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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出發前往日本 JIMTOF，攝於桃園國際機場 2016.11.16

Travel, in the younger sort, is an art of education, in the elder, 
a part of experience.

-Francis Bacon (1561~1626)

『旅行，於年青人是教育，於成年人是經驗』
-英國哲學家 培根 < 論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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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銀科技自2004年起委託中國機械工程學

會(CSME)辦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HIWIN 

THESIS AWARD），旨在激發並鼓勵我國青年學子

投入機械工程領域之研發與創新應用，培養產業

界優秀之機械工程人才，促進產業界與學術界的

互動，協助我國機械工業的升級。

　　機械是工業之母，所有的東西除了自然生

長，剩下的全部要用機械製造出來，所以機械工

業不好，製造業肯定不行，沒有製造業就不會有

就業機會；沒有就業機會就不會有所得，沒有所

得也就不會消費，沒有消費也就不會有服務業，

也不會納稅，政府的公共工程跟相關費用的取得

就會很困難。

　　長久以來，機械領域人才大部份都被半導體

產業吸收當個非主流從業員，甚至加入證券期貨

等行業。而另一方面，機械業卻求才若渴，再加

上學界追求排名跟升等，沒有人願意務實在機械

領域深耕，台灣就陷入這樣惡性循環的環境。我

們希望轉化環境並鼓舞這些務實深耕在機械領域

的人，因此，上銀科技在歷經多年研發與行銷佈

局後，營運逐漸發揮實力，行有餘力，乃將構想

多年的計劃予以付諸實施，進而促成「上銀機械

碩士論文獎」的誕生，也陸續鼓勵科技大學與工

具機研究領域來參與，特增設科技大學與工具機

的特別獎。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的選拔總經費每年

高達新台幣1000萬元，每年總錄取名額約20名；

同時，得獎者與其指導教授可獲邀前往日本參觀

國際工具機展 (JIMTOF)。日本的工具機產業執世

界牛耳，而JIMTOF是全球三大工具機展之一，展

場上有眾多世界頂尖設計的設備可以啟發得獎的

學生與指導教授，同時也展出日本著名大學的研

究報告與大學實驗室的攤位，可讓得獎學生與教

授砌磋，終身受用。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的獎金為我國各項

學術活動與選拔競賽的獎金創造了一個新紀錄，

吸引眾多青年學子熱烈參與，得獎學生的論文也

製作成專輯與產業界分享，以促進產學界的交

流；產業界可獲得學生的研究精華、提升研發創

意，也可獲得更佳的人才管道。另一方面，有助

於得獎人在產業界就業的機會，及提升各入選學

生所就讀大學系所的聲望，有助於其吸收更多優

秀的青年學生加入、以及各系所畢業生在產業界

受歡迎的程度。

　　入選論文摘要以及其指導教授的學術專長，

也會在網站、報章、雜誌等相關媒體發表，為產

學合作搭起連結橋樑。

上銀科技

 主辦單位簡介 / 創辦人的話

卓永財

重視產學合作   鼓勵研發創新

　　上銀科技以HIWIN自有品牌行銷全球，為台

灣精密機械關鍵零組件的指標廠商，也是全球第

二大傳動控制與系統科技的領導品牌，在全球有

7個R&D中心、實驗室，12個子公司、孫公司，

以及超過100多個代理商。HIWIN專注於高速、高

精密、與環保節能特性之關鍵零組件，產品包含

滾珠螺桿、線性滑軌、動力刀座、特殊軸承、工

業機器人、晶圓機器人及醫療機器人等精密傳動

控制元件，可應用於自動化、半導體、電子、醫

療、精密工具機等產業。

　　HIWIN深信「製造不是目的，是為了滿足人

類的需求」，秉持著這樣的精神持續創新，每年

提撥營業額的5%~10%研發經費，以臺灣總部為

知識中心，海內外研發人員約400位，可說是機械

產業中少見的龐大研發陣容。

　　上銀科技整合全球資源，致力於智慧自動化

創新研發，擁有全世界最完整機器人種類，包含

晶圓、關節式、並聯式與史卡拉機器人，為人類

良好工作環境與更佳福祉努力不懈。連續2年榮獲

Forbes全球創新成長百大企業前50名；2016獲日

經Business全球上市企業綜合成長力百大第5名、

獲選為「日經ASIA300指數」成份股，是全球機械

零組件產業第一。HIWIN長期在全球佈局與創新

能量，實為發展工業4.0之優質夥伴！

HIWIN 集團 董事長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創立者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為國內最具規模之機械專

門學術團體，受託舉辦「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

選拔活動，已經歷13屆的里程碑，感到十分光

榮。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除金質獎、銀質

獎、銅質獎、優等獎及佳作獎外，亦有「工具機

與零組件特別獎」及「科技大學特別獎」的名

額。鼓勵我國青年學子及其指導教授積極投入機

械領域的研發與創新，透過獎勵的競爭激勵，發

掘與培養出優秀的機械人才，進而可提升精密機

械產業的長期核心競爭力。經過13年來的競爭激

勵，近年來科技大學的碩士論文水準已有明顯提

升。在工具機方面的碩士論文，其質與量近年來

亦有增加之趨勢。

　　此外為鼓勵學以致用、理論實務兼具之研

究，自「第10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開始，增

加「傑出創作獎」之選拔，從申請碩士論文獎的

論文中評選出最完整，最有可能商業化具創新性

的研究成果來頒獎。為因應政府發展「智慧機械

產業」，亦鼓勵感測器、機器人、影像處理技術

等與智慧機械及工業4.0相關之論文參與「上銀機

械碩士論文獎」競賽。

　　參與「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的碩士論文相

關技術內容，在這13年來的演變與臺灣的機械產

業的演變亦有相當大的關聯。早期的論文其理論

推導之學術創新性較多。後來為因應機械產業的

需求，可提供產業界應用參考價值的技術創新性

的實驗及實作的論文逐漸增加。而在「上銀機械

碩士論文獎」提供「工具機與零組件特別獎」及

「科技大學特別獎」後，在工具機與零組件相關

的碩士論文及科技大學參與競賽的碩士論文的數

量逐漸增加，且論文水準亦逐漸提升。而在「傑

出創作獎」方面，亦選出了具商業化的創新性碩

士論文，更可看出國內碩士論文在產業應用上的

水準相當高。

　　綜上所述，非常感謝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對「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這13年來積極持續推

動，培養了國內之機械人才，提升國內機械學術

界的研發水準，以及提升精密智慧機械的論文水

準，對國內的精密智慧機械產業有更多的貢獻。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以聯絡機械工程同志，

研究機械學術，協力發展中國機械工程建設為

宗旨。於民國廿五年(1936年)在杭州創立，民國

四十一年在台灣復會，歷史悠久。

　　會員分為正會員、仲會員、初級會員及團體

會員等，人數眾多；現有個人會員17,415人，團

體會員112單位，為國內規模最龐大的一個專業學

術團體。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

會閉會期間理事會代行其職權。本會設理事長

一人、常務理事二人、理事卅一人、監事九人、

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二人，組織理事會監事

會，由會員票選之。

　　工作執行部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二人、

總務、會計、文書幹事各一人、及各任務委員

會。名稱如下：(1)會員委員會(2)學術暨教育委員

會(3)出版委員會(4)司選委員會(5)論文委員會(6)獎

章委員會(7)獎勵委員會(8)工業訓練暨檢驗委員會

(9)工業服務委員會(10)財務委員會(11)國際暨大陸

合作委員會(12)產學合作委員會(13)工業標準委員

會 (14)會務設計委員會(15)財產保管委員會(16)簡

卓堅教授獎學金基金會(17)會士遴選委員會(18)機

械專業人才認證推動委員會(19)機械專業人才培

育推動小組(20)精密工程與奈米技術委員會。

　　其會務按照章程規定有：(1)接受個人或公私

立機關之委託研究或解決有關機械工程之問題；

(2)舉行學術講演及設立分類研究小組，以促進機

械工程學術之發展；(3)徵集機械工程圖書，調查

國內外機械工程事業之最新發展以供學術界及工

業界之參考；(4)審擬機械工程名詞及標準規範；

(5)研究機械工程學術及教育事項；(6)刊發會刊及

有關機械工程書籍；(7)協助會員介紹職業；(8)舉

辦有關工業訓練事宜；(9)辦理工業服務及技術咨

詢事宜；(10)辦理其他與本會有關事項等。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CSME)

 承辦單位簡介 / CSME 理事長的話

林榮慶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理事長  

鼓勵學子研發創新

成為優秀的機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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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獎嘉賓致詞

卓永財／上銀科技董事長

工業4.0提升產業附加值 
創造高薪就業機會

林　全／行政院院長

智慧機械帶動台灣產業邁向全世界

姚立德／教育部政務次長

樹立標竿 培育精密機械人才

沈榮津／經濟部政務次長

推動聯網服務
開發智慧化模組關鍵競爭力業機會

　　機械是工業之母，它的產業關聯效果巨大，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就是為了喚起大學與社會

對機械的重視而設立，我們很欣慰地看到，透過大

家的努力，如今機械領域已經逐漸獲得重視。

　　上銀近年來積極參與推動工業4.0，其中非常

重要的基礎就是工業的感測器，2016年8月30日我

們結合了IC設計、半導體製造、工具機、機器人相

關公協會組成聯盟，發展智慧製造所需的感測器，

已有初步成果，將加速推動台灣產業轉型升級朝智

慧製造發展。在

這條路上我們願

意盡棉薄之力，繼

續鼓舞更多年輕

學子跟老師們投

入機械領域，這樣

台灣的產業轉型升級才能達成，產業附加值才會出

來，年青人的高薪就業機會才有可能形成。

　　恭喜在座的老師、同學，為了機械產業創新而

付出的心力。我們希望利用這個時機推動智慧機械

達到產業轉型，以智慧生產與智慧製造來提高競

爭力，談到智慧製造，要從基本功開始，也就是所

謂的智慧化元件，如Sensor、Controller要先智慧

化，再到單機智慧化，形成智慧化基本的要件，再

來把好幾個整線變成整廠智慧化的生產。

　　第二步驟就是推出一個公版的聯網服務平台，

去開發各個產業所需要的智慧化服務模組，這些智

慧化模組，就是我們競爭力的關鍵所在。我們在台

中成立智慧機械的

專案辦公室，在這

裡發現問題、面對

問題、解決問題，

完成場域試煉後，

就要走向國際。

　　上銀碩士論文頒獎已經辦了 13 屆，而且每一

年願意耗費資源來做這件事情，培養國內的人才，

鼓舞我們機械這個領域的每一位學者，是非常值

得令人敬佩的事情。

　　政府計劃建立一個公版的聯網平台，讓這個

聯網平台可以幫助想要參與工業 4.0 的企業，都

能夠把他們的生產數據儲存起來，做應用管理，

透過聯網平台，讓生產排程自動化、智慧管理，

甚至是智慧製造，都能夠一氣呵成，如此一來，

聯網平台走向智慧機械到工業 4.0，規劃的產業包

含紡織業、工具機業，也包含航太業，甚至於最

簡單的水五金等等，都有機會走到 4.0 的階段。

　　 未 來 台 灣

整個產業往前邁

進，希望創造更

多機會，吸引更

多人才願意留下

來，還要吸引國

外的人才來，我

們要組國際隊不是國家隊，換句話說，我們每個

產業將來都應該是國際隊，要在國際間競爭，讓

台灣的產業結構能夠脫胎換骨，帶動台灣產業走

向全世界。

　　機械相關領域的老師，尤其從事工具機相關

研發的老師跟同學們，都非常重視這個獎項，除

了高額獎金，更重要的是老師在這個領域精益求

精的研發，給學術界在產業所帶來的影響力，我

相信遠遠超過這個獎金所代表的意義。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對於大學人才的培

育以配合國家核心產業的發展尚有一些落差，尤

其國家發展五加二產業，人才培育一定要跟著到

位。剛才卓董事長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學部一定

要注意到實作技術的培養，尤其在工程領域的研

發，要先重視產業

的應用。教育部非

常謝謝卓董事長過

去這幾年利用高額

的獎金，樹立這個

獎項的公正性與

師生心目中的影響

力，深深地影響機械相關老師們的研發與精密機

械產業的發展。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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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拔團隊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係由國內機械界翹

楚，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卓永財董事長一手

創設，其目的在激勵青年學子投入機械工程研發

及創意應用，培養機械工程師在產業上之競爭優

勢，並帶動產業界與學術界之研究交流合作，進

而促進機械工業技術之紮實深根並創新提升。據

此理想目標，「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遂於民國

93年設立，並委託「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全權辦

理。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為審慎辦理評選獎務事

宜，特制定「上銀(科技)機械碩士論文獎設置辦

法」，並設立「選拔委員會」負責規章辦法與評

選機制之訂定、審議與執行，學會理事長為當然

委員，其餘委員由理事長提名，經理監事會通過

後聘任之，並由理事長指定1人為召集人。又為

求公正客觀之原則，每年視各校推薦論文名單情

形，由選拔委員會遴聘評審委員，成立「評審委

員會」處理評審事項。

　　自民93年迄今13年，因應科技趨勢發展與產

業需求，「論文獎設置辦法」經由選拔委員會議

討論共修訂9次，包括增設工具機與零組件特別

獎、科技大學特別獎、提高獎金額度與名額，獎

勵對象增設感測器、機器人或與工業4.0相關論

文；這些年來林林總總增修演變，無不是與時俱

進，呼應並引領台灣機械產業科技發展趨勢，支

持優異機械領域師生創新創造，別具社會貢獻與

時代意義。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提供獎項從佳作10

萬元到最高金質獎100萬元不等，全年共400餘

萬元獎勵金，是國內科技論文獎中最優渥獎項之

一。更者，本論文獎創立之理想使命與選拔評審

機制嚴謹公正，例如辦法明訂評審委員應遵守迴

避原則，其指導學生不得參加，此公平公開作為

皆為各界推崇之處。從第1屆到13屆參賽論文共

1283篇，得獎共188篇，得獎率約15%，可見參與

踴躍而競爭激烈，擇優激勵性質非常高，因而帶

動機械工程研發及創新應用之提升，對國家產業

發展貢獻懋績斐然。且同時安排全額資助得獎者

與其指導教授前往日本參訪國際工具機展，與國

際人士交流砌磋，拓展視野，其培育英才用意可

謂深遠。綜上，「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已有國

內機械業奧斯卡金像獎之美譽。

　　歷屆論文獎頒獎典禮渥蒙總統府、行政院、

經濟部與教育部長官蒞臨指導，媒體大幅支持報

導，多見各界對論文獎之肯定讚譽有加。「中國

機械工程學會」13年來承擔此論文獎評選任務，

是榮耀任重之工作，承上銀科技公司支持與學會

同仁努力，這些年來選拔任務皆順利達成，特別

感謝選拔委員會與評審委員會先進之辛勞奉獻

與寶貴指教。欣逢論文獎專輯付梓，我們勉勵論

文獎評選業務持續進步，助益選英育才，在促進

機械工業技術之深根與創新之使命上，作出更大

貢獻。

谷家恆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選拔會召集人

慎謹選英育才 激勵創新開展

 第13 屆  選拔委員

林榮慶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理事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江耀宗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所鋐
國立臺灣大學 特聘教授

蔡新源
創智智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博治
英士國際投資 ( 股 ) 公司
董事長

陳朝光
國立成功大學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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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審團隊

　　一個企業或產業要能放眼國際，與國際一流

公司一較長短，端視其是否擁有足夠之競爭力。

「人才」毋乃其重中之重，大學為人才培育之搖

籃，如何培育且為產業界所用。而產業界除了提

供良好工作環境吸引人才外，人才養成亦不能袖

手、自外於大學，方能使產業界之需求與大學之

教學、研究資源緊密結合，「產學合作」成效亦

能相得益彰。

　　上銀科技自 2004 年創辦「上銀機械碩士論文

獎」以來，極受產官學各界之肯定。而上銀科技卓

董事長之視野、胸襟與魄力更為大家所敬佩，許

多之作法足可為政府及產業界推動「產學合作」

時之借鏡。例如，以高額獎金激勵大學師生針對

我國機械產業之關鍵技術進行研究，對獲獎師生，

不惜花費鉅資安排至國外先進公司及著名展覽會

參訪，非常難能可貴。其對獲獎論文並無任何智

財權或回饋要求，因此廣受學界、業界響應。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十餘年來於國內機

械、自動化乃至電機相關領域之教學及研究，一

直扮演著領航者之角色。獲此獎肯定之優秀機械

工程人才已超過 200位，為發展台灣精密工業所需

菁英人才，建構了堅實之人才庫，貢獻至鉅。自

第13屆起，更鼓勵與智慧精密機械，機械人感測

器與工業 4.0 之相關研究，亦可見卓董事長洞燭機

先之眼光及使命感。

　　有感於上銀科技及卓董事長對大學人才培

育及產業發展之熱誠與無私，評審會對於評審委

員有嚴格之迴避原則外，初審、複審乃至決審均

在公正、公開、公平及嚴謹之程序下進行，決審

時，同學必須到現場親自簡報及詢答。在競爭非

常激烈情形下，最後還需經二、三輪投票方能產

生獲獎論文。感謝評審委員、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及上銀公司所有工作同仁大家的同心協力，每年

繁複之評審工作才能順利完成。

陳文華  

創建產學合作研究新模式

邱顯俊
國立中興大學 系主任

 第13 屆  決審委員

 第13 屆  決審委員

林榮慶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理事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謝曉星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主任委員

顏家鈺
國立台灣大學 終身特聘教授

陳朝光
國立成功大學 講座教授

董必正
國立中央大學 教授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評審會召集人
國立清華大學 特聘講座教授

李安謙
國立交通大學 終身特聘教授

宋震國
國立清華大學 特聘教授

馮展華
國立中正大學 校長

劉昭華
淡江大學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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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由左至右：陳朝光國家講座教授、谷家恆校長、卓永財董事長、陳文華講座教授、張所鋐特聘教授、江耀宗董事長。
後排：董必正教授、宋震國教授、顏家鈺院長、謝曉星講座教授、蔡新源董事長、馮展華校長、林榮慶理事長、李安謙
教授、劉昭華教授、邱顯俊主任、蔡惠卿總經理。

論文獎決審實況 ( 一 ) 

決審委員討論實況 ( 一 )

論文獎決審實況 ( 二 )

決審委員討論實況 ( 二 )

獎項 學校系所 研究生 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

金質獎
國立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研究所

洪懷恩 徐保羅 以 EtherCAT 實現 CNC 伺服控制低頻補償器

銀質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劉廷皓 郭進星 新型腹腔鏡機器人手術器械系統

銅質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陳 暐 謝宏麟 六自由度 Wollaston 雷射光學尺

優等獎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

阮忠德 陳亮嘉
運用數位微鏡裝置發展全域性掃描準單擊式共軛
焦顯微形貌量測技術與系統

優等獎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

林耿勳 李志中
擺線齒輪減速機之運動誤差及背隙分析與其容差
設計

佳作獎
國立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研究所

馬英傑 蕭得聖
使用於多層迴路伺服馬達位置控制之速度迴路疊
代學習控制器

佳作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李孟哲 林明宗 五軸刀具中心點路徑即時預讀與插補技術之研究

佳作獎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鄭尹俊 鄭志鈞
工具機滑塊預壓監測與主軸適應性切削轉速估測
技術之研發

佳作獎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鍾國緯 林昭安 應用基因演算法進行水平軸風力機性能之最佳化

佳作獎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羅振豪 李永春 以光纖陣列為基礎之數位式滾筒模仁製程技術

佳作獎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邱震華 劉至行
拓撲與尺寸最佳化於自適性撓性夾爪機械利益最
大化設計之研究

特別獎

( 科技大學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暨機電
整合研究所

林佳宏 李春穎
可調式能量擷取吸振器於結構平台多模態減振之
研究

特別獎

( 科技大學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陳昱豪 林紀穎 基於 FPGA 嵌入式平台之影像量測系統開發

特別獎
( 工具機 )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國峯 黃育綸
RTAI+

：針對 CNC 程序特性的 RTAI 即時排程修

補機制

 第13 屆  決審花絮

▲ ▲

第13屆 得獎名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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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3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頒獎人行政院林全院長(左)、洪懷恩同學、徐保羅教授 頒獎人行政院林全院長(左)、郭進星教授、劉廷皓同學

洪懷恩
國立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研究所

劉廷皓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徐保羅
專長領域 /
精密伺服運動控制
製程監控系統

郭進星
專長領域 /
靜平衡機構、可重構
機構、連續體機構、手
術器材、復健器材、家

居設備、生活用品

　　在CNC工具機的控制器上，除了原有的P控制以外，本研究整合了分別屬於

高頻域及低頻域的控制補償器，提昇CNC的運動精密度，除了原有屬於改善高

頻域控制範圍的控制器，包含 (1)提昇穩定性的PD(比例-微分)控制器，及 (2)改

善追跡誤差的位置迴路前饋控制器外，本研究並提出在CNC工具機控制器上可

具體實現的低頻補償器　提出具判斷功能之一階低頻F filter 摩擦力補償器。本

研究在東台TC-2000的CNC機台上，透過工研院所開發的以INtime即時環境之

EtherCAT網路化CNC控制介面，實現整合式精密運動控制器，經由實驗證實，

取樣時間可快速至0.25ms。本研究證明整合了(1)至(4)之伺服控制架構後，可以

確實提升整體運動精密度，其真圓度和原始P控制比較，由23.1改善至8.6，改善

率達62.77%。本研究並以循圓測試儀量測機械端精密度，由27.4改善至11.1，最

後透過調整驅動器剛性及工研院控制器step背隙補償，改善背隙誤差帶來的失運

動(lost motion)現象，機械端真圓度可再改善至6.6，前述實驗結果說明本研究成

果可凸顯EtherCAT於實現彈性的CNC控制架構與運動精密補償器之應用。

　　腹腔鏡微創手術(laparoscopic surgery)為現今一般外科手術的黃金準則。面

對手術需求與難度的日益提昇，手術器械的末端靈活度設計，以至於器械與機器

人的系統整合，已為近來腹腔鏡微創手術科技的發展重點。

　　本研究提出一種新型腹腔鏡手術機器人器械，該器械具有末端腕部偏擺

(pan)、夾取/剝離(grasping/dissecting)與自轉(roll)等三個自由度，且腕部可雙

邊擺動以及夾爪可雙動開合。該器械係以螺桿、萬向接頭與滑槽等剛性元件所組

成的傳動機構，具有運動解耦特性，即器械的三個自由度可分別由三顆馬達獨立

控制，且彼此不互相影響。此外，本器械亦具有模組化功能，能快速地與驅動模

組進行拆裝，並進一步建構主從動式(master-and-slave)機電整合控制系統，使

用者可透過搖桿驅動器械的運動自由度。此系統未來可輕易整合於機器手臂上，

形成一腹腔鏡微創手術機器人系統。 

　　研究首先透過針對具解耦運動之剛性傳動器械進行技術分析與優缺點比較，

以歸納出現有手術器械之待突破技術。接著著手新型器械的機構設計，使腕部雙

邊擺動與夾爪雙動開合之運動達雙向解耦，然後依序完成器械與驅動模組的具體

設計、受力分析、以及機電整合系統設計與實作。最後，完成一系列的硬體測試

與量測，包含新型器械之解耦測試與量測、系統重複性與重現性量測、傳動機構

受力測試與夾取傳送功能測試與電燒功能測試等。實驗結果顯示，本新型器械之

腕部擺動與夾爪運動的確互不影響，為運動解耦。在系統性能方面，腕部擺動之

準確度與精密度最大誤差分別為1.327°與0.055°；而腕部在15°至70°之來回

擺動以及夾爪在27°至40°之來回開合具有高重現性。實驗亦驗證本器械腕部可

承受3 N之負載，且可實現電燒功能。

以EtherCAT實現CNC伺服控制低頻補償器 新型腹腔鏡機器人手術器械系統

作　者 作　者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金質獎 銀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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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3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頒獎人經濟部沈榮津政務次長(左)、阮忠德同學、陳亮嘉教授夫人代為領獎

陳亮嘉
專長領域 /
精密量測、自動化光學
檢測、機器視覺與影像
演算、光機電自動化系

統之設計與整合

阮忠德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	

     In the thesis, quasi one-shot full-field confocal microscopic surface profilometry 
and its measuring systems using 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 (DMD) is proposed and 
implemented. With precisely controlling each micro-mirror on DMD and modulated 
with structured patterns, a DMD can function as an array of pinholes to perform 
full-field confocal measurement without any lateral mechanical scanning and avoid 
suffering lateral signal cross talk encountered in conventional confocal microscopy. 
Two novel approaches were developed in the study to eliminate confocal vertical 
scanning fully. 

     In the first approach, a novel method was developed to encode and decode 
depth information of surface profile b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 measuring depth 
and its corresponding surface diffraction image pattern in confocal microscopic 
configuration. The developed system can minimize the light cross talk between 
each measuring point and its neighboring region. Thus, it can be more robust and 
efficient in surface reconstruction with less lateral scanning in a manner of quasi-
one shot measurement.

     The second approach uses a chromatic confocal microscope setup with 
broadband light, in which a depth-dispersion chromatic objective is used to encode 
and decode depth information from the detected spectrum response being received 
at its measuring depth range. A developed signal processing algorithm can 
establish a spectrum response curve based on the multi-band spectral information 
captured by using an IMEC area spectral camera with multi-band spectrum 
detection capability. The surface depth can be accurately determined by detecting 
the wavelength with maximum intensity respected to its detected surface depth. 
More importantly, undesired confocal cross talk effect can be also minimized by 
applying a designed virtual pinhole array formed by DMD. 

運用數位微鏡裝置發展全域性掃描準
單擊式共軛焦顯微形貌量測技術與系統

優等獎

謝宏麟
專長領域 /
機械設計、精密定位系
統設計、精密量測、光
電感測、光機電系統

陳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本研究提出一套創新的外差式Wollaston雷射光學尺量測系統，用以進行六

自由度位移及旋轉角量測。此套雷射光學尺系統結合外差干涉術、光柵剪切干涉

術、Wollaston prism共光程光路及分光技術等設計概念進行開發，具備高穩定

度、高解析度及六自由度的量測能力。

　　此套外差式Wollaston雷射光學尺系統系統架構簡單、架設容易，主要由一

氦氖雷射、電光調變器、擴束鏡組、Wollaston prism、繞射光柵所組成。我們

藉由電光調制技術來產生外差光源，同時透過Wollaston prism及光柵的使用來

建構出共光程光路架構，使參考光及量測光在空間中行經相同的路徑，當系統遭

受外界環境擾動影響時，兩道光將感到相同的擾動訊息，其影響量可於干涉訊

號中相互抵消，如此即可有效地降低外界環境擾動對量測結果所造成的影響。同

時，透過分光技術的運用建構出三組具備雙自由度(一線性位移及一旋轉角)量測

能力的偵測架構，使此套外差式Wollaston雷射光學尺具備六自由度(x, y, z, θx, 

θy, θz)的精密量測能力。

　　為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外差式Wollaston雷射光學尺的可行性及其系統性

能，我們分別使用商用六軸定位平台及長行程步進平台進行多項實驗，並將雷

射光學尺的量測結果與平台內建的電容式位移計與光學編碼器所量得的結果相

比較。由實驗結果證明，此套外差式Wollaston雷射光學尺可在不改變光學架構

下，同時提供六自由度位移及旋轉角的量測訊息，其位移與旋轉角的量測解析度

分別可達2 nm與200 nrad，五分鐘內的系統穩定度分別為10 nm及1000 nrad，量

測速度極限可達1100 μm/s，具備優異的量測性能，可廣泛應用於奈米科技、半

導體、自動化光學檢測及精密機械等場合中。

頒獎人行政院林全院長(左)、陳暐同學、謝宏麟教授

六自由度Wollaston雷射光學尺銅質獎
作　者 作　者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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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人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左)、馬英傑同學、蕭得聖教授

　　在工業4.0的時代背景下，智慧化機械的概念被不斷提倡，而在無人化工

廠、產線全自動化的背後，是對於生產機械之精密度的更高要求，以降低即時人

工調校與機械自動調校之差距。在現今常見之控制架構中，疊代學習控制器是一

個架構簡單，效果顯著之控制方法，其能使用於重複執行相同命令之工作中，並

透過重複執行同一命令來提升機台之控制精密度，目前被廣泛應用於機械手臂與

CNC加工機上。本研究基於常見之多層閉迴路控制系統上，提出一疊代學習控制

器之改良辦法，透過將傳統之疊代學習控制器由最外層之位置迴路向內移至速度

迴路，提升疊代學習控制器中強健濾波器之截止頻率，使控制頻寬變高，藉此提

升疊代學習控制器之控制效果。爾後，對於改良之疊代學習控制器與多層迴路控

制系統整合時產生控制訊號飽和之問題，本研究也提出一改良之多層迴路控制系

統以解決此問題。

　　改良之疊代學習控制器被實現於東台CNC車床TC-2000之XZ平台，並與常見

之閉迴路及前饋控制架構、傳統疊代學習控制器比較。經過實際實驗，改良之疊

代學習控制器對單軸軌跡誤差能提供30%之控制效果改善，經由循圓測試，對輪

廓誤差也能提供10%之改善。

使用於多層迴路伺服馬達位置控制之速度
迴路疊代學習控制器

蕭得聖
專長領域 /
先進車輛控制系統、
機器人運動控制、錯
誤診斷與容錯控制

馬英傑
國立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研究所

佳作獎

　　擺線齒輪減速機因具有高傳動效率、高負荷性、高精密度、高減速比與體積

小之優點，所以在工業界上的使用率越來越高。理論上，擺線齒輪應為全齒接

觸，每一擺線齒和針齒的接觸皆沒有餘隙產生。但在實際製造上，會因為各零件

的製造誤差而產生餘隙或干涉，導致裝配困難。然而修形後的擺線齒輪加上各零

件的製造誤差，會使擺線齒輪減速機之精密度降低；因此如何在既定的精密度內

獲得修形量及製造容差，是目前亟需探討的主題。

　　本研究先針對擺線齒輪減速機齒面接觸分析之問題，提出齒面輪廓離散點

法，快速且不失準確地計算出擺線齒輪減速機之運動誤差及背隙。接著分析擺線

齒輪減速機零件之主要誤差及靈敏度，以提供在設計減速機時，所需注意之限

制。最後，本文透過基於可靠度之最佳加工精度設計，以獲得製造擺線齒輪減速

機最低成本之設計參數的公差帶；之後，以此公差帶，分析其運動誤差及背隙，

驗證所得容差設計之可靠度。此法可用於以最低加工成本製造少量或大量生產擺

線齒輪減速機的優點。

擺線齒輪減速機之運動誤差及背隙分析
與其容差設計

李志中
專長領域 /
機械運動學、機器動
力學、機構與機器設
計、機電設計

林耿勳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

頒獎人經濟部沈榮津政務次長(左)、林耿勳同學、李志中教授

優等獎
作　者 作　者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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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獎 佳作獎

頒獎人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左)、鄭尹俊同學、鄭志鈞教授頒獎人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左)、李孟哲同學、林明宗教授

李孟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鄭志鈞
專長領域 /
結構聲學與振動、
振動噪音實驗方法、
結構最佳化設計、
光機電整合技術

鄭尹俊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明宗
專長領域 /
自動控制、機電整合、
運動控制、即時程式

　　本論文提出一整合即時預讀以及曲線擬合技術的五軸刀具中心點插補演算

法，藉以產生平滑的進給率曲線以及刀具中心點軌跡路徑。首先，使用螺旋定理

推導廣義的五軸工具機順逆向運動學方程式以及賈可比矩陣。接著提出一五軸即

時預讀插補器，此方法偵測運動軸反轉或停止的斷點，並決定位於轉角及斷點

處的進給率可滿足急衝限制。為了達到高速加工，五軸命令路徑中的連續短線段

依據給定的弦誤差擬合成長線段。刀具中心點進給率曲線透過五軸進給率調整公

式、五軸和刀具中心點的速度限制、急衝限制和移動量進行調整。S型加減速進

給率曲線再利用逆向掃描演算法規劃求得。最後，在一桌上型五軸雕刻機上進行

實驗，相同的伺服頻寬以及加工條件下與海德瀚控制器所輸出的五軸插補點進行

比較，本研究所提出方法可規劃出較高的加工進給率，並維持輪廓循跡精度。

　　本論文以操作模態分析法(Operational modal analysis, OMA)為基礎，發展

兩項工具機關鍵技術；第一項是線性滑軌預壓力自動偵測技術；第二項是主軸適

應性切削轉速估測技術。

　　進給系統中若其滑塊預壓消失，則進給系統定位精度與剛性將隨之降低，本

研究提出一種監控線性滑軌之滑塊預壓力是否改變的方法；無須拆卸工作台，

只須於進給系統之工作台上安裝數顆加速規，並以伺服馬達激振工作台，透過

OMA鑑別工作台自然頻率與相對應之模態，並經由模態可信度(Modal assurance 

criteria, MAC)矩陣追蹤偏擺模態(Yawing mode)頻率之變化，透過該頻率變化反

估線性滑軌之滑塊預壓力是否消失以達滑塊預壓自動偵測之目的。

　　在工件銑削過程中，材料移除率(Material removal rate, MRR)反應加工時間

的長短，本研究先於工具機靜止時透過OMA獲得工具機主軸-刀具系統之自然頻

率與相應模態阻尼比，鑑別出最主要影響切削穩定性之模態，進而繪製顫振穩定

界線圖(Stability lobe diagram, SLD)，並依此最佳轉速為起始值，提出一主軸適

應性切削轉速估測的方法；於切削工件時不斷量測主軸-刀具系統之動態特性，

並修正顫振穩定界線圖，依此不斷更新最佳轉速進行轉速調變，實驗結果顯示調

變後之轉速不僅能高效率地移除材料且同時獲得良好的切削表面。

五軸刀具中心點路徑即時預讀與插補技術
之研究

工具機滑塊預壓監測與主軸適應性切削
轉速估測技術之研發

作　者 作　者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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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人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左)、羅振豪同學、李永春教授頒獎人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左)、鍾國緯同學、林昭安教授

鍾國緯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羅振豪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李永春
專長領域 /
實驗固體力學、應力
波動學、超音波工程
與非破壞性檢測、聲
波感測器、高頻電子
測試

林昭安
專長領域 /
生物與計算流體力學、
紊流理論

　　本研究致力於水平軸風力發電機的最佳化設計流程，並將此流程應用於美國

再生能源實驗室所開發的五兆瓦葉片上。在此流程中，Bézier Curves完成了翼

型、弦長分布與扭曲角分布的參數化，二維翼型的氣動力計算採用XFOIL，並使

用Tanger 和Kocurek的方法將局部攻角的氣動力係數外插至±180°，接著採用

旋轉失速修正法去校正二維翼型氣動力計算的結果，最後根據不同的運作條件下

的雷諾數，對阻力係數做修正。風力機的氣動力是採用FAST進行模擬，在本研

究中以葉片上的翼型、扭曲角分布和弦長分布做交叉配對成為五種不同的參數組

合，限制條件包含了翼型與葉形的幾何和葉片上的結構應力。結果顯示五種不同

的參數組合在最佳化後都能夠得到年發電量的提升，其中全幾何為參數的問題在

最佳化後得到最好的性能，其與原始葉片相比得到了2.491%的性能提升。

　　本研究發展一套可以在金屬滾筒上製作出任意圖形光阻微結構的數位式紫外

光曝光系統，藉由數位光源處理技術產生數位影像，搭配光纖陣列與微透鏡陣

列，完成曲面無光罩式的微影製程技術。首先，以曲面光阻噴塗系統，將光阻稀

釋後均勻塗佈在直徑5公分、長度15公分的金屬滾筒模仁上；其次利用波長405 

nm的紫外光當作光源，經過「數位微鏡裝置」(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

DMD)，以控制每一畫素的亮暗；再將來自DMD的紫外光導入2D光纖陣列內，利

用光纖之低傳輸損失、可撓曲、可任意排列的特性，將2D光纖陣列轉換成1D光

纖陣列；再利用本實驗室開發的準分子雷射微細加工法，於每一個光纖的出光口

處，製作出對應的非球面微透鏡，並將紫外光聚焦成一微小光點，形成直線型的

1D光點陣列；最後搭配精密位移平台和伺服馬達轉軸控制，配合DMD的電腦程

式控制，可以在滾筒的光阻層上定義出任意的光阻圖案，進而利用化學濕式蝕刻

將光阻結構轉移至金屬滾筒上。實驗結果顯示，利用此系統已成功在滾筒模仁上

製作出最小線寬20 μm、線增量8 μm、幅寬100 mm之任意光阻結構。

應用基因演算法進行水平軸風力機性能之
最佳化

以光纖陣列為基礎之數位式滾筒模仁
製程技術

佳作獎 佳作獎
作　者 作　者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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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人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左)、邱震華同學、劉至行教授

邱震華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佳作獎

劉至行
專長領域 /
Finite Element Method、
Topology Optimization、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Vibration、Robot、
Compliant Mechanism

　　本研究利用拓樸與尺寸最佳化演算法來設計機械利益最大化之自適性撓性夾

爪。自適性撓性夾爪是一種可適應不同外形的被夾取物體之撓性機構。機械利益

則是輸出力與輸入力之比值，機械利益越高表示機構在相同輸入力情況下可提供

較高輸出力。在拓樸最佳化設計部分，本研究使用反向型雙向演進式拓樸最佳化

方法，此方法可以快速且穩定的設計低體積率之撓性機構，其目標函數採用複合

應變能函數，可同時以撓性機構的機械利益與幾何利益為目標進行設計。在尺寸

最佳化設計部分，本研究使用增廣拉格朗日乘數法搭配單形法，可使用少量運算

次數解決多變數多限制式的最佳化問題，並以機械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函數。本研

究依據各種不同的設計組合與評估標準，最終挑選出三組夾爪進行試做驗證。並

進行機械利益實驗、幾何利益實驗、自適性實驗、夾持實驗與負載實驗，與另外

二組現有的自適性撓性夾爪相比較，並定義一夾爪效能函數做為判斷夾爪性能之

準則。綜合前述各項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所設計之ACGS2夾爪是五個夾爪之中

效能最優良的夾爪，此夾爪具備較快的夾合速度、良好的自適性，與充足的夾持

力。此自適性撓性夾爪可搭配工業機器人或機器手臂使用，可有效的降低成本、

促進產業自動化並增進生產效能。

拓撲與尺寸最佳化於自適性撓性夾爪機械
利益最大化設計之研究

作　者

指導教授

林佳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暨
機電整合研究所

頒獎人上銀科技卓永財董事長(左)、林佳宏同學、李春穎教授

特別獎
科 技 大 學

李春穎
專長領域 /
智慧型材料結構應用、
微結構電鑄製程與實
驗量測、複合材料力
學、機械設計、電腦輔
助工程分析

　　動態吸振器之自然頻率若與輸入於主結構的頻率相同時，此時主結構大部分

之振動將轉移到吸振器上，使吸振器產生很大的振動。本研究利用吸振器大振動

的特點，將能量擷取器的概念使用在吸振器上，以擷取較高之電能，同時也抑制

了主結構的振動。本研究所設計的可調式能量擷取吸振器將用於主結構不同輸入

頻率的減振，調整吸振器頻率之方法是利用微泵輸入或輸出水至吸振器之質量

盒，藉以調控吸振器的自然頻率來對應輸入頻率。此外，吸振器的動態行為是利

用轉移矩陣法找出步階樑之振型函數去描述，及發展出靜態步階樑的變形函數來

近似於動態振型函數以快速的評估系統行為，並設計出最佳發電量的壓電片長度

結合於吸振器上，量測不同調控質量的吸振器自然頻率與阻尼比後，在算出所對

應的最佳化電阻。另外，根據主結構的振動模態找出合適的吸振器擺放位置。最

後將設計出的吸振器安裝於主結構上，並量測在主結構共振時能量擷取吸振器單

位循環所產生的功與能量擷取吸振器最大動能的比值作為能量擷取指標。減振實

驗分別比較在短路及最佳電阻迴路的減振效果，結果顯示本研究所設計的吸振器

在3個共振模態的減振效果都達80%以上，在非共振頻率扔有減振效果，減振同

時也伴隨著傑出的發電效果。

可調式能量擷取吸振器於結構平台多模態
減振之研究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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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陳昱豪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頒獎人上銀科技卓永財董事長(左)、陳昱豪同學、林紀穎教授

特別獎
科 技 大 學

林紀穎
專長領域 /
高等數位控制技術應
用於精密機電伺服系
統、智慧型機器人系
統、 大型撓性結構系
統之主動抑振控制

　　影像式自動化量測系統因具備非接觸式、高解析度的優點，近年來被廣泛應

用於微小元件量測。然而現有影像式量測系統普遍受限於電腦影像資料處理運算

速度，其量測範圍與實際應用亦因此大幅受限，為此本研究提出一套在FPGA架

構中實現高可調性之影像式精密量測系統，並以微小角度、長度量測與物體形貌

重建量測實驗驗證本系統性能。

　　本系統以Camera Link 介面VC-4MC-M180相機工業相機擷取影像，並結合

Moiré演算法與掃描式輪廓技術重建出晶圓形貌。開發系統使用的硬體與軟體

主要分別為Xilinx Virtex-5 SX95T晶片的NI FPGA 7966R、影像擷取卡NI 1483與

Labview FPGA。為了提升系統效能，本研究藉由對2048 × 2048解析度影像擷取

感興趣區域做影像處理與疊紋分析運算，實現幀率157.1 fps之高速且即時晶圓曲

率量測系統。實驗結果顯示於處理影像幀率為39.6 fps下，本系統有效量測晶圓

曲率變化量可達3100 μrad、有效量測變化量之頻率達1.9 Hz與晶圓曲率量測解

析度約為4 μrad，相較於PC架構量測系統之量測結果，本系統量測效能大幅優

於PC架構。此外本研究亦分析各演算法所消耗的FPGA邏輯單元使用情況，以利

未來實現於低成本之量測系統開發。

基於FPGA嵌入式平台之影像量測系統開發

作　者

指導教授

頒獎人上銀科技卓永財董事長(左)、黃國峯同學、黃育綸教授

黃國峯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特別獎
工 具 機

黃育綸
專長領域 /
嵌入式作業系統、網
路安全 、網路語音通
訊 、程式語言、軟體
模糊化保護

　　工具機是當前製造產業的重點工具之一，主要應用於自動化流程來達到高

效率生產。工業4.0提出的概念更結合了智慧感控系統與物聯網等新的電腦網路

技術於自動化控制產業。相較傳統的自動化設備，工業4.0更注重即時運算能力

與網際網路的連線效能。也因此開啟了PC-based控制器的發展空間。在本論文

中，我們使用IgH EtherCAT Master建立了以EtherCAT為通訊基礎的PC-based控

制器，並安裝即時性套件RTAI以增進PC系統的即時性能力。為了進一步增進控

制系統的穩定性，我們針對工具機控制系統的基本特性進行研究，並找出CNC程

序的特定工作圖樣。我們依此發現設計了重排工作圖樣(rearranged pattern)的

機制，並提出RTAI+，一種以RTAI為基礎，專用於CNC程序的即時性套件。我們

將RTAI+應用於IgH EtherCAT Master，並調整部分模組提出IgH×RTAI+ 改善CNC

程序的即時性與穩定性。為了驗證整體系統，我們設計多種負載測試與多程序測

試實驗。在兩種實驗中，使用RTAI+系統的最大時間抖動量都可以控制在3%以內

(<30us)且其時間抖動量標準差皆小於使用原RTAI的系統，顯示RTAI+提高的系

統穩定性。另外，在低負載的情況下，搭配RTAI+的IgH EtherCAT Master也能進

一步地降低時間抖動量的標準差，使系統的即時性更加穩定。從多程序測試中，

我們則驗證RTAI+運行時，系統中的各個程序的穩定性是一致的，並不會隨著執

行順序改變，這也驗證了RTAI+可適用於同時監控多個工具機的情境。

RTAI+：針對CNC程序特性的RTAI即時排程
修補機制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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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屆 頒獎花絮三

金質獎得獎感言

　　我個人過去的教學與研究，是以CNC控制及伺服馬達為研究主題，得獎學生懷恩的研究論文是

我實驗室多年來，第一次嘗試挑戰世界最大日本廠CNC控制器，而一開始得到的結果並不理想，但到

了研究後期，透過歷屆累積學長的整合控制技術，終於達成了目標，興奮之餘我們進一步挑戰自己，

最後的結果竟超越日本大廠的水準，整整少了三分之一的誤差，不可思議的我們實現了國產網路化的

EtherCAT CNC控制器美夢，並透過各位菁英的產學攜手合作，一起努力突破現有的技術障礙，身為指

導老師的重要責任，就是帶著學生擁抱挑戰，幫助學生在遇到困頓時不輕易放棄，而學生至終能體會

得來不易的成就與樂趣，是身為指導老師最大的喜悅。

上銀科技十多年來持續舉辦這一個有意義的公益活動，鼓勵學術界追求卓越，十分感謝卓董事長看重

學術研究，懷恩是我的最後一屆研究生，在退休後我繼續指導他的論文直到畢業，這也是我學術生涯

最後一次申請上銀論文競賽，懷恩能獲得本屆論文的金質獎，是不在預期中的一份莫大驚喜，抱著感

恩的心，我將本次所獲得的教師獎金60萬元，全數捐給長期關懷生命的公益機構，幫助在人生路上，

心靈有困頓求助的朋友。

徐保羅 教授／國立交通大學

超越日本大廠　實現國產CNC控制器美夢

典禮精彩實錄

典禮會場 ( 一 )

開場表演節目—慶和團

典禮會場 ( 二 )

開場表演節目—慶合團 上銀董監事熱情參與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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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屆 頒獎花絮三

金質獎、銀質獎、銅質獎合照

佳作獎合照

優等獎合照

特別獎合照

閉幕表演節目—台北愛樂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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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屆 頒獎花絮三

英雄會 ( 一 )

英雄會 ( 二 )

全體得獎師生大合照

▲ ▲

第13屆 媒體報導四

刊登於 Digitimes 2017.4.13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17.4.11

刊登於工商時報 2017.4.12 刊登於中國時報 201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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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屆 媒體報導四

35

▲ ▲

日本 JIMTOF見學之旅五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17.5.16

刊登於聯合報 2017.4.12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17.5.23

刊登於自由時報 2017.4.13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17.5.3

參訪結束後，由宋團長頒贈感謝狀及蔡總經理贈送禮品給日精樹脂 2016.11.17

參訪日精樹脂 2016.11.17

師生們認真聆聽參訪行程201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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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JIMTOF見學之旅五

參觀JIMTOF小組分享心得 2016.11.18 

參觀 JIMTOF 小組分享心得 2016.11.18

參觀JIMTOF小組分享心得 2016.11.18

參觀 JIMTOF 小組分享心得 2016.11.18

上銀攤位前與卓董事長及蔡總經理合影 2016.11.18

JIMTOF 展 HIWIN 攤位 2016.11.18 

 JIMTOF會場參觀 2016.11.18

JIMTOF 展參觀 HIWIN 攤位 2016.11.19

JIMTOF會場前的大合照 2016.11.18



活 動 宣 傳 期 論 文 初 複 審論文申請 & 收件 頒 獎 典 禮 籌 畫論文決審

3 月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 申請日期：每年的7月初至8月下旬左右。

● 申請條件：本獎之參選者需經其所屬系
所推薦，各系所該學年度碩士班完成畢
業程 序畢業生人數在 10 名以下者得推薦
1 名，每增加 10 名得增加推薦 1 名，但
至多以推薦 8 名為限。

● 申請文件：
 1. 申請書與推薦書（可於中國機械工程
學會或上銀科技網站下載） 2. 碩士論文
紙本四份及光碟四份（PDF 格式，封面
請註明學校 、作者）。

● 各校推薦系所備函掛號，逕寄至中國機
械工程學會收。 ( 地址：10491 台北市中
山區八德路二段 60 號 4 樓。)

寄送「徵選海報」至國內大學院校機械、自動化
及電機相關工程研究所。

行文至國內大學院校機械、自動化及電機
相關工程研究所，請推薦碩士論文參選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

開始受理申請 截止收件

舉辦決審審查會
於次周公布得獎名單

★

舉行「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
頒獎典禮

● 頒獎典禮原則上於次年 3 月份舉行。

● 提供得獎學生、教授名單以及論文摘要
於媒體上報導與表揚。

● 所有獲獎之論文有義務依照中國機械工
程學刊格式另行撰寫，提供主辦單位編
印「得獎專輯」以表揚及傳播得獎者之
成果。

● 獎金及獎項：
 金質獎： 1 名，獎金新台幣 100 萬元。

（教授 60 萬元，學生 40 萬元）

 銀質獎： 1 名，獎金新台幣 80 萬元。
（教授 50 萬元，學生 30 萬元）

 銅質獎： 1 名，獎金新台幣 60 萬元。
（教授 40 萬元，學生 20 萬元）

 優等獎： 2 名，獎金各新台幣 30 萬元。
 佳作獎： 6 名，獎金各新台幣 10 萬元。
 工具機與零組件特別獎：3 至 5 名，獎金各新
台幣 10 萬元。

 科技大學特別獎：5名，獎金各新台幣10萬元。
 ※特別獎論文若進入「佳作獎」( 含 ) 以上者，
均以進入各該獎項為優先，未能進入「佳作
獎」( 含 ) 以上者，再足額錄取。

● 獲獎學生與指導教授均獲頒獎座與獎金，除
金、銀、銅質獎外其餘各獎獎金由得獎學生與
指導教授平均分配。

● 獲獎學生與指導教授將由主辦單位安排並提供
經費，參觀日本國際工具機大展 (JIMTOF)，若
當年無法參與者，則視同放棄。

● 參賽資格為該學年度 ( 例如 :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 ) 國內各大學院校機械工程、
自動化工程等相關系所以及電機系所之碩士班畢
業生及其指導教授，且須為通過口試者。

● 承辦單位邀請國內大學院校專家學者組
成「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評審委員會」，
並分初審、複審及決審三步驟。初、複
審為書面審查，進入決審者須接受口頭
報告及詢答。 

● 若經評審決議，無適當人選時得以從缺。

召開第一次評審委員會議，推薦
初審委員，每篇論文須送請三位
學者專家進行初審。

召開第二次評審委員會議，論文初審作
業已完成，討論可以進入複審的論文，
複審委員不得與初審委員重覆。訂定決
審會日期。

召開第三次評審委員會議，論文複審
作業已完成，討論決審論文之評分標
準，並決定可以進入決審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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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獎作業流程六

初複審書面審查、決審者口頭報告

遴選出最優秀的論文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

第    屆徵選活動起跑!!第    屆徵選活動起跑!!

詳細參賽辦法公告於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網站：www.hiwin.org.tw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

機
械

業
的

諾貝爾獎
機
械

業
的

諾貝爾獎

1414

一、設立宗旨：

為激發與鼓勵我國青年學子投入機械工程領域之研發及創意應用，為產業界培養優秀之機械工

程人才，增進產業界與學術界之互動，進而促進機械工業技術之提昇與創新。

二、參賽資格：

105學年度（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國內各大學院校機械工程、自動化工程等相關系

所以及電機系所之碩士班畢業生及其指導教授；論文必須以機械為主題，且須為通過口試者，

電機系所之論文須與工具機及其零組件或機器人產業相關者。

三、申請日期：

2017年7月1日～2017年8月20日

四、獎金及獎項：

1、獎金及名額

金質獎：1名，獎金新台幣100 萬元 (教授60萬元，學生40萬元)

銀質獎：1名，獎金新台幣80 萬元 (教授50萬元，學生30萬元)

銅質獎：1名，獎金新台幣60 萬元 (教授40萬元，學生20萬元)

優等獎：2名，獎金各新台幣30萬元

佳作獎：6名，獎金各新台幣10萬元

工具機與零組件特別獎：至多5名，獎金各新台幣10萬元

科技大學特別獎：至多5名，獎金各新台幣10萬元

2、特別獎論文若進入「佳作獎」（含）以上者，均以進入各該獎項為優先，未能進入「佳作

獎」（含）以上者，再足額錄取。

3、獲獎學生與指導教授均獲頒獎座與獎金，除金、銀、銅質獎外其餘各獎獎金由得獎學生與

指導教授平均分配。

4、獲獎學生與指導教授將由主辦單位安排並提供經費，參觀日本國際工具機大展(JIMTOF)，

若當年無法參與者，則視同放棄。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協辦單位：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協辦單位：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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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科技以 HIWIN 自有品牌行銷全球，為全球

第 2 大傳動控制與系統科技領導品牌。

完整產品系列包括 滾珠螺桿、線性滑軌、特殊軸

承、工業機器人、晶圓機器人及醫療機器人等。

榮獲日經 Business 評選為「全球上市企業綜

合成長力百大」第 5 名

連續 2 年榮登富比士 (Forbes) 全球創新成長

百大企業

入選美國 NASDAQ 股市機器人指數型基金

(ROBO-STOX) 權重排名 TOP10

2001~2018 連續 18 年榮獲台灣精品金銀質獎

全球營運總部：台灣台中精密園區

台灣營運據點：台中、雲林、嘉義

海外營運據點：德國、美國、日本、義大利、瑞士、

捷克、新加坡、韓國、中國蘇州、以色列等設有子

公司及營運據點。

台灣精密機械關鍵零組件最大廠

全球線性傳動控制與系統科技領導品牌

重要事蹟

深耕台灣  打造世界第一

台中 / 全球營運總部 德國子公司 日本子公司

 美國子公司 義大利子公司

加入

 人生一定

應徵請掃描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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