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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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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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人生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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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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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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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請掃描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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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簡介 / 創辦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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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銀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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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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永財

重視產學合作   鼓勵研發創新

HIWIN 集團 董事長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創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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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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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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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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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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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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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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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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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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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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俊吉／行政院副院長

智慧機械加速台灣產業升級 邁向兩兆元

沈榮津／經濟部長

產業界的期許、政府一定做
　　很高興再度來參加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的頒獎

典禮，這是我第五次參加，感到很榮幸。感謝卓董

事長的用心，以及上銀公司董事們的支持，讓機械

產業的老師能帶領學生從事機械方面創新研發的工

作，並且讓機械產業注入一股成長的動能，這是相

當有意義的事情。

　　說到工業4.0，要感謝卓董提醒：政府要做對

的事並考量產業實際需求。我們展開工業4.0的思

維，在廣度部份是從自動化到導入數位化，在高度

部分，投入工業sensor的開發並建立數位化雲端

平台與應用服務。因應AI時代來臨，今年一月促成

Microsoft在台灣成立人工智慧研發中心，全球約有

2千人，以後要在

台灣佈局200人。

最近Google人工

智慧部份，也在台

灣做佈局。我們

已將AI應用在製程

real time的瑕疵檢

測、工具機故障的保養檢測、化工的化學配方、配

料的調配。在人才端，已請孔祥重院士在中央研究

院成立人工智慧學校並擔任校長。政府未來也會持

續將AI人工智慧導入產業界應用。

　　今天很榮幸受邀來參加，上銀機械碩士論文

獎頒獎典禮，這是技術及專業水準非常高的競賽，

恭喜所有得獎團隊的教授和同學，能在激烈的競

爭中脫穎而出，本屆獲獎的作品，在技術專業創

新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現，對於促進國內機械產

業，製程的優化、智慧化，及零組件升級，將有

很大的貢獻。

　　智慧機械是政府大力推動的五加二產業創新

計畫，蔡總統、賴院長都非常重視機械產業的發

展，賴院長日前也特別鼓勵大家，期許政府及業

界共同努力，以

十年的時間，讓

兆元產值翻倍，

邁向兩兆元，去

年機械出口大幅

成長，希望今年

有機會再挑戰新高，未來政府將會持續推動產官

學研的合作，讓更多研發創新能量導入產業，並

擴大產業人才的培育，以加速台灣產業機械化的

轉型與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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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永財／上銀科技董事長

持續努力讓台灣的智慧機械更上層樓

姚立德／教育部政務次長

推行亞洲智慧島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首先為本屆得獎的老師跟學生致賀，當然也要

感謝政府長官長期以來給予我們的支持與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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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機械

領域的人才大部份都被半導體產業吸收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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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

們便想辦法來轉化環境並鼓舞這些務實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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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增設科技大學

與工具機的特別獎。

　　迎接新時代，智慧機械變得很重要，Intel 的

高階主管日前飛到台中 HIWIN 總部時感慨地說：

以前從沒想過還要去拜

訪供應商的供應商；如

今智慧機械的重要性，

連半導體產業也開始深

刻體會了。在德國工業

4.0 的推動下，凸顯 AI

的重要性，但 AI 要怎麼實現，就是要靠機器。電

腦的發明人說過，要發展人工智慧只有兩個途徑：

一個是比較空洞的技術發展，AlphaGo就是個典型；

另一個是人類的感知，也就是 sensor。現在台灣

AI 的發展很令人擔心，因為全部都走第一項很空

洞的研究；雖然尖端的我們還是要投入，但不要像

SCI 論文一樣，一窩蜂全部的 KPI 都定在最頂端。

我希望大學能夠跟立地產業結合，這樣台灣的產業

才有可能轉型升級；期盼在座得獎的老師跟同學們

在智慧機械領域，以現在的 AI、Sensor，怎麼去

加入這些元素而讓台灣的智慧機械更上一層樓。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可說是機械領域裡面最

高榮譽的桂冠，對大學機械領域的老師、學生，

在研究上的鼓勵非常大，間接對機械的產業也有

一定振奮的力量，吸引更多優秀的老師與同學，

投入跟機械產業直接相關的技術研發，也促成了

這幾年機械產業的蓬勃發展。

　　由於研究人力資源有限，我們應該要以直接

對產業技術發展有貢獻的為主，其次才是SCI的論

文，再其次才是國際排名。在人工智慧方面，教

育部12年國教在明年起的108課綱，將程式設計

列為國中與高中的必修，107年起的高教深耕計

畫，不管學生就讀的是哪一個科系，也把程式設

計列為必修或者是選修，要求每一年的畢業生至

少有50%以上的

學生要修過程式

設計。有程式設

計指標的要求之

後，再去學習怎

麼把人工智慧應

用在各個科系，即便是人文學院的學生都能有這

樣的訓練跟視野。

　　亞洲智慧島是行政院主要努力的目標。在教

育部推動的大學教育，以及國中、高中的基礎教

育，都會不斷的精進，並透過教育來實現亞洲智

慧島的目標。



 選拔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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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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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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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屆參賽論文共

1375篇，得獎共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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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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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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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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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共有來自21所

大學之機械相關研究所，總共91篇論文被推薦參

選，依據設置辦法，各系所畢業人數10名以下者

得推薦一名，每增加10名得增加推薦1名，但至

多以8名為限。以現在國內機械相關研究所每年

畢業碩士生常在100-200位，各位可以知道，能

夠被推薦參選，就是一個很難得的榮譽。至於說

要得獎，更是難上加難，每一篇得獎的論文經過

初審、複審及決審，在初審跟複審時要經過六位

不同的評審委員審查，決審的時候，同學還必須

到現場親自做簡報，接受評審委員會委員的詢問

跟答辯。往年由於競爭非常激烈，常常在決審之

後，分數差距到小數點以下第二位，所以我們在

幾年前就更進一步，除了分數之外，在評定名次

前，每一篇進入決選的論文，均經評審委員會再

次逐篇詳細討論後投票，常須經過數輪投票，才

能夠把名次排出來，怎麼樣才能夠做到最公正、

公平及嚴謹，一直是評審委員會不斷努力的方

向，在這裡謹表達對上銀公司，還有卓董事長最

深的感謝跟敬意。

　　上銀公司長期以來，每年持續不斷地投入

相當的資源，已為國內建立了一個非常成功的產

學合作研究創新模式，也為國內機械領域研究所

的教學跟研究，起了一個很好的引導作用，對國

內精密產業及精密工業的發展與貢獻，更是大家

有目共睹。非常謝謝所有評審委員、中國機械工

程學會及上銀公司工作同仁，在大家的同心協力

下，才能把每年繁複之評審作業順利完成。

陳文華  

創建產學合作研究新模式

 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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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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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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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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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顯俊
國立中興大學 系主任

 第14 屆  決審委員

謝曉星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主任委員

董必正
國立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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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銀添
淡江大學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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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由左至右：謝曉星講座教授、陳朝光國家講座教授、卓永財董事長、陳文華講座教授、谷家恆校長、黃博治董事長。
後排：王銀添教授、邱顯俊主任、李安謙教授、董必正教授、宋震國教授、林榮慶理事長、蔡新源董事長、江耀宗董事長、
蔡惠卿總經理、顏家鈺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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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4 屆  決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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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學校系所 研究生 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

金質獎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典賦 藍兆杰 並聯驅動肩外甲自適復健機器之設計

銀質獎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鄒振宇 黃漢邦 多機械手臂之安全協同規劃與控制

銅質獎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蔡謹容 林沛群
以基礎幾何模型搭配具主被動自由度和掌內壓力
與近接感測之夾爪達到快速低計算成本之多樣化
物體夾取

優等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李忠穎 陳品銓 利用精密加工於曲面開發單軸仿生複眼透鏡

優等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徐繹佳 郭俊良 最小潤滑劑量使用於砂紙研磨鈦合金之探討

佳作獎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龔瑞清 馬劍清
開發布拉格光纖光柵感測器於多點與即時量測系
統並應用在高速內藏式主軸與銑削工件之溫升、
變形及轉速之精密量測

佳作獎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所

羅元玠
張培仁
胡毓忠

工具機主軸之熱網路系統參數識別與藍牙溫度感
測模組

佳作獎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郭柏均 林仁輝
間隔環、牙型係數與軌道表面粗糙度設計對於環
狀式類滾珠軸承傳動磨潤行為之研究

佳作獎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Nguyen, 
Hong-

Nguyen
謝文賓

利用新型彈簧平衡機構於空間重力平衡關節手臂
之設計、製造與驗證

佳作獎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所

陳彥禎 舒貽忠 混合陣列式壓電振子應用於能量擷取之實驗驗證

佳作獎
國立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所

劉廷淵 李昇憲
應用於懸浮微粒感測之高傳感效率 CMOS-MEMS
熱致動壓阻感測振盪器設計

特別獎

( 科技大學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郭子維
吳益彰
林聰益

手搖式輪椅之變速機構模組化的設計與分析

特別獎

( 科技大學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許秉澄 林紀穎 應用於汽車板金美容之自動打蠟系統

特別獎
( 工具機 )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劉宗昇 廖運炫 CNC 銑削智能化顫振控制系統之研究

特別獎
( 工具機 )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易聖 陳政雄
深層類神經網路結合遺傳基因演算法應用於 CNC
運動控制參數優化

▲ ▲

第14屆 得獎名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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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4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 : 頒獎人行政院施俊吉副院長、陳典賦同學、藍兆杰教授

陳典賦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藍兆杰
專長領域 /
撓性機構、機電整合、
機械設計、動力學、
機器人

　　肩部復健機器人目的為協助病患進行中風後之上肢復健療程，以幫助失能上

肢回復正常生活機能。目前市售之復健機器人多以串聯式機構為主架構，具有較

大之體積與重量，因此難以普及化，故本研究透過整合球面機構與曲柄滑塊機構

之概念，提出一並聯式肩部復健機器，其尺寸及重量均小於現有市面上之相關產

品，而工作範圍與輸出力量亦可滿足肩部復健療程之需求。

　　為提升裝置之穿戴安全性，本研究之復健機器人透過整合靜平衡機構與串聯

彈性致動器，並搭載一創新自適機構。靜平衡機構可減少致動器之負荷，降低致

動器成本。串聯彈性致動器用以監測外甲機構施予使用者之力量，達到即時控制

之功能，並同時省去感測器數量。自適機構為使用者與機器人間之穿戴介面，該

裝置用以適應上臂運動時肩關節位移導致人機關節間之錯位量，不僅可使機器人

適用於不同體型之使用者，也大幅提升穿戴的安全性，且透過實驗所量化之肩關

節運動行為完成自適機構之運動與扭矩分析，以建立復健機器人驅動效能之理論

模型。相較於以額外致動器去適應肩關節之運動，透過自適機構可省去多餘致動

器之數量，進而降低整體成本，預期本研究之復健機器人可滿足肩部復健療程需

求。

並聯驅動肩外甲自適復健機器之設計

作　者

指導教授

金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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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行政院施俊吉副院長、鄒振宇同學、黃漢邦教授

鄒振宇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漢邦
專長領域 /
機器人學、自動化系統、
精密控制系統、人工義肢、
RFID Systems

　　本研究主要是致力於在未知的動態環境中，多機械手臂的安全協同運作。透

過所提出的控制架構，使多機械手臂在合作的過程能確保環境中的人、執行的任

務以及機械手臂自身的安全。本文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避障控制理論，

首先提出正規化的風險值來有效描述不同障礙物與機械手臂之間的動態關係，接

著使用虛擬阻抗控制，讓機械手臂不論面對何種障礙物皆能達到穩健、平滑、一

致的反應來迴避，直到障礙物通過後再行前往目標。第二部分：考量機械手臂運

動時不同的物理限制，對於奇異點與關節馬達加速度分別提出演算法，同時在任

務空間中進行規劃。第三部分：整合上述方法到導納控制架構中，使機械手臂合

作的過程能安全地執行任務、順應未知的環境干擾以及避開不同的效能約束。第

四部分：雲端機器人監控平台的開發，除了建立感測器資料庫外，同時也即時

監控機器人運作安全。當系統檢測到危險時，透過自動發送電子信件、推播等方

式，主動告知系統管理員狀況。

　　最終，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與方法，在機械手臂自身、不同機械手臂之間，

還有機械手臂與人這三個互相耦合的系統中，能讓多機械手臂達到安全協同合作

的目標。另外所設計的控制架構，也能直接應用到不同種類的機械手臂，對於未

來建立安全智慧工廠，將帶來快速且低成本的優勢。

多機械手臂之安全協同規劃與控制

作　者

指導教授

銀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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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4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本研究的目標是結合視覺定位、紅外線陣列、壓力陣列和自行設計的被動適應性

夾爪，對欲抓取的目標物體進行於多障礙物之間的穩定夾取。機械手臂和機械夾爪用

於工業或自動化生產線上等制式化的控制已經非常普及，但若是場景假設在日常生活

中，則需做較複雜、多變化、結合各式感測器的控制才可以達到對各種物體進行良好

的夾取。

　　為了使機械夾爪能增加更多的包覆性，研究中設計了一具有被動包覆性的夾爪，

其原理是利用行星齒輪的特性達到一輸入兩輸出的控制。除了夾爪的設計之外，為了

增加包覆和適應性，在夾爪上還安裝紅外線陣列和壓力陣列。機械夾爪能允許的定位

誤差和所提供對於形狀的微調性很差，因此需要紅外線陣列於夾取前作適當的調整，

讓夾爪更趨於物體的形狀。壓力陣列能於夾取的過程中可以判斷夾取狀態的好壞，例

如物體是否有滑動的現象並藉此還調整夾取不同物體的力量、或夾取時力中心的位置

是否恰當、又或者是可以透過力和壓力陣列受力面積之間的關係判斷物體的軟硬等，

因其能提供的資訊多元，因此目前被大量的選擇安裝於機械夾爪上。

　　影像定位的部分，本研究中結合OpenCV、CUDA、SIFTGPU函式庫，完成了可以

自行建模、並對此模型的物體透過特徵點比對進行姿態的定位。其允許於混亂的背景

中和物體部分被遮蓋的情況進行定位，定位誤差在正負4mm以內。夾取姿態的研究

中，許多結果都指出，人在抓取各式的物體時，只有用少數的幾個主要姿態，再配合

細微的調整即能抓取各種幾何形狀的物體。因此，相較於其他研究是將模型加以分析

後去決定夾取的姿態和位置，本研究所選擇的方法是，將模型簡化至某幾個特並的幾

何形狀，以此幾何形狀決定主要的夾取姿態，再搭配紅外線陣列以及夾爪設計上的被

動包覆性在夾取前進行細微的調整後對目標物體進行夾取。簡化物體模型不只可以節

省大量為不同物體設計夾取姿態的時間，除此之外，建立在這個假設之上，研究中還

提出了一個低計算量的夾取姿態演算法，其將夾取姿態壓縮至二維空間中作運算因此

減少了大量的計算時間。

左起：頒獎人行政院施俊吉副院長、蔡謹容同學、林沛群教授

以基礎幾何模型搭配具主被動自由度和掌內壓力
與近接感測之夾爪達到快速低計算成本之多樣化
物體夾取

銅質獎

蔡謹容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沛群
專長領域 /
「運動系統之研究」，
以「仿生機器人」為主
軸，內含感測、演算與
運動產生三大項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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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經濟部沈榮津部長、李忠穎同學、陳品銓教授

利用精密加工於曲面開發單軸仿生複眼透鏡 優等獎

李忠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陳品銓
專長領域 /
高分子材料之相關製程、

微小結構之設計及製造、

微小流道相關之生醫器材

研發、高分子材料之結合

技術、自動光學檢查技術

開發、機械設計

作　者

指導教授

　　本研究的長遠目標是開發一新穎製程技術，在曲面基材上製造微透鏡陣列，

做為仿生複眼透鏡陣列，往後可以應用在光電領域以及物聯網領域。在本論文

中，將利用多軸精密加工技術、模具設計、澆注技術、以及異質高分子基材結合

技術在曲面基材上製造單軸向之複眼微透鏡陣列。

　　本研究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基材上製造三

維度微流道，所涉及的技術為多軸精密加工與曲面高分子基材結合技術。第二階

段為第一階段成果的延伸，目標是在曲面基材上製造單軸向的微透鏡陣列，過程

中將利用第一階段的成果在曲面基材上製造上下模具，及搭配公差分析間隙及澆

注技術與高分子結合技術完成曲面基材上單軸向之複眼微透鏡陣列。

　　本研究的結論為：(1)研究曲面基材上之多軸精密加工以及開發非平面異質基

材結合技術，發展出非平面生醫晶片，此研究成果讓發展三十年的生醫晶片由平

面結構延伸成立體結構，讓生醫晶片融入更多的穿戴式檢測裝置；(2)本研究利

用精密加工製造不同樣式或大小的微透鏡模具，再透過微流道內的壓力調整，在

同樣基材上但不同地點，製造出不同尺寸和曲率半徑之透鏡陣列，後續可利用此

可調式晶片為母模，搭配翻模與電鍍技術，即可製造出量產微透鏡陣列之金屬模

具，再用射出成型技術製造拋棄式微透鏡陣列；(3)相較於其他微透鏡陣列的製程

方法，本論文的製程方法可以在曲面上製造出微透鏡陣列，做為仿生複眼透鏡陣

列，這對於其他製程技術而言是相當困難的。



18

▲ ▲

第14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此研究以研磨速度1500-3200 m/min、下壓力0.5-0.7 bar、最小潤滑劑量 

(MQL) 噴射壓力2.5-5 bar及150號、320號及600號砂紙對鈦合金試片進行研磨。

實驗過程中，配合邏輯控制系統對研磨溫度及下壓力進行即時監測。在研磨溫

度超過40 ℃及下壓力超過實驗設定值之1.25倍時，噴射MQL (碳酸氫鈉與高壓空

氣之混合流體)，以達到降溫及潤滑的效果。此研究建立了研磨粒在研磨時的切

削力學模型，並分析鈦合金試片之材料移除率 (MRR)、表面完整性及研磨粒在

各時間區間下之磨耗型態。最後，利用反應曲面法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RSM) 得到在特定權重下之多指標優化操作參數。結果顯示，以實驗值校正後

之切削力學模型可以達到83.98%的精準度。研磨後鈦合金之材料硬度可以保

存~395HV0.025並延長其材料使用壽命。除此之外，研磨速度3200 m/min比1500 

m/min之MRR增加34.4% (32.8 mg/min)，此乃因為研磨速度提高而增加了試片與

砂紙的研磨距離，因此提升了材料移除量；下壓力0.7 bar比0.5 bar的MRR增加了

21.4% (29.8 mg/min)，其原因為下壓力增加造成試片與砂紙間摩擦力及接觸面積

提高而使材料移除增加。MQL之噴射壓力為5 bar時的材料移除率較2.5 bar時提

升了6.3% (28 mg/min)，推測其原因為最小潤滑劑量之噴射壓力大，於砂紙表面

之清潔及降溫效果越好，使得材料移除率的提升。

最小潤滑劑量使用於砂紙研磨鈦合金之探討

左起：頒獎人經濟部沈榮津部長、徐繹佳同學父親代為領獎、陳品銓教授

優等獎

徐繹佳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郭俊良
專長領域 /
尺寸精度與表面完整
度用於金屬 / 複材加
工、放電加工、電化學
加工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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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龔瑞清同學、馬劍清教授

　　布拉格光纖光柵（Fiber Bragg Grating, FBG）量測系統其優勢在能夠同時對

溫度、變形以及振動等物理量進行量測，且全部資訊皆包含在一條光纖所量測的訊

號之中，準確度以及精密度皆相當高，並且相當穩定。光纖光柵是以光訊號進行傳

輸，不會受到環境的電磁訊號所干擾，同時也有耐腐蝕與抗高熱的能力。此外，光

纖相當適合進行結構內部的量測，若搭配光耦合器或多光柵光纖還可以進行多點的

即時量測，在工業的應用上極具優勢以及潛力。本文開發光纖光柵感測器於實際工

業界相關問題的量測，針對高速內藏式主軸以及銑削工件的溫升、應變、振動量、

轉速以及切削與顫振頻率等問題進行量測。獲得這些量測資訊後才可能針對工具機

的熱變形進行補償，或針對工件在加工所產生的變形進行加工路徑的調整，以達到

精密加工的要求。本文亦透過軟體的撰寫，可即時呈現量測的結果，進而實現智慧

機械及工業4.0的目標。

　　光纖光柵波長飄移的量測結果可取代一般常用的應變規量測應變，取代熱電偶

（或熱像儀）量測溫度，取代雷射位移計量測位移，亦可取代加速規量測振動量與

振動頻率。本文首先將光纖與應變規同時針對試片拉伸作量測，証實有一致的結

果，接著以即時量測系統針對鋁材圓柱進行溫升與熱應變的量測，得到熱膨脹係

數。進而針對高速內藏式主軸的溫升、變形、轉速以及振動量進行量測，先以雙光

纖法量測主軸局部的溫升與熱應變，得到精確的光纖溫升係數後，再以單光纖法進

行量測。接著以多光柵光纖配合本文所開發的光纖即時量測系統針對主軸整體進行

溫升、熱應變、熱伸長與振動量全域量測，並與實驗室自行開發的數位影像相關法

即時量測技術相互驗證。最後將光纖黏貼於銑床主軸和銑削工件進行溫升、熱變

形、力變形、切削及顫振頻率的量測與分析，以達到即時監測及定量量測工具機運

轉時主軸與銑削工件的加工歷程之溫升與變形，並針對工具機在銑削時產生的顫振

現象作深入的分析與探討，將可大幅提升加工製程上的精度要求。

開發布拉格光纖光柵感測器於多點與即時量測系統
並應用在高速內藏式主軸與銑削工件之溫升、變形
及轉速之精密量測

佳作獎

龔瑞清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馬劍清
專長領域 /
固體力學、波動力學暨
非破壞檢測、破壞力學、
光學量測、振動分析、
壓電材料暨壓電力學、
光纖光柵感測器、多場
耦合分析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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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4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佳作獎

左起：頒獎人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羅元玠同學、胡毓忠教授

　　近年工業4.0-智慧製造(Smart Manufacturing)、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等技術方興未艾，於高速切削技術之發展歷程中，工具機主軸的熱特徵為提升加

工精度之重要參數。本研究以熱網路分析模型為基礎，採用系統識別法建構工具

機主軸之暫態和穩態溫升熱預測模型。硬體層面自行研發具高穩定度與高精度的

藍芽無線溫度感測模組，以及適用於實驗量測之三種溫度探頭：(1)磁吸式、(2)

螺紋式、(3)探棒式。模組測試結果已達到：精準度 ±(0.1+0.0029|T|)℃、解析度

0.00489℃、功率為7 mW、模組尺寸Ø40×27mm3。內嵌數個微型溫度感測探頭

於主軸之溫度特徵點(如：軸承外環、心軸、主軸表面、…等)，設計於不同操作

轉速及初始條件下量測溫升降曲線。軟體層面歸納主軸

熱傳導特性，依據理論及經驗公式推導簡化與轉速相關

之領導項，建構參數化熱模型。續搭配灰箱參數估測與

實驗量測結果，實現主軸溫升熱預測模型。

　　經實驗證實此一熱模型識別法適用於工具機主軸溫

度預測，即使在不同操作轉速以及初始溫度條件下，

熱預測模型皆與實驗溫度數據吻合，吻合度達94.2%以

上。同時應用系統降階法將主軸熱預測模型簡化，大幅

減少數據運算量，以符合微處理器之運算能力，企圖實

現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之藍圖。

工具機主軸之熱網路系統參數識別與藍牙
溫度感測模組

羅元玠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

張培仁
專長領域 /
微機電系統、電磁機械
系統、超導體力學

胡毓忠
專長領域 /
微機電系統、工業感測
器、智慧機械、智慧製
造、振動學與聲學

作　者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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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獎

左起：頒獎人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郭柏均同學、林仁輝教授

　　本研究之主題乃科技部-上銀公司大產學合作研究之執行內容。此年度計畫

探討重負荷滾珠螺桿之牙型係數，滾珠與間隔環之間隙，以及螺帽與螺桿軌道

表面粗糙度在油脂潤滑下，對於滾珠螺桿之摩擦係數，摩擦振動及溫升，以及

可能發生的運動不穩定現象，配合磨潤實驗結果去評估設計因子之影響。在本研

究中，滾珠與間隔環以及內、外環的接觸力學及力矩平衡方程式以建立出來。然

而，方程式數量遠比未知數數量少甚多。研究上使用基因演算的方法，並技巧性

地將各猜測值之範圍精確縮小後，克服收斂困難的問題。目前此研究已成功將滾

珠與間隔環及內、外環間之作用力及摩擦係數隨時間的變化找出來。作用力及摩

擦係數的變化受牙型係數，滾珠與軌道之間隙及內、外環粗糙度影響若有稍微不

適切，skidding之行為就會出現，研究中，使用力學方程式配合實驗數據，分析

並推導出發生skidding滿足一個不等式，而此不等式是牙型係數及內、外環的接

觸角之函數。由此不等式配合實驗建立之性能分佈地圖，可提供設計上述三個參

數之優化組合條件，並對skidding不穩定現象之避免提出明確解決方案。

間隔環、牙型係數與軌道表面粗糙度設計對
於環狀式類滾珠軸承傳動磨潤行為之研究

郭柏均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仁輝
專長領域 /
奈米磨潤科技、奈米檢測理論
及技術之研發、精密傳動及奈米
定位之微奈米摩擦理論及實務
設計之研究、高速軸承及滾珠
螺桿機構及磨潤研究及訊號處
理技術、薄膜奈米機械材料、熱
傳性質、熱膨脹性質之量測技術
之建立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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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4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Nguyen, Hong-Nguyen同學、謝文賓教授

　　此論文是關於一個具重力平衡特性的關節式空間機械手臂之研究。實驗結果

顯示，在應用了本文所提出新型彈簧平衡器之後，此多自由度機械手臂在任意關

節組態下，均可達到完全的靜態重力平衡。本研究的主要的特色，茲分述如下：

1. n-自由度空間機械手臂只需要n個彈簧平衡器。

 本研究將具有n個關節的空間關節式機械手臂系統的重力位能函數，推導為與

地桿相鄰的n個虛擬桿件之重力位能的總和，藉由此概念設計，整體n-自由度

的系統，只需n個彈簧平衡器即可達成，如此可避免過大的彈簧內力。

2. 提出了一種新型的彈簧平衡器設計。

 本研究提出一種有別於零自由長度彈簧的新型彈簧平衡模組，用以裝置於機械

手臂的關節，來平衡系統的重力。此模組由蘇格蘭軛衍生機構，配合齒輪對與

壓縮彈簧所構成。此彈簧平衡器具構造簡單、零件可靠度佳與無平衡誤差等之

優點。

3. 建立並測試了一個完整的實體空間三自由度關節式機械手臂系統。

 除了理論建模與模擬外，本研究首先建構了一個單自由度的模型，以初步證明

此彈簧平衡器實務應用之可行性，最後並設計了一個完整的三自由度空間系統

的實體模型。實驗結果顯示，吾人可以極小的力將此多軸機械手臂系統轉至不

同角度，並使之成功的停留在該組態上。

利用新型彈簧平衡機構於空間重力平衡關節
手臂之設計、製造與驗證

佳作獎

Nguyen, 
Hong-Nguyen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謝文賓
專長領域 /
機構合成 & 設計、電腦
輔助設計 & 製造 、電
腦輔助設計、快速成型
& 模具技術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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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陳彥禎同學、舒貽忠教授

　　本文利用理論分析及實驗驗證，將混合陣列式系統應用於壓電振動能量擷取

之特性進行深入研究及探討。原始壓電能量擷取器始終存在兩個缺點，第一為低

功率面積密度、第二為偏離共振頻時輸出大幅降低。前者由於設備尺寸限制而難

以突破，後者需使用複雜的頻率協調技術才能加以改善。有鑑於此，本研究團隊

致力於開發陣列式壓電系統，試圖有效提升系統功率及其頻寬。

　　傳統的陣列式系統(全串聯或全並聯系統)雖然於許多方面都有所提升，但我

們發現，傳統陣列式系統，有效功率增幅與頻寬均勻擴增，兩種效果無法同時存

在。其主因為傳統/單一的陣列配置具有峰值集中現象，系統的峰值被集中於壓

電片最大或最小共振頻附近，此現象導致頻寬無法於所需範圍內均勻分布，進而

使得有效頻寬變得狹窄。有鑑於此，我們有個新的想法，若我們能結合不同的單

一陣列，並利用開關適時切換其組合，進而達到在所需範圍內，每個組合峰值皆

能均勻分布，有助於在有效功率增幅同時均勻擴增頻寬，經過一番努力後，混合

陣列式系統油然而生。

　　本文首先利用等效阻抗法導出系統搭配標準電路之解析解。接著找出系統最

佳配置方式，探討系統最佳阻抗並做出阻抗搭配結論。最後利用四根強耦合振子

進行實驗驗證，並利用實驗數據，探討系統功率增幅及其寬頻效果；除了實驗結

果與理論相當吻合外，混合陣列式系統於四根振子下，功率增幅為單根振子的

3.4倍，寬頻效果為傳統陣列式系統的5.7倍；最重要的是，混合陣列式系統完全

改善傳統陣列式缺點，達到有效功率增幅與均勻擴增頻寬同時存在的效果。

混合陣列式壓電振子應用於能量擷取之
實驗驗證

佳作獎

陳彥禎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

舒貽忠
專長領域 /
跨尺度材料模擬、
壓電振動能量擷取、
儀器設備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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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4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劉廷淵同學、李昇憲教授

佳作獎
　　本論文是運用國家晶片中心所提供之0.35 μm CMOS-MEMS平台及後端電子儀

器輔助來實現高性能之熱致動壓阻感測式微機械振盪器，該元件經穩定的後製程後

可得到良率極高的Wing-type架構元件，分別是四塊質量塊的Wing-type I 以及兩塊

質量塊的Wing-type II，在給予Wing-type II 元件1.32 mW 的直流功率後，可在空氣

中量測到1 MHz的共振訊號，量測結果中除了達成極低之背景電阻訊號(-85 dB)以及

在空氣中最大Q值達到620之外，在真空中Q值更可以達到5,600的水準。

　　我們將Wing-type I 以及Wing-type II 元件之頻率響應數據經由ADS (Agilent 

Advanced Design System)轉換後得到在一大氣壓下運動轉導(Transconductance, 

gm)分別為16.96 μA/V以及45.66 μA/V，真空中分別為118.4 μA/V以及540.8 μA/

V的優異表現。為了實現懸浮微粒感測器，我們首先運用鎖相迴路放大器使元件起

振，並利用頻率計數器量測其Allan deviation，Wing-type I 與Wing-type II 分別在

積分時間1 s及0.3 s時擁有89.07 ppb和126.1 ppb的表現，因此可以得到0.082 Hz與

0.136 Hz的頻率解析度，對應到質量感測解析度則可達24 fg以及17 fg。接著藉由紅

外線測溫儀進行元件驅動時的溫度量測，可以觀測到熱致動臂有8℃的升溫現象，

此結果顯示出懸浮微粒量測上須克服熱泳現象，並在最終運用閥門式操作手法解決

此問題。最後，我們利用奈米液滴噴印機台來進行質量感測度測試，觀測到明顯的

頻率變化量，可明確證明該元件的確可以作為一個良好的質量感測器。在懸浮微粒

的量測中，進行煙霧懸浮微粒以及環境空白實驗的即時濃度量測，搭配商用光學式

氣膠感測器及量測用治具與Micro pump來了解環境懸浮微粒濃度對元件造成的影

響，並於未來實現PM2.5感測器。

應用於懸浮微粒感測之高傳感效率CMOS-
MEMS熱致動壓阻感測振盪器設計

劉廷淵
國立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李昇憲
專長領域 /
射頻微機電、微機電製程、
微機電共振器、振盪器、濾
波器、混頻濾波器、開關、
微機械電路、無線通訊技術
與架構、CMOS-MEMS 整合
技術、類比電路與介面電路
設計、微型感測器與致動器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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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上銀科技卓永財董事長、郭子維同學、吳益彰教授、林聰益教授

特別獎
科 技 大 學

　　目前國內有多家廠商自行設計與製造輪椅，一般手動輪椅強調具高靈活度與容易

收納等特性，但使用者上肢經長時間重覆運動，容易造成手腕關節部位韌帶壓迫而產

生慢性運動傷害。而電動輪椅的構造中包含了馬達與電池，使整體重量介於60至80公
斤，比一般手動輪椅還要大出許多，較不易攜帶，對於有長途外出需求的人來說較不

便利，目前電動輪椅的移動速度僅直接由改變馬達轉速來提升，馬達所搭配的減速箱

並沒有變速功能，無法依實際使用狀況改變輸出扭矩及效率，對於長距離使用需求的

使用者而言，可能會有電力消耗較快的擔憂，不易提升其續航力，且有無法折疊收納

與重量較重等問題。

　　國外醫療輔具廠商除了有一般手動及電動輪椅之外，也發展出許多具不同功能的

手動輪椅，供使用者可依不同環境、地形等眾多需求條件中選擇，但多數構造仍與輪

椅骨架連結，驅動機構難套用於其他輪椅上，較缺乏使用上的共通性與廣泛性。

　　本研究以全齡下肢行動不便者為研究對象，提供兩種可

直接裝於一般手動輪椅的機械式變速驅動機構，其中一種是

連桿式變速機構，另一種是以行星齒輪系為主體的內藏式變

速機構，並使用搖桿機構進行驅動，可減少手腕部位的操作

負擔，有效解決輪椅使用者常見的慢性運動傷害。透過變速

驅動機構的作用，使用者可自行變換動力輸出的效果，達到

快速移動或省力驅動的功能。這兩種變速機構均可以直接套

用於一般手動輪椅上，輪椅骨架無需修改，除了變速功能

外，也包含煞車與原地停止的功能，整體而言可提供使用者

更舒適與更便利的操作使用環境。完成設計後，以模擬軟體

SAM進行機構的運動分析，驗證變速效果，再以分析軟體

ANSYS進行機構的強度分析，最後將這兩種驅動機構實作加

工，組裝於輪椅進行測試，並依據測試規範進行煞車效能、

靜態穩定性、及迴轉空間測試；依據測試結果，確認本設計

能有效提供使用者更舒適與更便利的操作方式之外，同時符

合CNS相關測試規範，且安全性無虞。

手搖式輪椅之變速機構模組化的設計與分析

郭子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林聰益
專長領域 /
機構設計、醫療輔具
設計、精密機械設計、
機械科技史

吳益彰
專長領域 /
機構與機械設計、創意
性工程設計、馬達創新
設計、機電整合設計

作　者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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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4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上銀科技卓永財董事長、許秉澄同學、林紀穎教授

特別獎
科 技 大 學

　　打蠟能夠防止板金表面生鏽及退色並提升汽車的商業價值，是現今汽車美容

產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驟。然而目前用於汽車美容的打蠟作業尚需耗費大量人

力與時間方能完成，故本研究開發首套用於汽車美容之自動打蠟系統以提升打蠟

效率與品質。系統運作方式為藉由深度攝影機建立汽車板金的點雲資料並規劃系

統的打蠟軌跡，接著使用機械手臂搭配多軸力量感測器迴授資訊進行打蠟力道控

制。為了評估自動化打蠟品質的良窳，本研究透過外在點光源的照射，事先對汽

車美容師傅人工打蠟結果進行影像分析，包括影像灰階處理、Canny邊緣偵測以

及霍夫圓形轉換，並計算打蠟後影像的高斯分布函數，在分析該函數平均指與標

準差之分布機率後，則可建立一套檢測打蠟品質好壞的評量指標。

　　本研究以此評量指標為基準，將實驗結果進行影像分析並與評量指標做比

較，探討影響打蠟品質的因素。最後以手臂打蠟力道與移動速度作為影響因子，

透過建立系統的數學模型與最佳化分析求得最理想的實驗參數組合，並以此組合

進行打蠟實驗，證實本系統可有效改善人工打蠟施力不均與品質不佳的問題，驗

證本系統的可行性。

應用於汽車板金美容之自動打蠟系統

許秉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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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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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上銀科技卓永財董事長、劉宗昇同學、廖運炫教授由蔡曜陽教授代領

特別獎
工 具 機

　　再生式顫振屬於加工顫振中最常見的一種，再生式顫振的發生會降低生產效

率、減少加工精度、損傷工件表面及刀具甚至降低工具機的使用壽命。為了避免

再生式顫振的發生，應在加工前選擇較佳的加工效率且不會導致再生式顫振的切

削條件。此外，加工中因材料的變異或散亂的振動，仍有可能有突發的再生式顫

振，當再生式顫振出現時，就已造成刀具磨損及工件表面的損壞，因此應在顫振

尚未造成影響前預測出顫振即將發生，並且及時抑制顫振的出現，保護刀具及工

件的表面。

　　針對加工前選擇的切削條件，本文提出一結合切削經濟性與工具機穩定性的

決定方法，並考量切削穩定性圖及工具機主軸馬達的功率，得到可使工具機發揮

最大效能的切削條件。目前在實務上因動力計成本昂貴，無法直接求得切削穩定

性圖中必須的切削力係數，本文亦提出一簡便的策略，藉由切削負載率與平均切

削力的線性模型，可直接由CNC工具機控制器中的切削負載率求得當時加工的切

削力係數，讓切削穩定性圖及求得的切削條件更為準確。在顫振預測與顫振抑制

方面，整合實作出顫振預測與抑制程式模組，可直接與CNC工具機的控制器連線

以實際應用在加工上。

　　本文提出的切削力係數估算策略，經不同材料測試，估算結果與實際的切削

力係數誤差在5.5% 以內。使用本文方法決定的切削條件，相較經驗及查表的條

件加工效率最高可提升23%，且刀具壽命最高亦可多達3.6倍的壽命。顫振預測與

抑制方面，經不同的材料驗證，皆可在時域訊號尚未有明顯變化前，程式模組即

可預測出顫振將要出現，並自動調變至穩定主軸轉速，在顫振發生前即時抑制顫

振的出現，達到預測顫振與抑制顫振的效果。本文從尚未加工的過程到切削過程

為止，皆避免了再生式顫振的出現，成功地開發出一套實用且具商業價值的CNC

銑床智能化顫振控制系統。

CNC銑削智能化顫振控制系統之研究

劉宗昇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廖運炫
專長領域 /
切削原理、非傳統加工、
工具機動態分析與控制、
品質管制與可靠度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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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4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上銀科技卓永財董事長、陳易聖同學

特別獎
工 具 機

　　本研究提供可快速依據工具機動態特性，針對不同加工要求，找出能最大發

揮機台運動性能之控制器參數調整方法。在參數調整的過程中排除了人力的介

入，完全藉由軟體在短時間內可針對各種機台同步地進行大量運算，大幅地改善

調整效率與節省人力成本。

　　本研究針對由半閉伺服迴路位置訊號所計算的加工指標，以疊代方式找出

最佳擬合參數與加工指標間的深層類神經網路架構，過程中以Tensorflow/Keras 

GPU平行運算功能加速訓練時間，在多核心分散式運算中，以符合深層類神經網

路模型所預測之加工要求的限制下，針對加工時間找出機台最佳運動性能之加減

速規劃參數組合，並與手動調整之以全閉迴路位置訊號計算加工指標所訓練的深

層類神經網路架構比較。

　　以半閉和全閉迴路位置訊號計算加工指標所訓練之深層類神經網路模型在測

試時的決定係數R2分別為0.863和0.927，加工指標平均預測誤差皆在9%以內，加

工時間更在2%以內。實驗中可在符合精度要求下可降低14%之加工時間，若皆

無相關要求，更可降低高達59%之加工時間，避免因多餘的加工要求造成加工時

間上的浪費。

　　控制器參數間存在著偶合的情形，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能有效地針對多個參

數進行自動調整，從數據的收集到求出最佳化參數僅需要不到1天的時間即可完

成，大幅地改善參數調整效率。

深層類神經網路結合遺傳基因演算法應用於
CNC運動控制參數優化

陳易聖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政雄
專長領域 /
光學量測、奈米感測
器、無線感測器、高速
主軸、智能化工具機、
雷射超精密加工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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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質獎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委員對本屆得獎師生研究的肯定。我們得獎的題目是復健機器人的相關技術，我知道

上銀公司在這領域很早就有豐碩顯著的成果，而我們團隊研究的過程中，很榮幸能與上銀的前輩們討

論，謝謝他們提供產業界的寶貴意見。

　　我們很慎重的參加每一次上銀論文比賽，因為這不只是學生的論文，更是老師近期重要研究成果

的檢驗。許多機械領域的老師希望能夠將最有產學應用價值的成果拿出來交流切磋，這代表上銀公司

這14年來，已經成功引領國內機械學術界重視產學研究。非常感謝上銀公司的持續耕耘，也希望國內

學術界及產業界能更密切配合，讓台灣機械產業技術能再更進步！

　　去年底有機會參加日本東京的iREX國際機器人展，在會場中除了歐洲、美國、及日本的機器人大

廠之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上銀公司的攤位在會場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可見在世界各機械強國的

環伺之下，台灣也有像上銀這樣傑出的公司能夠與主要工業國並駕齊驅，讓全世界看見台灣的先進機

械技術。

藍兆杰 教授／國立成功大學

產學合作機械技術進化 讓世界看見台灣

▲ ▲

第14屆 頒獎花絮



30

▲ ▲

第14屆 頒獎花絮三

 典禮精彩實錄

頒獎典禮歡迎貴賓蒞臨

頒獎典禮歡迎得獎教授蒞臨頒獎典禮會場一景

開場表演 - 御鼓坊

頒獎典禮主持人 - 何戎先生為典禮開場

上銀董監事熱情參與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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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質獎 & 銀質獎 & 銅質獎得獎師生與貴賓合照

優等獎得獎師生與頒獎人合照

佳作獎師生與頒獎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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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4屆 頒獎花絮三

閉幕表演 - 美聲饗宴 英雄會

特別獎得獎師生與
頒獎人合照

得獎師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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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刊登於青年日報 2018.3.24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18.3.26 刊登於機械工業網 2018.3.26

刊登於工商時報 2018.3.28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18.4.11

刊登於台灣新生報 2018.3.25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18.4.16

▲ ▲

第14屆 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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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4屆 媒體報導四

刊登於工商時報 2018.4.17

刊登於聯合報 2018.4.20

刊登自由時報 2018.4.17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18.4.18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18.4.25

刊登於 Digitimes 201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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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日本 JIMTOF見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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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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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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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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宣 傳 期 論文申請 & 收件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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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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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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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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文 初 複 審 頒 獎 典 禮 籌 畫論文決審

3 月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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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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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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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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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人生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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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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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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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請掃描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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