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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為鼓勵學界
從事應用研究，並推廣「科技部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成果，增進產學交流，每年於 10
月和 11 月間，分為化材民生、電子資通、
機電能源三大領域，分別舉辦「產學研究計
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議」。
在這些會議中，邀請產學界專家及同儕
研究者對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成效進行考核，
並頒發獎項，獎勵成果優良計畫研究人員。
發表類型包括：先導開發型（含先導型、開
發型）及應用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分為口
頭簡報或海報張貼發表。參加者以舉辦日前
1 年內結案之研究計畫為原則。
其中，「先導型」是發展前瞻的技術或
知識，增加產業未來競爭力，屬於高風險、
高創新或需長期研發的先期研究產學合作計
畫；「開發型」係為協助產業開發核心應用
創新技術，包括合作企業對於特定技術或產
品共同創新開發的產學合作計畫；「應用
型」產學合作計畫則為培育計畫、執行機構
人才從事應用性研究計畫的基礎能力，結合
民間企業需求，並建構企業營運模式、提升
經營管理能力，增進產品附加價值或產出數
位內容應用加值的產學合作計畫。
舉辦這些活動的目的在於提供產學成果
交流平台，鼓勵學界積極參與產學計畫，協

6

助國內產業開發和建立關鍵技術，同時亦鼓
勵企業積極參與學術界應用研究，培植企業
研發人才，增進產品附加價值及管理服務績
效。
本輯所收錄的產學計畫成果簡介專文包
括高效太陽能鑄碇關鍵技術、新穎酵素及固
體觸媒酯化 轉酯化廢食用油製成生質柴油
技術、廣波域紫外光源微影製程設備之吸收
型衰減器關鍵元件、自由脂肪酸轉製生質酯
類之技術、應用於穿戴式裝置與物聯網之低
功率智慧型類比數位轉換器、第五代行動通
訊系統、長距離公共自行車租用系統暨電動
助力自行車無線充電技術、車載型單鏡頭視
覺之前車距離測量技術、非球面微透鏡陣列
應用於開發點陣列掃描式無光罩式微影機
台、全瓷義齒積層製造技術開發、階層式馬
達線上運轉狀態分析系統之研製、智慧型節
能控制盒開發與穩定性研究探討。
特別感謝得獎受訪的計畫團隊，衷心期
盼各界讀者從本輯中獲得知識、啟發、和靈
感，事業更成功。

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

司長
敬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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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 N 型高效多晶與類單晶
鑄碇關鍵技術開發

計 畫 基 本 資 料

編

號：NSC 103-2622-E-002-015-CC2，MOST 104-2622-E-002-008-CC2，
MOST 105-2622-E-002-002-CC2

備受工業界和學術界敬重的藍崇文教
授，是花蓮瑞穗的西瓜農家子弟，他從小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立定志向，要從學問立足。2016 年，國際

主 持 人：藍崇文

晶 體 生 長 學 會 (IOCG) 將 最 高 榮 譽 Laudise

參與人員：楊家福、林華愷、藍文杰、謝志辰、吳佑岑、藍健宇、劉以增

Prize 頒 給 他， 表 揚 對 太 陽 能 高 效 多 晶 矽

合作企業：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High-performance multi-crystalline silicon)
長晶技術的重大突破，與其長晶機理的分析
與模擬。
藍教授領導創新的「小晶粒技術」大幅
提升鑄碇良率與多晶電池效率，對全球太陽
光電產業、再生能源應用、增進人類福祉，
做出關鍵貢獻。
2017 年， 瑞 士 理 工 學 院 的 盧 契 卡 獎
(Ruzicka-Preis) 頒 給 了 蘇 黎 世 聯 邦 理 工 學
院 (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簡稱 ETH Zürich) 的施智仁博士。
他原籍彰化，在接受天下雜誌【換日線】專
訪中，提到在臺大化工系時表現平凡，碩士
尋找指導教授很挫折，只好成為「系所最嚴
格教授」的門徒，卻因此能習得嚴謹的研究
方法，培養攀升的能耐。
這位「系所最嚴格」的教授，是藍崇

藍崇文教授實驗室的「大字報」

文。研究室的牆上貼著數禎「大字報」，寫
著：多關心 ! 多鼓勵 !! 少責難 !!! 千千萬萬
藍教授在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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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晶 電 池 在 2011 年 的 平 均 效 率 是
16.5%，短短幾年，世界紀錄提升到 21.3%
(156mmx156mm)，產業因而迅速成長。
研究團隊發現，給予類單晶晶種大於三
度的傾斜角度，透過扭曲的位錯可以釋放熱

國際晶體生長學會 (IOCG) 將最高榮譽 Laudise Prize 頒給藍教授

不要發脾氣 !!! Good! Good!! Very Good!!!。

他堅信，「跟別人後面走，做不出好

藍教授的實驗室接軌工業界，進行高

東西。」與中美矽晶合作的產學計畫中，除

溫、高電流、高壓的作業，研究團隊持續檢

了高效多晶，也開發類單晶。曾經，大家都

討，處處以「大字報」來確保安全和品質。

希望把晶粒做大，晶界做少，控制電活性的

在這兒，「綠乖乖」不能放在實驗設備上

隨機晶界越少越好。但 2011 年，他發現不

方，因為，教授堅信做實驗不能靠運氣，必

是，應往小晶粒和高比例的隨機晶界發展，

須要相信自己，相信科學。

才能降低缺陷，提高品質，發展出「小晶粒

求學時，刻苦勤讀，求取佳績。當了教
授，持續和產業合作，讓自己理論與實務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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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決，就可能得到單晶，成本會比一般拉
晶便宜。
藍崇文一心想穩定家中經濟，但也喜歡
求知，自由的生活。他知足，惜福，說：
「相較於做工，念書太幸福了。」

應力，在對接處加上專利技術擋片，和晶種

翻開工專時「CPI 化學工業程序」的筆

間維持傾斜，即可避免晶種和晶種完美鍵結

記，工整寫著三十幾種化學工業的流程圖，

產生缺陷。

這科目靠強記，他背得分毫不差，「像工廠

矽晶是鑽石結構，有固定排列，也有對

一樣， 我學進去是什麼，出來就是什麼。」

稱性，研究團隊發現轉到某個角度時，對稱

母親的針車聲，陪伴著年少的藍崇文讀

性也很好，在類單晶方面，他們發現，長到

書，也因她淳摯的心念，給了兒女目標清

最後，應力還是會累積，所以現在類單晶的

楚的人生，知道「要怎麼收穫，就要怎麼

問題還沒能完全克服，產業界繼續努力，若

栽。」

技 術 」， 重 要 核 心 專 利 (TWI452185) 多 項
也獲得美、日專利。

茂。博士班開始作長晶理論，2001 年和業

長晶過程中，溫度梯度導致熱應力，

界科專合作時，已耕耘長晶理論十幾年。以

位錯呈幾何級數增加，使晶碇上部品質變

創新的長晶技術得到 Laudise Prize，藍教授

差，但隨機晶界是不完美鍵結，能釋放熱應

說：「因為我跟產業走得近，想法容易在產

力，於是，就用這種方法，讓晶碇既能愈長

業界實現，當然，要讓步才可能和公司長期

愈大，又能保持品質，提升晶碇的放大性

合作。」

(scalability)。

工專時「CPI 化學工業程序」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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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穎酵素及固體觸媒酯化／
轉酯化廢食用油製成生質柴油技術研發
與柴油車輛尾氣 PAHs 污染物鑑定

計 畫 基 本 資 料

編

號：MOST 105-2622-E-155-003-CC2

執行單位：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林錕松／吳紀聖、吳嘉文、黃郁慈
參與人員：江亞東、荷菈、范姜維亮、王彥涵、王正彥、張家豪、阮帆志、郭仁輝、鄭仁宇、
劉文成、陳子明、江娜桂、余哲瑨、林冠宇、李政泓、李承庭、杜米
合作企業：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油脂公司部分原料及產品樣品

（左起）吳嘉文教授、黃郁慈教授、王明瑞總經理、吳紀聖教授、李義發董事長、林錕松教授、駱衍龍品保
及研發經理、賴傳麒副總經理、曾立人特助

14

生質能源有許多種，此研究致力於第三

能和減少污染，使以微藻為起始物生產生

代生質能源，第三代生質能源的起始物為微

質柴油的反應，可以同時進行捕獲及轉酯

藻 (microalgae)， 透 過 捕 獲 (harvesting)、 破

化反應。研究指出生質柴油的產率最好為

壁或萃取及轉酯化 (transesteriﬁcation) 三個

97%，相較於一般其它商用固體催化劑有更

步驟才能變為生質柴油。一般而言，捕獲需

好的轉化效率，且所使用的固體催化劑可以

要將微藻水溶液利用離心方式分離藻體和水

回收並重複使用。未來的研究會再繼續朝著

分，此步驟會消耗大量能源，是影響微藻生

使用廢食用油來轉化產生有用的生質燃料，

質柴油的一大阻礙。此外，一般轉酯化反應

為生質能源帶來新的貢獻。本篇研究刊登於

大多使用均相催化劑例如強鹼 NaOH 水溶

ChemSusChem 期刊封面，並加上臺灣澎湖

液，此催化劑雖然反應效果好，但生產後的

石滬雙心地圖於圖中宣傳未來可應用於將海

廢酸和鹼液卻會對環境造成污染。基於解決

中藻類萃取出生質柴油，並宣傳此研究工作

此兩項問題，本研究研發出具有磁性和強鹼

為 made in Taiwan。

官能基的核殼型奈米顆粒，可以兼顧高效節

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之技術團隊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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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鹼觸媒轉酯化製程及酸觸媒酯化製程之

（證書號碼 I 468518）及申請中 1 件（申請

核心技術、PVC 共安定劑 DBM 及 SBM 及

號 201344726），預計將研發成果技術移轉

2PZ 環氧樹脂硬化劑等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技

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配合廠商共同建立

術研發與諮詢顧問超過 30 年，並且已經發

高效率固體超強酸

展出多項高效率廢食用油回收再利用商業化

計及 100 噸

生產技術，更取得多項自行研發專利技術，

濟效益評估，以便提供後續基本工程設計及

是相當具有經濟競爭潛力及處理技術研發積

工程放大之參考；另以連續式旋轉觸媒床反

極之資深傳統產業公司。

應器，進行廠商現場廢食用油原物料測試，

相關研發成果已獲得 1 件國內發明專利

優良成果專刊

鹼觸媒連續式反應器設

天生質柴油生產模廠之商轉經

降低其生產成本，提升公司競爭力。

李義發董事長致力於推動臺灣生質柴油產業

承德油脂公司已經取得歐盟 ISCC 及美
國 RFS Ⅱ的資格認證，產品已經成功銷售

李義發董事長表示，承德油脂公司在生

歐盟和美國。王明瑞總經理表示，不用更換

質柴油方面有優異的技術和長期的經驗，希

鍋爐，一般工廠、飯店的鍋爐燃料直接使用

望能貢獻出來，讓這種經驗在臺灣擴大，與

生質柴油取代鍋爐燃料油或石化柴油，可

政府和學界攜手，加速臺灣在落實生質柴油

以降低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碳微粒 PM2.5

的應用上與世界同步，讓這個前景看好的產

等污染物排放，就可以達到環保署 2030 年

業能在臺灣扎根、成長、茁壯，庇蔭相關產

的標準。此外，生質柴油閃火點高於石化柴

業和人員。

油及鍋爐燃料油，儲存安全性高，火災風險
性低。

承德油脂廠景

16

排放之測試結果。

計畫主持人元智大學林錕松教授暨研
發長表示，由於計畫團隊之間彼此有技術

與臺灣大學、元智大學及中原大學產

專長互補串連，所以能夠進行完整的創新

學研究，生產製程改善及進行柴油車及生

開發，更希望透過與產業之間共同切磋，

質柴油車之尾氣排放毒性測試比較，由結

協助解決廢食用油的社會問題。他呼籲政

果可知生質柴油車之尾氣排放毒性皆遠低

府投入更多資源，鏈結當前政策推進循環

於石化柴油。目前配合屏東縣環保局垃圾

經濟的動力，協助生質柴油相關產業升級，

車使用生質柴油計畫進行尾氣分析，已得

成為臺灣的產業之光，進一步提升臺灣的

到生質柴油尾氣可減少 80% 多環芳香烴的

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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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波域紫外光源微影製程設備
之吸收型衰減器關鍵元件開發
與鍍製技術輔導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MOST 105-2622-E-492-013-CC3

半導體產業所用的曝光機裡，有一種稱

這是創新的開發，使用端的資料和測試

為「吸收型廣波域衰減濾光鏡組」的關鍵零

由公司負責，對不同的光源進行數十次的量

參與人員：廖文國、李致齊、江貴鳳

組件，是兩年性的耗材，其光學規格一直是

測分析之後，確認計畫的技術可實行，具有

合作企業：科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大廠的商業機密，售價驚人，單組小尺

量產的潛力，科毅公司於是和台科大朱瑾教

寸鏡片要數十萬，大尺寸則數百萬。

授團隊提出發明專利的申請。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邱柏凱／朱瑾

科毅科技公司為產業提供黃光設備產品

要開發「特定特徵波長的吸收型衰減

和相關規劃服務，早期公司主要由國外進口

片」，首先要根據設備規格設定該多層膜濾

設備，但林維憲總經理想挑戰，做出和外國

光鏡基本的光學參數，如：入射角度、薄膜

人一樣的設備。

厚度、中心波長、薄膜材料等，再根據薄膜

超越不只是為了滿足成就感，如果能成

光學理論完成薄膜的初階設定，接著，要

功開發出這種濾光片，由國內自行生產，每

優化穿透率與反射率，以達符合廣波域紫

兩年的產值有數億元，臺灣的錢就不會只能

外光源的吸收型衰減濾光效用。邱研究員

外流。

解釋，特定波長的光衰減比是原始光源照

公司熟悉市場面，了解客戶需求之餘，

度百分比除以預期光源照度百分比，此次

已無暇深耕技術。18 年前，林總經理憑著

所開發的紫外廣波域吸收型衰減片是針對

25 萬台幣創業，沒靠山，沒退路，只有毅

248nm~436nm 波域進行設計，在此波域內

力、努力、和智慧，他逐步墊高公司的技術

約有 7 個特徵波長需進行特定整型。

能力，近年來，國研院儀科中心數十年技術
深耕的能量，成為公司關鍵的助力。
國研院從執行國家型計畫轉向扶植產
業，邱柏凱研究員負責過福衛五號裡一項關

( 左起 )：邱柏凱研究員、林憲維總經理、蘇郁捷工程師

18

這項技術已獲得中華民國發明專利（證
書號碼 I591387），並以每年 80 萬元技轉
給科毅科技公司，經由國研院的引介，國內
的面板大廠已導入使用相關產品。

鍵鍍膜濾光片的開發，他始終想「替國家做

科毅公司後續接受廠商委託，製作可調

些能帶來改變的事情」，於是和科毅公司聯

控曝光光源能量強度比例的曝光機，曝光機

手開發曝光機裡的關鍵光學元件。

產品成功銷售給韓商與國內面板大廠，日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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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學校和研究單位的研究能量，深化公司技

定會加薪，配合公司向俄羅斯、印度、東南

術力的同時，也多方栽培公司的工程師，才

亞和中東拓展市場，持續的學習帶來競爭

能從研究端橋接到客戶的需求端。

力，也培養適應力和創新力。

蘇郁捷從國防替代役進入公司，原本專

活躍的成長動能，若能有伸展的空間，

精和熟練基本的部分，進入公司之後，更加

策略的引導，足夠的資源，必將締造出亮眼

了解客戶，已能看出在趨近飽和的市場，還

佳績。將資源聚焦於未來產業發展的項目，

能有哪條路和別人不一樣，更精進發展。在

給本土廠商改進和成長的機會，提供研究人

強調創新、超越和分享的科毅公司，能參加

員伸展的空間，充裕的資源，臺灣將能離開

中文、英文、和日文的讀書會，通過英語檢

原點，航向未來。

林總經理在光罩對準曝光機前

將推展至大陸地區，相關技術也提供給國內
超過 35 家學研單位。

身在法人研究單位，他勇於跨出舒適

邱研究員說，和公司開發出價值 3000

圈，多和廠商討論，培養互信，覺得辛苦或

萬的組件，而且在當時買不到，心裡很驕

遇到瓶頸時，就重溫當初走這條路的初衷，

傲。他說：「這是國研院以幾十年的技術深

現在，已走出嶄新天地。

耕，把衛星技術轉移給廠商，才會有這樣的

20

突破。」

科毅科技公司工程師在小量試產用的光罩對準曝光機前

理論搞得通，實務才成功。林總經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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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脂肪酸轉製生質酯類
之技術開發

優良成果專刊

生質能源的導入和發展已經是全球化趨
勢，臺灣也正加緊腳步跟進中，2017 年 5
月，經濟部工業局啟動「生質能暨環保產業
推動計畫」，針對生質能產業涉及的市場、
技術、法規或宣導等面向，研擬適當的產業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MOST 104-2622-E-027-029-CC3

推動措施，並主動媒合市場供需量能，研擬

執行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 所 )

刺激產業優惠措施、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診

主 持 人：陳奕宏

斷，藉此扶植生質能產業穩定發展，創造產

參與人員：張宇涵、黃鈞滏、黃程郁、袁明豪、陳暐承

值及就業人口，達到推動循環經濟產業與降

合作企業：農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低溫室氣體排放之目的。本計畫以「生質能
暨環保產業資訊網」(https://eris.utrust.com.

陳奕宏教授團隊榮獲科技部價創計畫支持的超油團
隊產品樣品

tw/environet/) 作為主要推廣互動的平台，同

（左起）陳暐承同學、農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萬逸燊董事經理、陳奕宏主持人、袁明豪助理教授

22

時亦支持「BiomassDesk 網站」(http://www.

在進行價創計畫之前，陳教授研究團隊

biomassdesk.org/)，傳遞全球生質能源的發

曾執行科技部工程司「自由脂肪酸轉製生質

展動態。

酯類之技術開發」的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合

從 2004 年即投入生質能源研究的臺北

作企業是馬來西亞的農馬科技有限公司。馬

科技大學陳奕宏教授，與團隊在 2017 年以

來西亞是全球第 2 大棕櫚油出口國，每年生

「從棕櫚到蘋果的循環經濟－開發生質金屬

產高達 8000 萬噸的棕櫚油相關副產物如棕

加工油作為高階產品之液態工具與整合服

櫚脂肪酸蒸餾物（Palm Fatty Acid Distillate,

務」榮獲科技部價創計畫支持。市場資料顯

PFAD），透過科技加工，可轉製出有機肥

示，2024 年全球金屬加工用油產值約 4400

料、車用等級的生質柴油、生質能發電原

億新台幣，預估未來有 50% 以上的金屬加

料、以及可提煉航空燃油等產品。農馬公司

工油會採用生質油為基底配方。

與其母公司 Agricode Green Sdn Bhd 運用馬

陳教授指出，相較於傳統的礦物性油脂，

來西亞棕櫚油渣，積極與臺灣和馬來西亞當

植物油基底的生質金屬加工油較為天然且化

地的學術界合作，就市場需求開發新產品，

學結構具有極性，對金屬表面有比較好的親

公司生質能產品已供應至歐洲、日本、芬蘭

和力，可提高加工良率、降低生產成本、減

等國產業使用。

少對操作人員健康的風險、延長工具機刀具

農馬公司長期與陳奕宏教授團隊合作

的壽命，而且使用後產生的廢棄物亦具備高

開 發， 在 科 技 部 工 程 司 的 產 學 合 作 計 畫

的生物可分解性，較不會造成環境污染。

中， 係 利 用 植 物 油 中 的 自 由 脂 肪 酸 (Fre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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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ty acids, FFAs) 分 別 與 異 辛 醇 (2-Ethyl-1-

選擇及彈性，提升油脂加工業的技術價值與

hexanol) 及丙二醇 (Propylene glycol) 進行酯

產業競爭力。

化反應 (Esteriﬁcation)，合成多種生物質合

農馬綠能有限公司萬逸燊董事經理在

成油 (Bio-based synthetic oil) 作為生質潤滑

30 歲時從台灣前往馬來西亞發展，抱持堅

油的基礎油，研究團隊以氣相層析儀分析所

定的理想，融入當地，取之於此，用之於

合成的脂肪酸酯類的組成和總酯含量，同時

此，讓這裡成為實現志業的基地。初到南

進行相關油品性質分析，並與市售相關產品

國，遍地油棕的景象，讓他好奇、不解，心

比較，所得實驗數據顯示本研究所合成之丙

想：這兒的農民為什麼不怕生產過剩價格崩

二醇油酸酯除了酸價略高外，其他性質皆與

盤，竟會大膽這樣栽種方式？他觀察超市販

市售產品性質相當。

售的日用品成分，對棕櫚油的市場做了研究

本計畫所開發的技術深具可商品化潛

之後，看準棕櫚油的潛力，展開事業。他準

力，已於 2015 年轉移給農馬能源科技有限

確地分析全球各個地方的強項和弱點，外擴

公司，可將自由脂肪酸作為原料來製備生質

其優勢，彌補其匱乏。農馬公司與其母公司

員工，萬經理仍持續透過各種管道，貢獻知

政策架構舞台，以臺灣已具備的技術優勢，

酯類，使公司原本的產品生產線具備更多的

Agricode Green Sdn Bhd 發展至今已有 80 位

識和經驗，促進產業發展成長。

必能有亮眼成果，照亮全球生質能源生態

臺北科技大學生質油試量產模廠

陳奕宏教授指出，臺灣在再生能源領域

從棕櫚渣（左）到生質柴油（右）的蛻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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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具 備 技 術 優 勢， 他 引 用 BiomassDesk 網 站

「原料的取得」是臺灣發展生質能源的

吳周燕責任編輯的「FiT vs. RPS：政府激勵

關鍵課題之一。萬逸燊董事經理分享自身南

生質能發電的政策工具比較」資料 (http://

向發展的成功經驗，建議臺灣可鼓勵租用印

www.biomassdesk.org/ﬁt-vs-rps/) 為例，日本

尼廣袤未開發的土地，種植油棕，將油全部

生質能發電受到保證再生能源發電併網及長

運回臺灣發電，或產製其他工業性的酯類原

期收購的政策激勵，自 2017 年起境內生質

料。從價格上分析，現在市場上棕櫚油一噸

能發電裝置容量呈現爆發性成長，而韓國生

約為 550 到 600 元美金，但自行種植到榨油

質能發電在規範發電業再生能源發電義務，

的成本不到 200 元美金，還能轉製成所有的

並搭配憑證交易制度的政策主導下，躍居全

工業用油來供應。他相信目前的一些技術瓶

球木顆粒第 2 大需求市場。而臺灣再生能源

頸未來在化工技術上都能被突破，「這是很

領域的技術優勢為國際肯定，日本廠商已與

大的產業和市場，這樣做控制權將會在臺

陳教授團隊洽談合作，近期芬蘭生質航空燃

灣，又能為當地人製造就業機會，其政府和

油公司也與 Agricode Green Sdn Bhd 聯繫，

民間會配合，而因為產品也不會進入地主國

也將安排到臺北科大的生質油試量產模廠參

市場競爭，他們會很歡迎。」

觀了解，進一步洽談。陳教授有信心，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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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通領域

應用於穿戴式裝置與物聯網之低功率智慧型類比數位轉換器設計
使用巨量主動天線陣列之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研究
長距離公共自行車租用系統暨電動助力自行車無線充電技術開發
車載型單鏡頭視覺之前車距離測量技術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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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穿戴式裝置與
物聯網之低功率智慧型類比
數位轉換器設計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MOST 105-2622-E033-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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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恩、周和陞
合作企業：穩脈科技有限公司
本計畫發展出全世界最小的類比數位轉換器晶片（右）

陳世綸主持人 ( 右三 ) 與公子 ( 前 )、喬奇股份有限公司張意良執行長 ( 左三）及實驗室同學合影

28

在電子產品中，輸入端通常需要以類比

16mm。目前市場上傳統類比數位轉換器晶

數位轉換器將外界輸入的類比訊號轉換成數

片的開發者係採用 bi-polar 製程，亦須自行

位訊號。將類比訊號轉換成數位訊號的積

設置晶圓廠，成本高昂。相較之下，本計畫

體電路 (IC) 稱為「類比數位轉換器 (ADC:

團隊首先採用 CMOS 製造，耗電量較低，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類比數位轉

面積較小，以電壓控制，採晶圓代工，可

換器的解析度和取樣頻率愈高則效能愈佳。

以與台積電和聯電等公司合作，成本比 bi-

在穿戴式電子產品和物聯網的應用中，需要

polar 製程要低。他強調，這種技術有相當

使用精確、省電、輕巧的元件和成品，才能

難度，如果想從 bi-polar 技術從無到有進入

提升商品的市場潛力。

CMOS 會相當痛苦，而計畫團隊從零開始

中原大學電子系陳世綸教授團隊與穩脈

由 CMOS 發展，因此技術完全自主。不僅

科技公司合作的「應用於穿戴式裝置與物聯

如此，這顆晶片比起大顆的晶片效能提升了

網之低功率智慧型類比數位轉換器設計」計

50 倍，能讓震盪器的波形抖動率降低到過

畫，所開發的晶片可自動分析輸入訊號並將

去晶片的 50 分之一，目前在市場上表現穩

採樣頻率調整到最佳化，並將輸出之結果

定。

進行無失真資料壓縮以減少所須傳輸的資

陳教授強調，研發晶片的成本相當高

料量。陳教授表示，這是目前全世界最小

昂，但是，「IC 就是爆發力很驚人，一旦

的類比數位轉換器晶片，封裝面積為 20 X

做成功一顆，後續的發酵都是算億的，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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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他鼓勵業界和學校合作，直接接觸

媒合合作的機會，讓公司彼此間可以尋求

學生，從學校培訓公司所需的研發、規劃、

異業結合，用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好的零件，

執行的人才，打造專案管理的經理人，從而

增加競爭力，幫公司在國際舞台上可以爭

因應快速翻新的市場挑戰。

取更多的訂單，或是做出更多讓人眼睛一

陳教授指出，在物聯網時代的電子產

亮的產品。

業裡，所有的零組件和裝置都需要微小化、

陳教授強調，學校和企業本來就是要這

省電，跟著趨勢走，就能掌握優勢。他相

麼緊密的合作，「我們要想辦法把學生帶到

信，智慧化環境監控很快就會成為生活的

未來的時代，老師更應該去外面多看最新的

一部分，而研發一定要走在前面，他希望

趨勢，畢竟老師對學生還是有責任在，我希

學校不只扮演技術的角色，還可以幫廠商

望我的學生出去可以發展得更好。」

高效能微小化的類比數位轉換晶片將大幅提升震盪器波型的穩定度

這顆目前在市場上的價值已經破億了。」
陳教授的團隊和穩脈科技公司合作關係

案助理或專案研究員，和學生共同執行業界

良好，公司每月給博士生兩萬元獎學金，加

委託的計畫案，把握在學時期培養就業所需

上科技部共同培育博士的兩萬元，每月有四

的知識和技能。

萬元津貼，而且做業界的題目，學生會更想
唸博士班。

30

心」，將從業界延攬工作超過十年以上的專

物聯網領域的喬奇股份有限公司已和陳
教授團隊合作，張意良執行長指出，台灣的

大四的周和陞同學感謝陳老師很照顧同

物聯網產業在世界上主要是做代工，比較少

學，讓他們有機會參與業界的開發，學理和

做研發和應用，公司看好陳教授團隊微小高

實務並進。碩二的張嘉恩同學則感謝陳老師

效能的物聯網元件技術，希望導入之後能把

給予許多學習的機會，還找學長來指導，讓

公司的產品做到應用端，直接融入環境，進

他們熟悉晶片設計流程的每個步驟，對將來

行智慧監測作業，以所得到的知識作為提升

出去工作很有幫助。

運作效能的依據。

由於陳教授團隊在產學合作計畫屢創佳

他剛從緬甸進行市場考察回來，由於緬

績，包括鴻海、矽創等公司都與他們合作，

甸很容易缺電，民眾於是對物聯網監控用電

實驗室已擴大成立「物聯網與智慧雲端中

的產品有更高的需求，在賣場有很多 DIY

陳世綸教授團隊建構物聯網產學合作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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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巨量主動天線陣列
之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研究

計 畫 基 本 資 料

編

號：MOST-105-2622-E-194-001-CC1

執行單位：國立中正大學電信研究中心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沈文和／張盛富、蔡作敏、胡家彰、陳喬恩、邱茂清、吳建華、林士程、
潘仁義、劉維正
參與人員：陳為暘等 84 位碩、博士研究生
合作企業：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鄭惟中博士生介紹 5G 通道量測設備

5G 可 能 在 2019 年 正 式 商 業 化！ 2014
年，全世界的 5G 還沒啟動，中正大學的沈文

32

政治因素。」

和教授和張盛富教授對於 5G 設計有一套創新

這是臺灣第一次發展 5G，過程中，團隊

的構想，到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向全球副

發現國內沒有基礎研究的平台，於是建構高

總裁孫聰敏博士報告，孫博士一聽，覺得可

頻系統量測平台，經工研院和聯發科參照國

行，於是攜手申請科技部工程司的產學合作

際標準認可，系統已開放給其他研究單位和

計畫，投入 5G 系統的設計與開發。

大學使用，哈佛大學孔祥重教授的研究團隊

那時 5G 才萌芽，未來的發展，沒人知

（左起）中正大學潘仁義教授、張盛富教授、沈文和教授、華碩電腦孫聰敏全球副總裁、蔡作敏教授

術是否能被國際採納，除了技術，也牽涉到

也委託進行相關研究。

道。然而，他們決心成為 5G 規則的制定者，

孫副總裁表示，行動通訊公司若能將擁

發展被國際標準接受的關鍵智財權。沈教授

有 的 專 利 變 成 國 際 標 準 必 要 專 利 (Standard

說：「其實風險很大，即使發展出好技術，

Essential Patent，SEP)，公司就能提升市場優

如果沒被採納，等於沒用。而且國際大廠都

勢，減少營運成本。而且，這是先佔先贏的

希望將各自的發明放到標準系統中，最後技

場，「如果不在初期投入，等到制定標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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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推各種效能的電路架構應如何設計實現，

授訓練他精確表達，張教授也教他從聽眾的

劉宗鑫和惟中搭檔實地量測，最多時四

從 2014 年計畫開始，孫副總裁幾乎每月

過程中不斷改版，最終簡化到功能好，設計

特質來反推報告的編輯和用字，他負責許多

人一組，整星期輪流睡覺，推著一兩千萬的

到中正大學，參與 5G 概念和要點的討論，

有彈性，且系統能提供別的公司和學術單位

發表和展示。為暘說：「三年來我到了另一

設備，繞著校園跑，遇到草地、坡地、風吹、

推導可能的架構和變化。他們關注 5G 和 4G

使用。他表示，技術都在學生身上，他們將

層次，體認到若表達不好，研究做得再好也

日曬、雨淋，儀器不能有閃失，實驗不能有

LTE 系統的差別，探究潛在問題和解決方案。

是日後相關領域的重要人才。

會打折扣。」他想出並實現在天線附加智慧

差池，儀器過熱，就會當機停擺。他們統合

團隊和工研院合作開發系統層次的模擬

感測（Intelligent sensing）層，觀測電路的健

很多儀器，了解每種量測特性和數據意義，

器，以在共眾基準上與國際大廠評比，此平

康狀態，再寫程式來定位故障所在，使維修

檢驗所得數據是否有效，幾年下來，結晶出

華碩公司認為這項計畫建立了超過 30 件

台和全世界大廠完成校準，開放臺灣通訊產

更方便。

量測的標準作業流程，逐漸貫通通訊系統和

5G 的標準必要專利，品質優於 3G 和 4G 時

業聯盟會員使用。潘仁義教授表示，要撰寫

鄭惟中碩一時加入計畫，為持續研究高

期，有些更是相當關鍵。

正確的程式，須結合資訊工程和通訊系統，

頻量測系統而攻讀博士，他說：「我們是臺

當全世界期待迎向更高速率和更低延遲

在數學計算的基礎上，再以圖形化的方式呈

灣第一個做 5G 的團隊，這讓我更為憧憬。」

的 5G 網路時，中正大學電信研究中心的 5G

現系統運作的效能。

他逐一解決問題，接觸各類型的會議和公司，

系統開發故事，宛如新科技催生者的縮影，

別人早就佔滿了，機會更小。」

「如果有好問題，又有解決方法，就能產生
好專利，開始布局。」

大型天線是提升 5G 系統效能最重要的關
鍵技術，團隊後續將和國內大廠合作持續開

射頻的知識，看到成果，辛苦全化為開心。

發。張盛富教授專長於無線通訊的射頻模組，

2014 年時，本想畢業的陳為暘博士生，

哈佛大學孔祥重教授委託團隊進行量測，拓

讓人感念他們的勇氣和毅力，以汗水和淚水

帶領學生將想法實體化，從國外發表的資料

因沈教授提出 5G 系統的計畫而留下來。沈教

展了他的研究和影響層面，開拓視野和高度。

澆灌出新科技的枝枒。

陳為暘博士生介紹 64 元件巨型天線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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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冠霖同學介紹系統層次的模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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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距離公共自行車
租用系統暨電動助力自行車
無線充電技術開發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MOST 105-2622-E-150-005-CC3

執行單位：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宋啟嘉／許明華
參與人員：陳子鴻、吳岱融、林育新、陸品威
合作企業：遠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公用自行車在都會區和郊區通行，既

換車機制，如果騎乘過程中發現電量過低，

方便，又愜意，舒展身心的同時，也愛護了

監控系統就會導引騎者到最近的站台換車。

空氣和地球。但是，究竟要設計怎樣的系

研 究 團 隊 以 相 關 技 術 參 加 第 11 屆

統，才能同時滿足都會區的短距離通勤，和

Microchip 微 控 制 器 校 園 專 案 研 發 成 果 競

雲嘉南或花東觀光地區長距離通勤的需求

賽，獲得優勝和佳作獎項共 3 件，參加教

呢？

育部第 12 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亦

透過科技部工程司的產學合作計畫，

榮獲兩件佳作獎，發表國內外研討會論文 3

國內的群真科技公司以其電力輔助自行車

篇。此外還就電輔車的充電和回充技術申請

零組件技術，與遠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了 1 件臺灣發明專利。

的公共自行車租用系統，整合國立虎尾科

這套系統已著手進行商品化，預計可

技大學宋啟嘉教授研究團隊的微控制器系

為公司每年帶來近 300 萬以上產值，增加 2

統技術與 LoRa 物聯網技術，開發出長距離

名員工，參與計畫的學生至相關產業就業 3

公共電力輔助自行車智慧監測系統產品的

人，主持人宋啟嘉教授表示，未來將繼續推

雛型設計。

廣團隊的 LoRa 通訊技術至相關資訊系統整

這套運用前景看好的系統置入了物聯

（左起）宋啟嘉教授、林永曄顧問、許智鈞同學、林育新同學

36

合廠商。

網 功 能， 也 導 入 電 力 輔 助 自 行 車 (Electric

此系統主要分為四部分，包括：電力輔

Assisted Bike)，更在監控管理系統中設計了

助自行車電池電量與定位監測系統、後台伺

美觀的租賃系統面板

基於低功耗廣域物聯網應用於公共電力輔助自行車
租用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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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教育的宋啟嘉教授

許智鈞同學（左）和林育新同學（右）熟練的操作系統

服器系統、電力輔助自行車電池充電管理系

風來襲之情況，只能眼睜睜看著稻子、蔬菜

樣化的訂單，因林顧問熱衷培育人才，並長

響，當時的學生都是擅長實做和產學計畫

統、與電子票證支付系統。

被無情風雨摧毀。花蓮人想脫貧就必須離開

期與虎科大合作產學計畫。宋教授肯定學生

的，還有學生已有業界經驗，我跟他們聊過

針對公共電輔自行車的監控管理與充電

家鄉求學或就業，林顧問自花蓮高工畢業，

至遠易通科技 ( 股 ) 公司實習後的回饋，說

之後，決定開始接產學案，也就是 5 年前，

管理系統，實作的重點包含智慧監控軟體系

提早入伍於退伍後至臺北工作並開啟驚心動

明：「因當初參與計畫的學生到遠易通科技

我第一次拜訪遠易通。」

統功能測試、電輔車充電測試、和撰寫程式

魄生命之旅；曾在臺灣科技大學當技術員並

( 股 ) 公司實習，才能呈現出這樣的成果，

那時，學校開始要求校外實習學分必

模擬某監控區域虛擬自行車定位訊息以進行

同時在亞東工專讀夜間部，同時處於兩種不

也是在學術業界中將系統整合，以致落實到

修，宋教授向林顧問推薦了幾位學生，從

系統壓力測試。

同領域之校園體驗，林顧問體認實做能力的

應用端。」

那時到現在，前後陸陸續續已有約 30 位學
生，有幾位因為實習才想念研究所，也有些

要如何才能有效監控電力輔助自行車的

重要性。也因自己從環境艱困中的成長而有

宋啟嘉教授擁有系統工程整合、電子自

電池電量，並導引到最近的換車點呢？計畫

所歷練，對於年輕一輩的學子希望能藉由擔

動化設計、矩陣計算和 FPGA、物流定位等

團隊採用 Microchip PIC32 為系統核心，擁

任學校業師的機會分享經驗，盼能提升臺灣

領域的學術背景，從德國完成博士學位回到

對教育的理想連結了林顧問和宋教授，

有 GPS 衛星定位模組與 LoRa 遠距離無線

的技職教育與人才素質。虎科大電機系經由

臺灣之後，順利進入台積電公司，之後，因

更多的人才，便利民生、友善世界的成果，

傳輸模組，可透過智慧型裝置監控電力輔助

宋教授引領之下及歷屆此科系學長們相傳，

為想一試教職，進入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任

將從產學合作的機制中產生，讓世界更美

自行車的狀態。

不乏同學們踴躍報名至遠易通科技 ( 股 ) 公

教。

好、幸福。

遠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林永曄
先生 ( 林顧問 ) 是花蓮人，回想起孩提時花
蓮當地在交通與資訊缺乏的環境下，如遇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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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實習，在實習前也必須通過筆試的測驗方
能有實習機會。
遠易通科技 ( 股 ) 公司多半承接小量多

就直接留在公司任職。

宋教授全心經營家庭和教學，配合科大
學生的特性，任教第一年後，毅然轉向新的
研究領域和模式。他說：「我是受學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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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載型單鏡頭視覺
之前車距離測量技術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MOST 104-2622-E-151-015-CC3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主 持 人：陳昭和
參與人員：郭志賓、王翔麟、余碩文、伍健和、楊炎萍、洪祥恩
合作企業：晶睿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陳昭和教授（左）、劉誠傑經理（右）和林佳恩同學（前）討論研究

陳昭和教授（左）和林佳恩碩士生（右）展示計畫成果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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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車電子產業技術中，對於市區和郊

限公司亦有開發行車紀錄器的核心模組，為

區道路以視訊處理的方式來偵測前方移動物

新增之智慧型車載視覺產品，切入自動車和

和估測距離是一項重要且尖端的技術，若植

智慧車的新興產業，需要提出能在日夜間以

入於行車紀錄器，可提高駕駛暨行車安全，

影像方式偵測前方較多車輛與估測距離的技

未來可能成為汽車的標準安全配備。

術，於是與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陳昭和教授團

目前，以無線波感測或雷射偵測前方單

隊合作，透過科技部工程司產學合作研究計

一車輛是市場產品的主流。晶睿通訊股份有

畫，發展三種技術，以去除畫面中的車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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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生的研究題目參考。參與這次計畫的主

晶睿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型影像系統

學長馮凱偉的研究成果而分別負責前方車輛

部劉誠傑經理表示，近年來公司選擇專注於

偵測及計算距離、路面區域偵測、去除畫面

零售和交通運輸業兩種垂直市場，都需要深

中之車內靜止部分的項目，他們先後參加教

化技術，以進行高度整合，這次的計畫主題

育部和車用電子技術的相關競賽，總共獲得

屬於交通運輸垂直市場的應用，將來可以把

5 種獎項 ( 前三名 )。畢業後，馮凱偉已進

前方多部車輛及距離偵測的技術應用到交通

入竹科的相關產業工作，郭志賓因為對車輛

載具的安全輔助駕駛產品，切入智慧交通領

和人臉的圖型偵測研究特別感興趣，已進入

域。

而正尋找相關產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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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要碩士生郭志賓、王翔麟、和余碩文，參考

晶睿公司服務，而王翔麟和余碩文即將役畢

產學計畫創造多贏，本計畫榮獲的獎座和獎狀

優良成果專刊

劉經理肯定透過產學合作讓學生了解產
業界的需求和趨勢，投資公司未來需要的人

碩士班二年級的林佳恩是學妹，對電腦

才，例如深度學習領域目前業界和學界都很

視覺很有興趣，傳承多位學長姊的技術，未

缺人，「公司應該和學校密切往來，讓學校

來想持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目前實驗室

知道業界比較需要哪方面的解決方案，和老

正推動「深度學習」，她決定隨陳教授修讀

師的專長配合，從中找出機會。」

博士，繼續研究，希望日後從事相關工作或

止部分，偵測路面區域，並偵測前方車輛的

研究，十餘年前即已從事行車紀錄器的智慧

距離。

功能技術開發研究，早期研究成果曾技轉給

本 計 畫 成 果 在 日 間 實 測 得 出 86% 的

工研院，這幾年當看到自動車和智慧車正逐

車距準確度，高於一般產品化所需達到的

漸市場化時，覺得自己十餘年來的研究方向

85% 水準，相關技術已技轉，擴展公司對

是正確的。

智慧車載攝影機產業捷足先登的前瞻性技術

陳教授在技職體系任教二十多年，除了

能量，提高競標智慧型車載攝影機的專案滲

教學，更希望所做的研究貼合企業發展，他

透能力。

在博士班時期就曾在公司兼差做實務型產

陳昭和教授表示，此技術演算法所需的

品，任教之後擔任顧問已有二十餘年，長期

計算量較低，且容易實現，可平價化植入於

深入了解企業對人才和技術的需求，從而設

行車紀錄器產品。他長期做電腦視覺實務型

計實務性教材，也以企業的研發方向做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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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能源領域

非球面微透鏡陣列應用於開發點陣列掃描式無光罩式微影機台
全瓷義齒積層製造技術開發
階層式馬達線上運轉狀態分析系統之研製
智慧型節能控制盒開發與穩定性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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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球面微透鏡陣列應用於開發
點陣列掃描式無光罩式微影機台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MOST 105-2622-E006-007-CC2

塑膠光罩成本將提高數十倍，為因應未來市

過去數十年來全球新興科技與產業的核心，

場的需求，迅得機械與本研究團隊合作發展

應用的產業包括：印刷電路板、半導體與積

無光罩式曝光技術。

體電路、平面顯示器、發光二極體、光電通

本計畫共發展出四項重要成果，分別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訊及相關產業，將持續深遠的影響未來的經

為：非球面「微透鏡陣列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李永春／鄭正元、郭鴻飛、方怡欽

濟發展。由於許多產業與商品均朝「少量多

作與測試、「光點陣列

參與人員：簡弘量、楊聰偉、林駿廷、盧科全、黃少宣、羅振豪、賴世勳、高偉、許正清

樣」化發展，在研發測試的階段需要更大的

影系統基本軟硬體架構及測試、灰階與 3D

合作企業：迅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彈性，傳統黃光微影製程中製作光罩的花費

曝光之無光罩微影機台的開發與測試、「雙

與時間已成為產業的痛點。因此，對無光罩

層微透鏡陣列」之無光罩微影機台的開發與

微 影 (Maskless Lithography) 製 程 技 術 的 需

測試，計畫完成後已有 5 項技術授權給公

求更加殷切。

司，並已規劃相關專利之申請，共發表國內

研究團隊部分成員於聲光電暨奈米微結構實驗室合影

46

黃光微影 (Photolithography) 製程技術是

空間濾波器」製
斜掃描」無光罩微

無光罩微影技術目前廣泛應用於半導體

研討會論文 9 篇，國外期刊論文 12 篇及研

積體電路、印刷電路板、生物晶片 (biochip)

討會論文 19 篇。參與計畫的博碩士生從中

微流道系統、微機電系統、微機電元件、通

學習整個機台建立的過程，鍛鍊設計思考和

信元件、光固化材料、傳感器、微型 ID 編

解決問題的技能，畢業後均任職於業界。迅

碼寫入、光學加工光罩領域與目前最炙熱的

得機械的高偉和許正清工程師參與了這四項

3D 列印產業。

技術的開發過程。

本計畫根據研究團隊在「非球面微透鏡

計畫主持人李永春教授表示，本計畫

陣列加工技術」上的研究基礎與技術實力，

的「點陣列掃描式無光罩式微影機台」不但

結合現已成熟的「數位光學投影」(Digital

能執行一般 2D 的 UV 無光罩式曝光，更能

Light Processing, DLP) 技術，配合迅得機械

輕易執行 3D 的 UV 曝光，達到製作 3D 微

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動化機械與系統研發實

結構的目的。經過三年的研究，團隊已建構

力，發展國內第一台「點陣列掃描式無光罩

完成原型機所需的軟、硬體，進而驗證此機

式微影機台」。迅得機械一直致力於 PCB

台與技術在 2D 的 UV 曝光與 3D 微結構製

印刷電路板自動化機械相關的設計與生產，

作的可行性。本計畫已鎖定若干具產業應

近年來市場上對於小型化行動裝置的需求量

用價值的大面積 3D 微結構，以證明所研發

大增，對傳統的光罩曝光方式帶來衝擊，因

之機台在 3D UV 曝光的精確度與可控制能

小線寬所需的玻璃光罩相較於過去所採用的

力。未來應可以此為基礎，成立專業的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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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光罩式曝光機台之系統架構（圖片提供：簡弘量）

優良成果專刊

公司，提供相關產業大面積且具 3D 微結構

產出的無光罩微影機台設備，須由美國、日

特徵的模具代工服務。

本、與中國大陸進口，成本動輒數百萬、上

本計畫同時完成「雙層微透鏡陣列之

千萬，增加產業成本。新興產業如高精度或

無光罩微影機」的開發與測試，研究團隊

高密度的印刷電路產業、光學膜與背光模

運用專長的「非球面微透鏡陣列」製作能

組、觸控螢幕等等，對 μm 等級甚至精度

力，以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建構所需要的光點

更小的無光罩微影技術與機台之需求甚為迫

陣列，大幅簡化機台設計、提高 UV 光利用

切，如果能自主，掌握關鍵技術與元件的製

率、加速 UV 光掃描的速度，此機台適合應

造能力，即可掌握後續的產品研發與調整，

用於未來的光罩製作，可提供產學研單位全

從而節省成本、增加附加價值，預期本計畫

新的光罩製作平台。

成果可以大幅增加相關領域產業的技術優勢

李教授表示，無光罩微影技術與機台幾

與競爭力。研究團隊為持續開發完整的商業

乎涵蓋目前台灣現有的主流產業，具有相當

機台，已申請並獲得科技部價創計畫的支

的產品附加價值、產品效益、與應用潛力。

持，以華通電腦作為未來 beta site 測試協力

以最單純的光罩製造而言，無光罩微影機台

廠商，研發具技術自主性之無光罩式曝光

即有龐大的市場與直接的產品效益與應用，

機。

且產業的需求持續擴展。目前台灣並無自主

雙層微透鏡陣列架構下的無光罩式曝光系統，並完成其曝光測試（圖片提供：簡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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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無光罩式曝光機台所完成之 PCB 圖案（圖片提供：簡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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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瓷義齒積層製造技術開發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MOST 104-2622-E-027-005-CC2

執行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楊哲化／蘇程裕、汪家昌
參與人員：李伯賢、吳宗翰、吳孟霖
合作企業：晶瀅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團隊的各式 3D 列印工件

積層製造技術適合發展客製化市場的製
造技術，適合應用於義齒製作的市場。現今

計畫主持人楊哲化教授 ( 左二 )、蘇程裕教授 ( 右二 )、汪家昌教授 ( 右一 )、晶瀅生醫股份公司莊政洲總經
理 ( 左一 ) 與實驗室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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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製作高強度、高精度的工件之外，更有不
需製作支撐 (support) 的優點。

世界先進國家都已發展相關的陶瓷義齒積層

子計畫二主持人汪家昌教授獨

製造技術，但都未能商品化，本研究以兩年

創 C3S (Ceramic Solvent-based Slurry

的期間製作可客製化之義齒，並改以超薄層

Stereolithography) 積層製造技術，此技術使

厚 (20μm) 進行積層製造，其燒結後之相當

用漿料式鋪層配合光硬化樹脂進行固化，再

層厚約為 16μm，為一高階製造系統基礎

進行後端的脫脂與燒結製程，比起選擇性燒

技術之精密加工基礎技術。

結，此法在燒結過程中較為穩定均勻，可有

本整合型計畫以二年之期程開發全瓷義

效改善捲曲與變形的情形。因此在成型精微

齒之積層製造技術，生產高強度、高精度的

工件上，具有 PBF 技術所無法取代的製程

客製化義齒；所發展的積層製造製程技術

優勢。汪教授表示，本計畫提出的 3S 製程

為基於光聚合固化技術 (VP) 的 3S(Solvent

為完全自主的積層製造加工方式，尤其在精

based Slurry Stereolithography) 製 程， 除 了

微尺寸工件的表現上，具有世界上其它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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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佳的氧化鋯陶瓷漿料配方，燒結後成品

了在計畫中貢獻牙技專長，亦預作技術轉移

尺寸的精度、緻密度、抗彎強度皆達到預

的準備工作。
本計畫獲得 3 件國內發明專利；證書號

期目標。
子計畫二則開發出陶瓷義齒專用積層製
造設備系統，並於軟體端搭配 DLP 投影機

氧化鋯客製化義齒

方式所無法比擬的優勢。
子計畫一主持人蘇程裕教授對於氧化鋯

像等。本研究團隊不僅具備多年合作默契，

陶瓷的研究累積許多能量，運用在複合、造

各主持人的主要研究領域更整合了材料、設

粒、成形、噴塗方面，具豐富的學術研究

備、製程、檢測等完整流程，具高度的整合

及產學合作經驗，除了參加 2014 年 The 6th

性及互補性。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3D Systems and

目前計畫已完成開發以 3S 技術為主的

Applications 並發表論文外，另有超過 10 篇

陶瓷積層製造的所有技術開發。主要研究成

以上陶瓷之造粒、成形與噴塗相關 SCI 期

果包括：適合製程的材料配方調製及開發、

刊論文。

3S 製程及設備開發，以及製程中有可能出

子計畫三主持人楊哲化教授在非破壞檢
測方面的研究超過 20 年，除學術研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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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產業、鋼鐵產業、核燃料、三維醫學影

優良成果專刊

碼 I602674、I560043、I411540， 申 請 中 1
件；申請號 00594437。

導入微影與變形校正技術，使成型工件具有

在 成 本 方 面， 以 圓 盤 塊 材 體 積 直 徑

高解析度及精微特徵的呈現，以便完成義齒

94mm、 厚 度 16mm 計 算， 相 較 於 合 作 企

的需求。

業晶瀅生醫目前所使用的 CAD

CAM 技

子計畫三發展氧化鋯塊材缺陷與機械性

術，本計畫使用的 3S 技術在空間利用率和

質非破壞性檢測技術，其對積層製造製程所

材料利用率上皆有顯著增加，材料成本將

得的二氧化鋯塊材缺陷檢測機械性質量測能

減少 85%(560 元→ 86 元 )，加工時間減少

力已得到驗證。目前以本研究的 3S 積層製

50%(33 分→ 16 分 )，計畫完成後合作企業

造製程所得二氧化鋯工件強度達 762MPa，

藉此降低成本，獲取更高的產值和產能。

與 現 今 成 熟 的 CNC 瓷 塊 燒 結 相 比， 其 強

主持人楊哲化教授表示，本計畫目標為

度 上 升 8.17%， 超 過 本 計 畫 當 初 設 定 的

開發全瓷義齒積層製造技術，經兩年驗證成

700MPa 目標。

功，已開始著手於實驗量產規劃，帶動國家

本計畫所研發的技術移轉至晶瀅生技股

中小型企業發展，活絡經濟脈絡。希望能拓

份有限公司，應用於商用臨床牙技單位。合

展此製程應用範圍，預期此全瓷義齒積層製

作企業目前已具備成熟 CAD

CAM 技術，

造技術將大幅提升量產全瓷冠牙齒的效率，

本技術開發完成後，在北科大團隊輔導下，

減少人力及物力成本，為國內產業界創造數

可以完善移轉技術。此外，於研發過程中合

億元商機。

作企業亦派員修讀北科大機電所碩士班，除

現的缺陷及機械性質不均勻對應的非破壞檢
測技術開發。

其技術之產業應用包括：陶瓷氧化物燃料電

子計畫一針對陶瓷積層製造 3S 製程的

池 (SOFC)、OLED 平面顯示器、電子封裝、

漿料配方設計，成功調配出鋪展性及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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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式馬達線上運轉狀態
分析系統之研製
智能故障診斷與運轉監測系統可提前發
出故障警訊，縮短維修保養等工作，有效提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MOST 104-2622-E-011-020-CC3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主 持 人：張宏展
參與人員：鄭育明、薛聿明、沈緯璋、程于真、謝政甫、呂錦河、曾思憲、王奕喆
合作企業：安華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張宏展教授（左三）與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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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連線至伺服器，即可進
行線上監視。

昇工業用馬達運轉壽命及系統可靠度。本系

本系統的訊號箱內包含電壓、電流及振

統整合電氣檢測法及振動檢測法的技術開

動的訊號轉換電路、同步數位類比轉換電路

發，對於檢測設備自製國產化及培育專業技

以及電源電路，訊號箱上方為嵌入式系統和

術人才有相當大的貢獻。

人機介面，使用者透過觸控螢幕輸入待測物

本計畫利用嵌入式馬達故障檢測系統，
量測三相感應馬達的電壓、電流及振動訊
號，再透過 TCP

相關參數，即可得知目前的運轉狀況。
此嵌入式系統主要透過振動訊號來進

IP 將大量的量測訊號快

行判別，首先將振動的加速度訊號經由積

速傳送至「階層式馬達線上運轉狀態分析系

分運算獲得速度及位移量，再以國際規範

統」，於伺服器端經快速離散傅立葉轉換等

NEMA MG-1 以及 ISO 10816-1 來進行運轉

技術，進行電氣與振動訊號之分析，使用者

狀態的判別，在兩種規範中取其嚴訂為最後

嵌入式馬達監測模組內部

55

機電能源領域

106

年度

產學計畫

優良成果專刊

寄予厚望，總共投入三位博士和十幾位碩士

都要努力，身邊同學的學習效率都很高，很

生。

感謝張老師指導我。我們每個人就像是大系

張教授強調，這套系統完全從基礎做

統的一顆螺絲釘，缺一個都不行。」

起，功能良好，可靠度佳，訊息簡潔明確，

張教授特別感謝科技部給予團隊經費

貼近現場人員需求，團隊持續精進其可靠

支持，「後來的一切都是從這邊出發」。學

性，並將對台電現場工作人員提供整套教育

生大部分來自技職體系，實作能力強，他從

訓練。他在教研生涯中一直希望能幫臺灣的

學生較熟悉的主題再去補足欠缺的部分，團

業界建立信心，不要迷思於購買高價知名的

隊透過研討會集思廣益，進行整合。

外國產品，「這對臺灣長期的發展來說是不
好的。」

他強調，做先進研發時，工作日誌很重
要，當後續專利申請遇到爭議時，就可以提

鄭育明是博士班第五年，他帶領幾位碩

出佐證的資料。在研發過程中遇到的障礙，

士生，各有職掌、各司其職，鍛鍊領導能

經過的嘗試，最後得到的解決方案，如果能

力。薛聿明表示，在團隊中有機會做硬體的

完全記載下來，後來者就可以無縫接軌，實

研究，有比較有充足的經費可以實現硬體。

驗室加強推進這種習慣，已看出成效，張教

王奕喆負責電路板的設計，他在這裡深刻體

授說：「我們團隊雖然看起來有小小的成

認到前端大學的樣貌。「在這邊，每時每刻

就，但前面還有一段路要走。」

同學們共同操作和學習

輸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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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張宏展教授表示，在工程司

此嵌入式系統首先經由振動指標將故

的計畫之後，團隊經過 6 年的努力，得到台

障初分為兩大類，即 Group 1 的健康、定子

電智慧電網二期共 1200 多萬的支持，有一

故障和轉子故障以及 Group 2 的軸承故障與

組示範系統裝設在中火五號機，若證實有

偏心故障，再將兩類的故障細分，判斷出最

效，台電希望全面推廣示範運用，後續潛值

有可能的故障部位。

龐大。他說：「我們是在發電領域唯一在台

系統的伺服端方便使用者進行全面管

電做現場實域展示的技術團隊，因科技部

理、儲存數據，進行大數據分析和軸軌跡分

在 104 年的支持，才能慢慢發展出完整的架

析、頻瀑分析、故障機率的圓餅圖、時域波

構，開花結果。」2018 年 10 月，這套系統

型、以及頻域波型等分析。

將擴充裝置到 9 部機組上，團隊對此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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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節能控制盒開發
與穩定性研究探討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MOST 104-2622-E-027-022 -CC3

執行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系			
主 持 人：莊賀喬
參與人員：吳冠霖
合作企業：亞得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此系統節能控制量測

將動態調變電壓激發角技術應用在冷藏

濕度變化，驗證製冷能力未被改變，顯示此

冰箱上，可使冷藏冰箱在最佳耗能狀態下運

新型節能控制器能改善壓縮機耗能過多的問

轉。此技術採用半導體元件雙向性三極閘流

題，達到節能效果。

體為調控電壓激發角之元件，開發新型節能
控制器，以冷藏冰箱為實驗負載設備。

計畫主持人莊賀喬教授（右三）、亞得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謙涵董事（中）、吳冠霖（左二）及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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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驗設計紀錄 1 小時靜態關門測試與
模擬使用狀態的動態開關門測試，分別得

冷藏設備的高耗電量是許多產業的成本

到節能率 20.48% 與 12.88%。冷藏冰箱在安

負擔，本計畫以電流、功率、冰箱內部溫度

裝新型節能控制器後，紀錄一天最佳耗能

與濕度和壓縮機機殼溫度為實驗架構參數，

為 6.597kWh 24h-1，與市電耗能比較下降

控制邏輯是經由感測電流作為回授訊號再決

22.41%。經由第三方德國 TUV 公司見證結

定電壓調變範圍，最後比較冷藏冰箱內部溫

果，110V 冷藏冰箱經由節能控制盒其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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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研究所兩年間做了市場調查研究，

校合作，「學校很單純，對新的東西吸收

莊教授也提供技術的想法和教導，成功發表

很快，他們的發展和培養也很容易，很優

產品，他說：「一路走來很感謝有這個機

秀。」繼吳冠霖之後，他也栽培更多的學

會，遇到完整的開發案，在學生時期就有這

弟。

樣的歷練。」吳冠霖認為，機會是老天爺給

李董事在吳冠霖當兵期間持續給予補助

的，但掉下來之後就是努力把它做完，按部

金，他說：「我們看到他是很優秀的人才，

就班完成研究，即使學校和公司等各方面的

想盡方法維繫他，鼓勵他未來繼續朝這條路

交代讓工作份量加倍，但就是努力完成。

走，錢不是很多，但代表誠意，也代表我們

李謙涵董事表示，產學合作在臺灣是很

有決心，延攬這個人才進來。」

重要的步驟，一方面是學校提供環境、技術

在開發過程中，研究團隊上山下海，到

和老師的領導，廠商則將市場面的資訊和想

各種場域實測節能效果，公司已前進巴西市

法與其結合，就能把想法變成實體，進入市

場，李董事說：「未來，每個可口可樂的販

場，這是產業發展很好的模式。他熱衷和學

賣機都會是我們的市場標的。」

節能控制盒內部

率高達 15%，參加了 2015 年台北國際發明

取，這套程式可進行複雜的運算，根據現在

展獲得了金牌獎之殊榮。

壓縮機的工作狀況隨時調整所需的電壓，當

研究團隊與亞得力科技公司自從 2013

冰箱到達設定的溫度時，透過此技術，除了

年合作至今，榮獲多種節能競賽獎項，成果

可以把升溫和降溫的周期拉長之外，還可用

已商品化販售，後續衍生出馬達、空調系統

更少的啟動次數維持恆溫，因此可以省掉實

等節能產學合作計畫。學生吳冠霖畢業後到

功，達成省電。

亞得力科技公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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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冠霖表示，目前這種小眾的市場還沒

計畫主持人莊賀喬教授表示，真正的精

有導入變頻技術，若要導入，成本會提高很

華是控制盒裡面微晶片的程式控制，因為是

多，團隊才會發想用電壓控制來達成節能，

燒錄進去而且有保護的機制，無法進行萃

市場的反應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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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工程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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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成果專刊

發表時間 :106/10/26( 四 )13:00~16:50
發表地點 : 國立成功大學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第三演講室
論文張貼 -1F 多功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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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崇文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太陽能 N 型高效多晶與類單晶鑄碇關
鍵技術開發 (3/3)

中美矽晶製品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葉樹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尼龍泡珠材料之研究

集盛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林錕松

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
科學學系（所）

利用新穎酵素及固體觸媒酯化 轉酯
化廢食用油製成生質柴油技術研發與
柴油車輛尾氣 PAHs 污染物鑑定 (2/2)

承德油脂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李英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研究所

碳化矽基板覆蓋氧化鋯層之研究

凱樂士
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幹細胞培養裝置開發 (2/2)

海報展示特
優獎

張坤森

許佳賢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
所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由 R 類無害廢棄物邁向結合 C 類
有害廢棄物之階段性前處理與資
材化之技術開發與研究

慶宏技術開發
有限公司

明志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系

中昇實業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廖洪鈞

劉定宇

石墨烯奈米高分子複合物於綠色抗電
磁波塗料之應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以電阻量測法檢測地錨防蝕保護
措施之完整性

大地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高真空系統閘閥作動次微米級微粒生
成監控與分析

新萊應材科技
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劉敏信

蕭銘華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所）

使用低品位碳化矽製成環保磚之
研究

大合順磚廠
股份有限公司

李碩仁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所）

印刷電路板鍍金製程之效率提升與金
回收技術之研發

臻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劉博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低溫選擇性還原觸媒去除 NOx 之
研究

康捷環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蔡敬誠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材料結構控制與 Metallocene 觸媒聚合
反應條件研究 (2/2)

台灣塑膠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王家鍾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以病人安全為考量之電刀回流板
接觸程度測量裝置的研發

升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何文福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牙科用鈦金屬鑄造之新型包埋材
研發

名固精密陶瓷
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吳知易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含醚基和烯丙基之離子液體作為
鋁合金在鹽酸中之腐蝕抑制劑性
質探討

錦祥五金鑄造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林恩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中護健康學院美容系

超臨界流體松樹皮機能性成分技
術開發及在皮膚保養品之研究

引光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林淵淙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研發有機及無機污泥混合農業廢
棄物稻稈椰子殼製備新型固態衍
生燃料生質炭

欣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海報展示特
優獎
海報展示特
優獎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昶洋貿易
股份有限公司

2. 應用型計畫 ( 按獎項及姓名筆劃排序 )
獎項

簡報特優獎

主持人

任職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邱柏凱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廣波域紫外光源微影製程設備之
吸收型衰減器關鍵元件開發與鍍
製技術輔導

科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簡報特優獎

陳奕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 所 )

簡報優良獎

宋毅仁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

模組化可快速收折之輪椅

尚殷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黃文盈

弘光科技大學化妝品應用系暨
化妝品科技研究所

一葉草有效成分於人體皮膚系統
之功效研究

宏廣新技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林其璋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結構健康監測暨損害診斷自
動化分析程式

三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曾厚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新式片狀細胞工學製備片狀牙周
細胞層之動物實驗

双美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姚少凌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所）

建立人類臍帶血造血幹細胞之無
血清 無血漿冷凍保存技術

再生緣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羅金翔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所）

開發微氣候影像大氣能見度即時
傳輸與數位分析監測技術

百德科技儀器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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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脂肪酸轉製生質酯類之技術
開發

農馬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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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6

年度

產學計畫

科技部工程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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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成果專刊

發表時間 :106/11/02 ( 四 ) 13:00~16:50
發表地點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際大樓 IB-101 ／ IB-201 ／ IB-202 會議廳
論文張貼 -IB 展覽會場 B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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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世綸

中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應用於穿戴式裝置與物聯網之低功
率智慧型類比數位轉換器設計 (2/2)

穩脈科技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許輝煌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藉由網路輿情探勘之主動式客戶服
務

程曦資訊整合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沈文和

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使用巨量天線陣列之第五代行動通
訊系統研究 (3/3)

華碩電腦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韓斌

國立中興大學
精密工程研究所

利用奈米氧化鋁膜開發高性能光電
熱特性之 LED 燈具

盛威光電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郭泰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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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笙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謝欽旭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高精準度電子零件圖樣快速產製軟
體技術研發

富比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洪昌鈺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應用於運送高單價貨品智慧型貨車
之設計

億曜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施至柔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小型可攜式變解析度光譜分析儀開
發與研究

龍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陳政寰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所）

繞射式雷射點陣照明投影光機開發
計畫

一元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許世昌

國立臺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

磷化銦 硫化鋅量子點白光發光二
極體及背光光條之應用

伯鑫科技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田仲豪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所）

新式數位眼底光學暨自動視網膜糖
尿病變檢測技術 (2/2)

晉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黃敬群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探討全景攝影機於掃地機器人自主
同時定位與圖資建立之研究

恆準定位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黃衍文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所）

長期照護行動服務系統之核心開發
元件建置

定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陳璽煌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所）

基於 OBD-II 之整合車輛後勤服務
管理系統研究開發

唯智企業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陳巍仁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及電子研究所

面板內嵌感測器之高感度讀取電路
設計 (2/2)

聯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林威成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暨研究所

研製一基於資料探勘技術之智慧醫
療雲系統

啟廉資訊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翁俊仁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可見光暨近紅外光雙波段可調式分光
模組開發並應用於反射率及折射率之
量測

阿瑪光電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花凱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智慧整合感控之點膠系統

邑富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范育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仿光場影像重建元件與系統設計

祺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楊證富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抗刮與防水薄膜沉積技術開發

昇美達國際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竇其仁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所）

開放式控制區域網路與智慧裝置之
技術整合與閘道器開發

區控車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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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啟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長距離公共自行車租用系統暨電動
助力自行車無線充電技術開發

遠易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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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載型單鏡頭視覺之前車距離測量
技術

晶睿通訊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孫家偉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所）

攜帶式光學皮膚黑色素檢測儀研發

元盛生醫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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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6

年度

產學計畫

科技部工程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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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成果專刊

發表時間 :106/11/9( 四 ) 13:00~16:50
發表地點 : 逢甲大學 人言大樓 B1 啟桓廳／第四會議廳／第六會議廳
論文張貼 - 人言大樓 B1 中庭

1. 先導開發型計畫 ( 按獎項及姓名筆劃排序 )
獎項

主持人

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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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特優獎

李永春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所）

非球面微透鏡陣列應用於開發點陣列
掃描式無光罩式微影機台 (3/3)

迅得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陳奇夆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UV-LED PCB 平行光曝光機之光學模組技
術開發

科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特優獎

楊哲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全瓷義齒積層製造技術開發 (2/2)

晶瀅生醫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張永佳

國立交通大學工業工程
與管理學系（所）

應用基因演算法與決策樹於液晶面板自動
光學檢測瑕疵分類

技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桑慧敏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
工程管理學系（所）

提升太陽能多晶矽晶碇之可靠度

中美矽晶製品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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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合金與
銅異種金屬銲接參數最佳化之研究

聯興興業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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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帆宣系統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曾釋鋒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UV 雷射直寫成型石墨烯微加熱器陣列於
可攜式保溫裝置開發

澤達光電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胡毓忠

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
工程學系（所）

新型音叉式物位計

桓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莊正利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
衛生學系暨碩士班

大型動力鍋爐過熱器 SA 213 T91 合金鋼管
之冷作彎管製程開發

台朔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
優獎

管衍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輪胎接地排水特性模擬分析與實驗方
法之開發 (2/2)

建大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黃培興

海報展示特
優獎

基於光固化臘成型技術之快速熔模鑄造試
製產線開發

恆峰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PCB 綠漆製程自動收板設備研發

展勤科技
有限公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黃信行

明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林栢村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金屬產品開發技術研發
中心

先進高強度鋼板在伺服沖床之成形研究

直正精密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范光堯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所）

U 形型材具不同板厚的帶狀金屬平板連續
輥軋製程研究

州巧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辜德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含待機電力管理與過電流保護之智慧插座
研發

合家科技
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劉煥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獨立型太陽能發電之儲能管理系統開發設
計

榮王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陳紹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應用 Macro Executor 於 CNC 工具機熱溫
升量測與補償

力勁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陳維新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所）

熱電模組發電效率提升之研究

鼎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顏維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
與冷凍空調工程系（所）

大功率呼吸式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之流道
散熱設計

呈友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瞿志行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
與工程管理學系（所）

基於參數化手部模型之輔具客製化設計

雲太資訊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
良獎

林韋至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
工程學系（所）

奈米級生醫高分子敷料多功能性生產
設備與製作技術之開發

飛統自動化實業
有限公司

2. 應用型計畫 ( 按獎項及姓名筆劃排序 )
獎項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張宏展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階層式馬達線上運轉狀態分析系統之研製

安華機電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特優獎

曾光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研究所

2000 Hz 直流電阻點銲機開發及其性能評
估

金元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王栢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基於聲音品質之銅鐘幾何結構設計方法

三希典藏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何信宗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小型奈米級超精密定位裝置之開發

特典工具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莊賀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智慧型節能控制盒開發與穩定性研究探討

亞得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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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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