

700℃，可有效減少 SiO2 擴散至 Ce:YAG 螢

本屬於 LED 領域的關鍵技術進行延伸。

光粉及量子效率由 36% 提升至 60% 以上。

鄭木海教授所主持的一項能源國家型科

玻璃螢光體於高溫加速老化測試下（1008

技計畫正是研究高可靠度玻璃螢光體在高性

小時），其流明衰減均小於 3%，相較矽膠

能 LED 白光照明模組的應用，計畫執行結

螢光體，於 150℃玻璃螢光體熱穩定性提升

束之後，正不曉得要如何應用，如果用到

5 倍，於 250℃提升 10 倍。

LED 上，因為產品屬低價位，實用價值不

參與計畫的鄭韋治博士及張晉凱博士已
進入彩光公司服務。張晉凱從碩士班時期
就在鄭老師的實驗室，當時做的是高功率
LED 的可靠度測試。博士班期間，持續進
行玻璃螢光體的開發，前兩年進行在高功率
LED 的應用，但產業界不看好玻璃螢光體
用於 LED 的可行性，讓他好焦急。幸運的
是，彩光公司來實驗室參觀，提出把玻璃螢
光體應用到高功率投影機的雷射光源模組，

採訪合影：計畫主持人鄭木海教授（左二）、彩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志峰執行長（右二）及張晉凱博士
（右一）、中興大學光電所劉浚年博士（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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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玻璃螢光體色輪實品

帶來新出路，他開懷的說：「使我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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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光科技公司廠房景象

頓時又看到希望。」
剛開始合作時，因為 LED 使用的玻璃
螢光體和投影機所用的規格、尺寸和配方都

▎台灣之光

不一樣，研究人員得「挑戰自我」，想辦法

此玻璃螢光體色輪模組由台灣彩光科技

改進。另一方面，由於客戶要求產品趕快上

生產，已獲德國 OSRAM、美國 TI 、日本

市，時程壓的緊，公司和學校兩邊同心協

CASIO 及國內中強光電、捷揚光電、明碁

力，朝著目標前進。

等公司的訂單。目前在高功率雷射光源模組

張晉凱說，同時接觸學術界和產業界，

的部分已成功打入市場，在投影機和高階商

參與公司從產品的材料開發到真正商業化和

用投影機部分已成功量產，每月產值超過 1

產品化的過程，看到更多人事物，感覺獲益

千萬台幣，年產值預期超過 2 億台幣。目前

良多。

在應用高可靠度玻璃螢光體於智慧雷射車燈

博士班畢業後，公司延攬了張晉凱，持
續研究開發和商業化。進入公司後，他更了

「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電子

要「一枝獨秀」就能成為市場上的贏家。但

資通領域先導開發型計畫簡報特優獎」。此

是，他們也認識到，一種好的產品，不會只

玻璃螢光體色輪模組產品為台灣彩光公司贏

有彩光去做，接下來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會有

得第 19 屆 2015 年亞洲科學園區協會首獎，

人做這些產品。

以及 2016 年中科優良廠商創新產品獎。王

彩光的邏輯是，由於自身已經經歷了一

執行長說，因為這項產品的潛力相當大，應

段調整，等其他公司有相同的產品時，彩光

用性現在也漸漸開發出來，還有中東的國家

已經把性能做得比人家好，還是保持一段的

邀請彩光科技去設廠。

優勢；等別人經歷一段時間把良率和性能調

彩光公司將推動成立「台灣彩光雷射光

上來時，彩光又把玻璃螢光體模組做得更便

源投影機有限公司」，為國內第一家自製玻

宜了，還保持一樣的優勢，等別人也做到一

璃螢光體模組應用於雷射光源投影機的公

樣便宜時，彩光公司又再升級。

司，藉以大幅提昇國內固態光源關鍵性元件
與照明模組的競爭力，進軍國際。

▎持續領先

從過去到現在，彩光科技公司的研發人
員始終努力不懈，為持續領先而競競業業，
公司充滿信心，在市場上，始終能夠維持一
年到兩年的技術領先。

王執行長分析，初期開發高可靠度玻璃

來希望整個模組能打進歐美的市場。
彩光科技王志峰執行長表示，這項計畫

經到了極限，進了公司之後，是突破極限。」

的成功，得力於當時市場上對於高可靠度的

張晉凱也負責處理客訴，「東西有問

玻璃螢光體色輪模組已經存在需求，而不是

題，我們就要想辦法改善。」他說，從處理

另外創造出全新的需求，加上學界及業界之

客訴的經驗再反饋回來，就能探究如何改善

間的結合，所以能成功的商品化和量產。

這項成果已獲得 5 件中華民國專利與 3

螢光體雷射投影機光源模組時，公司認為只

方面，公司已經和美國的車廠進行合作，未

解要如何改善產品的缺陷，「以前是覺得已

產品或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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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美國專利，充分保護研發技術與產品。

項產學合作計畫榮獲 2016 年科技部工程司

學界團隊與台灣彩光科技公司簽訂二件
技術轉移合約，技轉金額共 215 萬。而本

計畫主持人鄭木海教授（右）代表領取科技部工程
司「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電子資通
領域先導開發型計畫簡報特優獎」，由前國科會工
程處李清庭處長（左）頒獎

台灣彩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榮獲 2015 年亞洲科學園
區協會首獎合影：（左起）中科管理局局長陳銘煌、
台灣彩光科技執行長王志峰及總經理張永朋、ASPA
理事長 Dr. Hirohisa Uchida（中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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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速 ( 115.2 Gbps) 可見光
雲端伺服器通訊系統

在可見光通訊領域擁有高人氣的呂海涵
教 授 和 研 究 團 隊， 於 2014 年 4 月 16 日 在

資料提供／計畫團隊

文／張萬珍

圖／鄭憶雯

▎劃時代技術

計畫基本資料

Gbps）可見光通訊傳輸系統」。這項技術

在科技部工程司產學計畫經費的支持

以紅光雷射光作為可見光通訊系統的光源，

下，呂教授團隊和全宇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合

編號：MOST 103-2622-E-027-031-CC3

不但傳輸速率高達 10 Gbps，且在空氣中自

作執行了「超高速（115.2 Gbps）可見光雲

執行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所

由傳輸距離可達 17.5 公尺。舉例來說，一

端伺服器通訊系統」計畫。該公司看好未來

主持人：呂海涵

部 1.5 小時的電影容量大約是 4.5 Gbit，在

雲端通訊的市場，和呂教授團隊運用 8 顆紅

參與人員：朱建安、吳昌任、何俊明、楊子毅、陳柏睿、盧廷傑、林宏憲

超高速率 10 Gbps 可見光的傳輸下，僅需約

光 雷 射（VCSELs, 670-680 nm） 及 MIMO

合作企業：全宇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0.45 秒的時間即可下載完成。

多 工 技 術， 藉 由 自 由 空 間 WDM 光 分 波

呂海涵教授（中）與全宇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吳孝文協理（左三）及實驗室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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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召開記者會，發表「超高速率（10

究團隊提出各式的合作需求。

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研發團隊提出利用紅

多 工 機 制 傳 送 14.4 Gbps/6 GHz 16-QAM-

光雷射光來建構超高速率可見光通訊傳輸系

OFDM 信號，成功建構了自由空間 8 通道

統，本研究突破了可見光通訊系統 「傳輸

可見光分波多工超高速率可見光通訊傳輸系

速率」及「空氣中自由傳輸距離」 的兩大

統（14.4 Gbps/Channel × 8 Channels = 115.2

瓶頸，國內外多家媒體均重視報導，在學術

Gbps），使可見光傳輸速率達 115.2 Gbps。

界與產業界引發迴響，許多公司向呂教授研

全宇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吳孝文協理表

紅光雷射光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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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增加產值達上億元。

超高速（115.2 Gbps）可見光雲端伺服器通訊系
統發射機雛型

超高速（115.2 Gbps）可見光雲端伺服器通訊系統接收
機雛型

呂海涵教授表示，如將無線傳輸技術

競賽，以「A 400 Gbps/100 m FSO link with

取代現有的有線傳輸技術，以可見光取代

DWDM/SDM technologies and doublet lens

傳統微波方式，使用自由空間進行光信號

scheme」獲得「105 年度全國工程論文競賽

傳輸，對於使用光 / 電纜於重量及高速資料

第二名」。

傳輸上所產生的熱源等問題也就能迎刃而

透過此計畫的成果共計發表了 6 篇國內

解，並將為網路產業帶來新一波的通訊改

研討會論文、5 篇國際研討會論文、及 14

革商機。

篇 SCI/ SSCI 論文，同時提出 9 項中華民國

他強調，超高速（115.2Gbps）可見光

專利申請，目前已獲得 5 項中華民國發明專

雲端伺服器通訊系統具有 115.2 Gbit/s 高頻

利，其中「一分波多工自由空間光傳輸系

寬、高保密性、低成本等優點，提供免費和

統」專利，更獲得 105 年「國家發明創作

無電磁波干擾等優勢，既能彌補微波無線通

獎」發明獎金牌。

訊的不便及無線頻寬不足等問題，且具備無

▎超凡入世

示，採用呂教授團隊發展出來的可見光傳輸

在紅光 VCSEL 調變技術方面，同時獲

系統，其傳輸效果顯著優於現有的系統。全

得「從伸科技有限公司」與「達運光電有限

宇智慧為企業提供「E.T.A.M 情境式職能測

公司」青睞，分別以技術移轉（2.5 Gbps 高

展望未來，研究團隊將藉由整合高速寬

想法，可以寫專利和論文？他說：「就是要

評」服務和教育類的心理測評服務，展望未

速可見光通訊傳輸系統）及產學合作（50

頻光纖網路與高速可見光通訊技術，使高速

多看人家做的研究，要常讀學術論文，讀最

來推展業務，擴大客戶群的願景，需要以高

m/30 Gbps 超高速可見光通信傳輸系統）方

傳輸速率能緊密綿延至光通訊網路的最後一

新的科技報導，讀多了之後，想法就會源源

速的伺服器迅速傳遞多媒體影音的資料，公

式進行合作。

哩，提供雲端機房與使用者高速寬頻且具有

不絕，如果不讀，就永遠沒有新的想法。因

高速無線的網路服務，滿足未來高速傳輸相

為人通常都是垂直思考，看別人的研究時，

關技術的要求。

可以得到水平的伸展，因此除了深度之外就

司積極和呂海涵教授團隊合作。吳協理說：

研究團隊以可見光通訊技術為基礎，由

「如果伺服器的速度不夠快，公司未來的發

可見光波段衍生到光纖通訊的 1550 nm 非可

展也會受限，感謝呂教授以專業和構思協助

見光波段，與「良儀科技有限公司」和「從

我們，衷心盼望繼續和他合作，希望能跟隨

伸科技有限公司」分別進行技術移轉（有線

他，帶動公司的成長。」

電視 1550 nm 非可見光傳輸系統）及產學

在開發此計畫的同時，所衍生的 M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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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參與 2016 中國工程師學會學生分會論文

合作（光纖 / 非可見光通信傳輸系統）。

線傳輸的能力，能免除多而複雜的牽線等問
題。

▎超越群倫

常有人問呂教授為什麼會有那麼新穎的

有了廣度。比較廣之後，就能擷取人家的利
基，思考如何應用到自己的領域。」

在本次獲獎的應用型產學計畫中，培

他也強調，要做出兼具學術和產業價值

育實驗室學生及投入計畫的企業人員，共

的研究，基本功要夠紮實，在光纖通訊中，

多工技術受到「展翔企業有限公司」青睞，

呂 教 授 計 畫 團 隊 統 計， 從「 超 高 速

計 培 育 1 名 博 士 生、5 名 碩 士 生、2 名 企

要很了解各種元件的特性，才能靈活應用。

以此技術為基礎技術移轉「基頻 / 微波 / 毫

（115.2 Gbps） 可 見 光 雲 端 伺 服 器 通 訊 系

業派員及企業增加就業人數 1 名，並組成

例如可見光通訊，如果很了解雷射光，又有

米波 / 有線電視四頻混合信號傳輸系統」給

統」產學計畫共衍生 3 項技轉移轉和 2 項產

Super LiFi 團隊參加 2015 經濟部搶鮮大賽，

光纖通訊的背景，就會知道雷射光可以用到

該公司，更獲得 105 年資訊月「百大創新產

學合作，授權金共計達 300 萬元，讓合作企

以「20 Gbps 高速可見光通訊 / 資料傳輸暨

通訊上。

品獎」。

業共計產出 11 項新產品，衍生 8 項商品與

交換系統」獲得「搶鮮大賽佳作」，同時

呂教授至今仍時常研讀學術論文，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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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業務，提供服務，為眾人的生活帶來

強調，年輕時一定要動手實做。「我當學生

展，看到呂老師實驗室有完整的設備，很多

在教學方面，他深知實驗不可能盡如人

時什麼事情都自己做，自己摸，所以擔任領

都是業界公司在使用的，肯定所學能和產業

意，所以要透過不斷互相的討論，才會階段

導者和管理職務時，能夠指導基層的研究人

接軌，毅然投入門下。他在碩一時學習光通

性慢慢地完成。呂教授習慣列「待辦事項清

這些精彩和感動，帶來許多的感謝、支

員，因為這東西你摸過，知道它的特性。」

訊知識和技巧，以及訊號處理和傳輸的方

單」，會不時查核學生的實驗進度，久而久

持、和崇敬。談起和電子領域結緣的經過，

碩二的何俊明同學有心要跨領域學習，

式。談到能參與呂老師一項新穎的遠端腦波

之，學生都知道老師會追蹤實驗進度，碰到

呂 教 授 帶 我 們 穿 越 時 光， 回 到 民 國 70 年

看到呂老師實驗室得獎多，計畫多，毅然

操控技術開發，他的雙眼燃燒著夢想的焰

困難，即主動報告。

代，那是舊書攤、電子零件專賣店、通訊和

投入門下。他目前負責水下光通訊的技術，

光。

更多精彩、更多感動。

呂海涵早年任職於中華電信研究所期間

電腦設備林立的台北光華商場商圈，就讀建

除了和老師及學長琢磨發射端的頻寬和傳

呂教授收學生不挑背景，按先來後到的

隸屬「光纖到家（Fiber-to-the-Home）」專

國中學的呂海涵和幾個同學常到這邊尋寶，

輸速率的關鍵技術之外，也花了很多時間

順序，但特別注重學生的生活教育和良好規

案開發的小組，他負責光發射和光接收的部

購買些電子零件和套件來組裝，將零散的個

來練習對光的「手感」，以巧手將巧思展

律的生活習慣。「生活上的事我盯得很緊，

分，當時需要突破光通訊的速率，由於方向

體組織成具體有功用產品的過程，觸動了

現出來。

這方面沒得討價還價，如果能接受，就能進

正確，一做就做出了全世界最快的速率。他

他，確定電子領域將是志趣所在。

我的實驗室。」

一直深耕光纖通訊相關的研究，直到三四年

毅然投入了三十多年，呂海涵轉換過不

前，從光纖通訊旁支出來到光通訊領域。當

同的位置，不變的是踏實、執著、投入，充

人們驚歎於超高速可見光傳輸系統所能給出

滿好奇心和想像力，真誠待人處世的品格。

的清晰畫質，體驗前所未有的傳輸效率時，

在每個位置上，他都能帶領團隊，做出超水

呂海涵教授和研究團隊投注心力的研發成

準的成果，凝聚各方的人氣，為眾人的生活

果，擴展了人們的想像力，讓產業更有效率

帶來更多精彩、更多感動。

碩二的楊子毅同學希望朝光通訊領域發

碩二的楊子毅同學（前）展示超高速可見光傳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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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拍攝影移動物偵測
暨追蹤技術

空中攝影對地面移動物偵測是一項重要
且尖端的技術，主要應用於偵測、救災、軍

資料提供／計畫團隊

文／張萬珍

圖／鄭憶雯

事等領域，如：空中車輛追蹤系統、空中搜
救偵測系統、無人飛行載具的視覺系統、森
林火災偵測等狀況。

計畫基本資料

編號：MOST 103-2622-E-151-016-CC3

陳昭和教授表示，目前市面上還沒有空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拍攝影移動物偵測和追蹤的相關產品，相關

主持人：陳昭和

技術仍有許多挑戰待克服，因此研究團隊主

參與人員：焦在麒、伍健和、馮凱偉、郭志賓

要開發一種對空拍視訊的地面移動物偵測及

慧型影像系統部王傅民資深工程師說：「陳

合作企業：晶睿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追蹤的技術，可嵌入一般空拍攝影系統的視

教授研究團隊研發的這項行動載具的視訊技

覺系統，有效及時地偵測出地面大部分移動

術，幫公司的產品注入全新的活力，現在公

物。這項技術可協助國內發展無人機運輸產

司擁有固定式和移動式的視訊技術，客戶要

業、智慧空中搜救產業、智慧空中安控與防

什麼我們都能提供，對我們在業界的競爭力

恐產業、以及智慧軍事無人機產業等，將可

幫助很大。」

自動協助空中監視作業以節省人力成本，提

晶睿通訊公司已多年來和陳教授研究團

高運輸與搜救成效，嚇阻及降低犯罪率，提

隊有合作技轉案，包括：2014 年「移動載

升智慧化國防武器技術，並可激發與促進空

具視覺之多移動目標偵測技術」、2015 年

中智慧載具產業的發展。

「快速移動載具視覺之畫面穩定技術」、

研究團隊的目標是在未來能完整的擁
有空拍偵測系統的專利地圖，目前已通過
「I496115 移動攝影機之畫面穩定方法」和
「I509568 偵測多移動目標之方法」兩項台

陳昭和教授（中左）和晶睿公司王傅民資深工程師（中右）、參與計畫的主要人員焦在麒畢業生（左）、實
驗室學生伍健和同學（右）

52

自行組裝的空拍機是重要的模擬實驗工具

2016 年「運動模糊視訊畫面之即時清晰化
技術」。

▎前瞻無人機應用

灣發明專利。計畫團隊更研發出能將運動模

陳昭和教授早年在臺灣大學念博士班，

糊畫面清晰化的方法，獲得多項教育部主辦

當時就開始承接業界公司的案子，補貼生活

及全國電子競賽大獎，也發表了國際研討會

費。因工作能力深獲公司肯定，畢業之後，

和期刊論文。

回到南部任教職，仍繼續擔任公司的顧問，

近年來安控產品中已漸漸地加入智能的

這樣南北奔波了二三十年，經歷過一年搭

模組，面對競爭白熱化的市場，晶睿通訊公

一百多次飛機、火車、公路交通的日子。「長

司以硬體結合軟體和後端加值服務的「垂直

期做產業的顧問和研究案，了解到產業發展

整合」策略，來提高公司產品的競爭力。智

需要的研究，那些主題比較實用，以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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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生從實作中學習，達到學用合一。」

究以移動式攝影機去抓取行人臉部的技術，

入多少資源，如果公司覺得負擔太重，就不

未來可以應用在巡邏機器人的視覺系統上。

會投入創新技術的開發，長遠地來看，這讓

陳教授舉例說明這項空拍視訊偵測追蹤

焦在麒在學時參與了這項計畫，研究如

技術的可能應用，例如嵌入空中配送物品的

何從空中偵測地面上的移動物。他從查閱論

無人機，在飛行過程中就能同時偵測地面人

文開始，思考可能的研究方式。剛開始做研

物和車輛的活動情形，並及時處置與回應；

究時，空拍機還不普遍，他曾經在曬衣桿前

王傅民大學念數學，研究所念統計，在

如果應用到交通監控系統的無人機，就能偵

端吊掛一台攝影機，從三四層樓的高度往下

演算法大行其道，能開發出各種新型應用的

測地面車輛的流量，並即時回報交管中心；

拍攝同學行進的畫面，藉以模擬空拍的畫面。

安控介面，他憑著基礎科學的根柢和對安控

王傅民說，在科技公司裡最貴的就是研

若應用至空中搜救偵測系統的無人機，就能

後來，實驗室有了些經費，他們才入手

產業的熱情，在安控界七年，不斷累積實

發，但還是得做，才有競爭力。「如果永遠

偵測地面活動人物，並即時地回應搜救中心；

符合實驗需求最低規格的無人機，再購買攝

力，終於進入晶睿。他半開玩笑的說：「要

是在做舊的、別人已經做好的東西，就永遠

而如果應用到軍警安防監控系統的無人機，

影機，自行組裝成空拍機，到各處拍攝測試

換到第三間才能換到這麼大的公司」。

只能吃這個市場的一點點屑屑。」

就能隱密地偵測與追蹤鎖定地面的人物和車

的影片。焦在麒說：「有時候一開始飛上

王傅民說，在物聯網的時代，影像是任

他指出，公司的首要考量是「營利」，

輛目標，即時回報安防中心；如果應用到軍

去，但不知道要怎麼讓它下來，不小心摔機

何領域都需要的資源，包括監控、空拍機、

以及提升產品的能見度和競爭力，當學校有

事國防的無人機，就能偵測敵方人物車輛的

的話，上面還有攝影機，很心疼啊！」他很

機器人、軍事、醫療等方面，都需要有演算

更多的資源，得以做出公司能快速技轉、開

活動情況；如果應用到武裝無人機，則可偵

慶幸當初做研究時能有組裝空拍機的經費，

法背景的人才，有影像背景的同學，就業時

發成產品的成果時，公司就會想要繼續和學

測遠處敵方人物車輛並作為炮彈射控系統的

才能進行實作，產出符合公司期待的成果。

具有相當的優勢。

校合作。「這是互為因果的，如果學校端有

尋標器。這些都是具前瞻性的無人機應用產

陳教授說，模擬實驗需要花錢，到野外

陳昭和教授相信軟硬結合將能讓台灣的

更多的資源，做出來的成果就更可能會符合

業，可節省大量的監測人力成本，降低人員

研究，難免碰碰撞撞，修這個換那個，其實

資訊工業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積極帶領

公司的期待，公司就更願意持續地合作。要

傷亡，促進安控產業與智慧型載具的技術升

需要購買機器成本二到三倍的設備費才夠，

學生研究創新的主題。然而，產業界會務實

營造出提升競爭力的良性循環，政府需要有

級，也能提升智慧型國防武器自製率和技術

「如果我們想做出創新和有競爭力的成果，

的評估從開發到收成需要多久，公司需要投

更積極與適當的產學合作計畫投資。」

水準，更能推動新創無人機產業的發展。

是要投入更多資源。」這次受訪，陳教授想

▎實做出競爭力的投資
陳昭和教授選學生有兩個條件，第一是
要對影像視訊技術有興趣；第二是要肯下功
夫，學習寫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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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的運作。

▎互為因果

台灣整體的競爭力無法提升。陳教授希望學
校端能從政府的補助經費中多得到一些資
源，把開發案做得更完整，公司會更容易也
願意承接。

展現模擬實驗的情況，把無人機拿出來，發
現轉軸壞了，換個零件，又是 3000 塊。他
說：「模擬實驗需要成本，像我們這種到現
場實地試驗的，損壞的風險很高。」
焦在麒說，跟陳老師做研究比較偏向實

空拍移動視訊技術屬於高科技領域，他

務的主題，可以結合大眾化的實際應用，感

的實驗室對於前瞻技術的開發都是提早進行

覺很實在！而且，會寫視訊影像處理的程

研究，還要分段做，讓學生在碩士班兩年期

式，對就業很有幫助。

間逐步完成作品，配合計畫的申請，再讓後

他剛當完兵，正在找工作，也回學校指

來的學弟慢慢改良，以這樣的方式維持研究

導學弟，傳承經驗。伍健和同學的論文是研

左圖 以空拍機進行模擬實驗
右圖 晶睿通訊公司王傅民資深工程師談公司對產
學合作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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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光子晶體
發光元件之研製
資料提供／計畫團隊

文／張萬珍

圖／鄭憶雯

光子晶體雷射發光元件具有高度的發展

構對於光子晶體發光元件光學特性的影響，

潛力，可應用於高功率藍光發光元件、高功

共設計了蜂巢晶格、六角晶格及四角晶格等

率紅外光發光元件及紫外光發光元件，在日

三種光子晶體，製成雷射元件，量測分析其

常照明、指甲彩繪、美白效果、殺菌除臭等

特性。

計畫基本資料

方面都有一定的可行性，相關技術也能推廣

從量測結果中發現，蜂巢晶格光子晶體

編號：MOST 103-2622-E-009-020-CC3

至雷射投影機、高棚照明、氣體檢測等市

雷射有較低的雷射閾值（lasing threshold）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系（所）

場，增加企業的競爭力。

1.6 mJ/cm2，而這三種晶體的出光發散角度

主持人：盧廷昌

錼創科技由一群對於創新技術研發有高

極化程度分別為 86%、73% 與 70%。

參與人員：李衡、張廷源、徐閔正

度熱忱的半導體產業專家共同組成，他們希

合作企業：錼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望能研發門檻高的前瞻技術，為台灣的半導

研究團隊進一步了解類光子晶體操作於

體產業做出貢獻。「藍光半導體雷射」的技

不同 Γ 模態時其雷射特性之差異，透過有

術門檻很高，世界上能夠量產的公司不多，

限元素法分析六個 Γ 態的理論雷射閾值，

尤其是台灣還沒有公司能夠研發量產，所以

數值分析結果說明了類光子晶體面射型雷射

錼創科技便決定投入藍光半導體雷射技術的

操作於低階 Γ 點模態的雷射閾值較高階 Γ

開發。

點模態的雷射閾值低。同時，研究團隊製作

藍光半導體雷射技術有很多種不同的形
式，其中面射型雷射和光子晶體雷射是兩個

了三個樣品，並量測其光學性質。實驗結果
印證了低階 Γ 點模態有較低的雷射閾值。

新穎的結構。盧教授的實驗室是國際知名的

最後，為突破電激發元件製作上的困

雷射技術研究團隊，除了首先開發出世界第

境，研究團隊成功地採用氧化銦錫披覆層替

一顆藍光氮化鎵面射型雷射，也做出光子晶

代傳統半導體披覆層材料，製作出波長 1.3

體型的雷射，於是錼創科技與交大展開合

微米的室溫電激發砷化鎵光子晶體雷射，

作，共同深入技術開發。

此元件的發光波長約 1.3 微米，可用於通訊

盧教授表示，光子晶體雷射是相當前瞻

光源，雷射閾值約為 210 A/cm2，且此雷射

的學術研究題目，而錼創科技公司擁有先進

元件可在 323K（即攝氏 50 度）的環境下操

半導體磊晶與製程的技術，雙方的目標一

作。雷射波長紅移率約為 0.1 nm/K，說明此

致，於是以產學計畫的方式合作，希望能夠

元件有良好的溫度特性。這些數據與研究內

快速開發出產品。

容可作為往後設計光通訊元件的參考依據。

▎創新開發
（右起）盧廷昌教授、吳志凌先生、吳俊德先生

計畫團隊首先探討各種常見的週期性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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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約為 1.3 度、1.7 度及 2.2 度；且雷射光的

錼創科技吳志凌先生表示，公司的優勢
在於有先進半導體磊晶與製程的技術，結合
盧教授實驗室在雷射領域長期耕耘的經驗，

57

電子資通領域

兩方面互補，研發效率很高，成果豐碩。

▎尖端人才
博士生李衡及張廷源和徐閔正兩位碩士
生參與了這項計畫。李衡專職於磊晶結構最

探討各種光子晶體類型對雷射特性之影響

探討類光子晶體操作於不同 Γ 模態之比較

室溫電激發光子晶體雷射實作與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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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自己的知識背景，決定進修博士學位。
盧教授覺得他認真又聰明，公司也欣賞他積
極負責的態度。

▎探索之旅

佳化及元件製程整合，他透過 APSYS 模擬

計畫執行成果共發表 9 篇國際期刊論文

軟體分析各種氮化鎵材料磊晶垂直結構參數

及 7 篇國際會議論文，其中 4 篇為會議主辦

如：氮化銦鎵量子井的厚度，氮化銦鎵的

單位特邀演講，由此可見，這些成果受知名

成份比例對內部量子效率的影響以得出適

國際會議 SPIE Photonics West 與 ISLC 等會

當的磊晶條件。同時利用拉曼光譜（Raman

議的重視。

spectra）分析磊晶結構品質，並協助碩士班

本計畫成功地累積研究氮化鎵及砷化鎵

的學弟們進行蝕刻製程，將光子晶體結構整

光子晶體雷射的經驗，對相關技術延伸至其

合於樣品。

他具有科學性與產業性發展的材料有極大助

雷射特性量測實驗進行中

張廷源和徐閔正同學分別進行光子晶體

益。如設計並製作出光子晶體奈米結構以及

數值分析，設計適合的光子晶體結構並進行

相對應的光學量測系統及製程設備之操作，

視野，而不限於專門負責特定幾項產品，於

蝕刻製程，以製作出光子晶體。光子晶體元

未來將可製作更高效率的半導體發光元件，

是決定進入學術界，開發更先端的光電半導

件製作完成後，再透過光譜儀分析光學特

使發光元件的運用波段可以從紫外光延伸至

體的技術，也致力於培養台灣未來的光電人

性，量測相關電性與溫度特性。

紅外光等波段。如此將能對抗日本及美國的

才；在追求學術卓越的過程中，盧教授本著

在執行計畫的過程中，李衡必須熟悉量

專利封鎖，同時提升盧教授實驗室與錼創科

在業界服務的經驗，仍同時和產業界的一些

子物理與半導體元件物理，以配合軟體分析

技的雷射製程技術與設計能力，使台灣的研

公司密切合作。

磊晶結構參數，同時了解拉曼光譜量測原理

發能力晉升至世界一流國家，並且將相關技

錼創科技仍持續進行晶片的開發與量

及儀器操作方式。而碩士班同學在課餘時間

術和專利交互授權，或以合作方式與業界合

產，常和盧教授討論研發結果、繼續提升晶

須學習光子晶體的基本操作原理及學習數值

作，達成大量生產，進而降低雷射及其他光

片效率、信賴性等，此產學合作創造了學

分析軟體，並向學長學習蝕刻製程、光譜儀

電產品的製作成本，幫助國內企業增加市場

術、產業、人才培育三贏的未來。

及相關光學量測儀器的操作。

競爭力。

計畫完成後，李衡以此計畫所建立的技

盧廷昌教授在美國進修完碩士學位之後

術為基礎，進一步研究高發光效率的氮化鎵

返國，擔任友嘉光電公司磊晶部經理。進入

發光元件。他大學時就讀電物系，大三時到

公司之後，他想要了解更多和半導體雷射相

盧教授實驗室研究專題，做出了興趣，於是

關的學問，於是同時到國立交通大學進修博

報考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前，他想要更深入

士學位。畢業後，他仍然希望能拓展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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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科技部工程司 105 年度
「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
化材民生領域得獎名單

1. 先導開發型計畫（按獎項及姓名筆劃排序）
獎項

主持人

任職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獎項

主持人

任職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簡報特優獎

黃耀輝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所）

流體化床均質碳酸鹽結晶技術
處理工業廢水含重金屬之研究

萬年清環境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劉定宇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石墨烯奈米高分子複合物
於抗菌塗料之應用

誌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王泰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源工程研究所

三維雷射掃描在工程地質調查
計量化與座標化技術研發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蔡文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資源研究所

植物渣料製備醫藥用活性碳
之技術開發

威翰環保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李澤民

國立成功大學
口腔醫學科暨研究所

開發人工植體新穎表面處理技術
與生物功能性研究

慶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郭治平

明新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超高壓大流量噴射樁成效驗證
與工法精進研究

挺竣工程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張雍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醫療用鐵氟龍膜材親水化改質製程技
術開發與其於強化皮膚傷口
愈合之應用

美村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陳志堅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脂環族二酸酐與其聚醯亞胺
之合成技術開發

李長榮化學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陳谷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所）

以工業廢棄物鹼活化過硫酸鹽整治
受含氯有機物污染之地下水

瑞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陳智成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所）

多晶透明氧化鋁之粉體製備技術開發
Ⅱ－以廢鋁電解液製備高純度氧化鋁
微粉

晶越微波積體電路
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沈季燕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非侵入式表面聲波氣體感測系統
之研發

金萬林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林恩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中護健康學院美容系

超臨界萃取沉香機能性及美白成份
之技術開發研究

引光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林淵淙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研發新型木質燃料灰渣資源化
製成沸石以吸附廢水中重金屬污染
減量之研究

金鼎綠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連水養

大葉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具防汙、防刮、抗藍光、高穿透
多功能薄膜應用於可撓基板技術開發

立陽光電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曾以帆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所）

地工沙管應用於海岸保護

盟鑫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趙鳴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立體影像建模技術應用於隧道檢測

國峰科技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蘇進成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環境親和性二氧化氯殺菌液之製備

台灣可林生化科技
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陳三元

海報展示佳
作獎

陳文正

海報展示佳
作獎

楊明德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

磁操控複方藥物載體材料設計
及技術開發

滙特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植入與拔牙位置的骨床重建
- 骨填充材料的形態 , 組成 , 孔隙
與骨細胞互動之製程與相關技術研發

全球安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所）

整合運動偵測與全景影像
導覽系統之建置

日陞測量有限公司

2. 應用型計畫（按獎項及姓名筆劃排序）
獎項

主持人

任職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簡報特優獎

姚少凌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所）

建立利用冷凍乾燥之臍帶血血小板
濃厚血漿為基礎之造血幹細胞
體外增殖培養技術

再生緣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特優獎

陳世晃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冷拌再生技術應用於道路基底層
之工程性質評估與規範研擬

香港商維特根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簡報優良獎

江康鈺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新型加速碳酸鹽礦化反應系統
之關鍵技術開發與評估研究

集廣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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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科技部工程司 105 年度
「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
機電能源領域得獎名單

1. 先導開發型計畫（按獎項及姓名筆劃排序）
獎項

主持人

任職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獎項

主持人

任職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簡報特優獎

姚宏宗

國立中正大學
精密模具研究中心

次世代數位植牙與牙齒矯正產品
客製化設計製造系統

亞力士電腦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德芮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趙昌博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

下世代手機相機防手振伺服驅動
系統設計與驗證

力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特優獎

鄭志鈞

國立中正大學
先進工具機研究中心

進給系統運轉監控智能化技術之研發

上銀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林仲廉

健行學校財團法人
健行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所

新型模組化熱食自動販賣機之
系統開發與整合

帛鑫國際
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楊瑞源

國立成功大學
水工試驗所

離岸風場風機基座周遭局部地形
淘刷水工模型試驗與現地監測研究

永傳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林栢村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精微沖切模具沖頭刀刃失效
即時監控

榮陞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江昭皚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暨
研究所

太陽光電系統之產能提升技術及
雲端監控平台之開發

曜得資訊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翁紹仁

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真空濺鍍製程資源最佳化
之產能提升研究

凌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吳炳飛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

智慧影像分析在物聯網的應用：
智慧購物的技術研發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張志平

華梵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應用類神經網路與基因演算法於鋁
合金與鎂合金異種板料銲接參數最
佳化之研究

賀聯實業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吳嘉哲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所）

烘焙曲線追蹤系統與烘焙度監控系統

豐億光電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王金燦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以外部混沌馴化刺激技術強化
污水降解及產能效能

捷翰科技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鄭金祥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所）

瓩級史特靈引擎及其在太陽聚焦
發電應用關鍵技術開發

帆宣系統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王郁仁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微流體自動充填系統開發與製作

閤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莊正利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暨碩士班

高階全彩化學碳粉超音波輔助
乾燥製程之研發

藍海彩印科技
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陳奇夆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裸眼 3D 顯示裝置用之微柱狀
透鏡光學膜的開發及應用

朝隆電機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黃思皓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多訊源距離感測之穿戴式裝置應用
開發：以脈搏量測與手勢操控辨識
為例

台灣晶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劉雲輝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適用於中負載機台隔振之六
自由度主動隔振系統研究開發

基太克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賴慶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所）

燃料電池高效率反流器之研發設計

高力熱處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2. 應用型計畫（按獎項及姓名筆劃排序）
獎項

主持人

任職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簡報特優獎

曾光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研究所

創新式電弧植釘銲接技術研究
開發及其實務應用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簡報特優獎

賴盈誌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具自主飛行能力之輕量化
無人飛行載具系統開發

經緯衛星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自動化材料基因組模擬平台研發

達興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李玟頡

簡報優良獎

李家岩

國立成功大學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以資料探勘技術建構教育出版業
印量預測模型之決策架構

翰林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張國浩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所）

塑膠二次加工製程之統計模式與
穩健最佳化

員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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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科技部工程司 105 年度
「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
電子資通領域得獎名單

1. 先導開發型計畫（按獎項及姓名筆劃排序）
獎項

主持人

任職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獎項

主持人

任職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簡報特優獎

吳孟奇

國立清華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

優異性能新穎結構氮化鎵高功率
p-i-n 二極體之研製

晶元光電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宋啟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基於微處理機系統實現 PBike 公共租
用腳踏車物聯網技術與電力回充機制

掌宇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特優獎

鄭木海

國立中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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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優良獎

陳華明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

應用於高階面板及 D 類音頻放大器
之單電感正負壓輸出晶片製作

茂達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

產學合作計畫 - 應用型 - 車載通訊裝
置之整合天線開發

韋杰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黃雅軒

適用於手機之掌紋身份驗證技術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研究中心

低通道電阻氮化鋁銦場效電晶體
之研製

台達電子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沛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楊朝棟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應用雲端技術與巨量資料分析於
建構資料中心綠能管理平台

華楷光電通訊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朱正忠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以雲端運算為基礎之行動健康數據
巨量資料分析設計與實作

台灣資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施至柔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具側向光型調制功能之牙科
藍寶石光學探針的開發

鐳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范育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應用於智慧型電視之三維
自然使用者介面電路設計

彩飛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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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區控車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李大輝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暨研究所

應用於物聯網感測系統之規格可重置
式類比數位轉換器 IP 研製

鼎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張仲良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
機電工程系

科技蔬菜雲端栽培裝置設計與開發

凱傑林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簡報優良獎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海報展示佳
作獎
海報展示佳
作獎

陳科宏

綦振瀛

武東星

郭泰豪

陳彥霖

陳政寰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所）

應用於紫外光 LED 元件結構之
HVPE 氮化鋁厚膜開發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

下世代寬頻通訊之數位類比轉換器
前瞻技術研發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軟體發展研究中心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所）

全天候行車安全輔助系統之快速視覺辨識
技術暨其嵌入式多核心系統平台之研發
高光效能車用內嵌互動抬頭顯示
系統開發

隆達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
笙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億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創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 應用型計畫（按獎項及姓名筆劃排序）
獎項

主持人

任職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簡報特優獎

呂海涵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所）

超高速 (115.2Gbps) 可見光
雲端伺服器通訊系統

全宇智慧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特優獎

陳昭和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空拍攝影移動物偵測暨追蹤技術

晶睿通訊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陳彥均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
系

3D 電腦動畫用水彩風格渲染技術

宜誠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特優獎

盧廷昌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所）

新型光子晶體發光元件之研製

英屬開曼群島商
錼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海報展示佳
作獎

黃建璋

國立臺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功率元件之矽基板增強型 p-GaN/
AlGaN/GaN 高電子遷移
電晶體之電流崩潰改進研究

曜輝光電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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