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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良基／科技部部長

領導前瞻技術  共創優質工業環境

　　今天很榮幸受邀來參加「上銀機械碩士論

文獎」頒獎典禮，卓永財董事長一直都是我徵

詢和學習的標竿，整個機械業透過卓董，把追

求卓越的氣氛都整個帶起來，讓臺灣的精密機

械的競爭力一路提升，15 年來卓董不只在產學

合作人才培育努力，也帶領團隊在全世界找最

好的技術，如今上銀已是精密機械產業的龍頭。

　　在蔡總統五加二的產業支持下，科技部有

七個重要的專案計畫正在推動，每年有近六億

的金額，配合工業 4.0 未來發展智慧化的重要

性，把產業界跟學界召集在一起做技術研討，

也有很多研究題目期待能夠真正領導業界未來

的需要。

　　謹代表科技部恭喜所有得獎的老師及同學，

謝謝你們在前瞻技術上的努力，也特別感謝上

銀科技持續 15 年來對學界人才培育的重視與支

持，更感動的是透過這個鼓勵的獲得，有機會

到東京去與全世界最重要的產業做交流，相信

透過這樣的產學合作，可以攜手把工業發展最

重要的機械產業持續地深耕，並透過政府與民

間的努力，讓臺灣變成一個精進與發展工業的

優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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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孟奇／教育部政務次長

產學合作與培育機械人才表率

　　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參與這個盛會，卓永財董

事長不只對教育政策非常有洞見，針對產業走向

與臺灣經濟也有深刻理解，帶頭上銀長期推動產

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具有很強的使命感。卓董也特

別提到向下扎根到小學的重要性，未來可以加入

K-12，讓機械領域做為臺灣教育人才培育的表率。

　　特別感謝陳文華召集人，整個評審團是經

過非常嚴謹專業的評審，以教育部的立場來看更

是獲得一個成功典範，得獎人包括外籍學生、女

性、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更難能可貴的是金質

獎是由外籍學生與私立科技大學獲得，這讓我們

看到臺灣的教育在這裡是充滿希望，也希望上銀

科技能維持高獲利，繼續辦理獎項，以這個獎項

做為機械領域標竿，鼓勵更多產學合作，形成良

好互動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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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清／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

扎根人工智慧  推動產業升級

　　首先要恭喜得獎的同學與教授們，在評審團

的千錘百鍊之下能夠勝出，也要感謝上銀科技這

15年來一路的支持，為產業界打造一個人才的平

台。經濟部負責產業的推動，而智慧機械是政府

推動相當重要的政策，在106年機械產業正式破

兆，去年來到1.18兆，這完全歸功於各位同學與

產業界先進的努力。

　　卓永財董事長如數家珍般的細說他對整個

機械產業的熱情，這實在是相當不容易，其實不

只如此，卓董對科大與高工的學程、培訓機制、

中部虎尾及勤益科大的產學攜手計畫也持續進行

中，還有每兩年到日本去開拓眼界。

　　整個產業的大趨勢可看到未來人工智慧是

相當重要的一環，政府投入許多資源，如人工智

慧的產業出題由各界來解題，也結合中央研究

院打造人工智慧學校，目前這個人工智慧學校

有3300多位的校友，投入扎根的工作，未來經

濟部也會持續結合相關的資源來做產業的扎根

與廣度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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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永財／上銀科技董事長

軟、硬兼具  跨領域學習新時代

　　首先為本屆得獎的老師與學生致賀，也感謝政府

長官長期以來給予支持與鼓勵。舉辦這個獎項主要

是因過去都在追求SCI論文，導致精密機械產業找不

到人才，因此，誕生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非

常感謝學校的積極參與，論文與參賽者也越來越多元

化，形成學界和教育界一項很重要的活動。

　　回顧這15年來整個產業的變化是非常巨大的，

2011年德國總理梅克爾宣布德國要邁向工業4.0新時

代，同時，美國歐巴馬總統也宣布美國要製造業回

流，大陸提出了中國製造2025，在臺灣也提出了生產

力4.0計畫。今年有一個大改變就是實施了30年的漢

諾威電腦展Cebit劃下休止符，漢諾威工業展改為漢

諾威展並將Cebit併入擴大辦理，智慧製造就有20多

個館，AI部份5-9館可以看到Google、Microsoft與華

為等，世界級AI的大咖全部都在此參展。2018漢諾威

電腦展，華為的主題館展出上銀最新一代的智慧型螺

桿，我們用將近10年的時間將特殊晶片開發出來，未

來用手機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機台的運作狀

況與何時該維修，就不會做出一堆不良品，意即上銀

扮演智慧製造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這也宣告：未來

精密機械徹底走向新時代，未來是一個軟、硬兼具的

跨領域學習，是大學教育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2019

漢諾威展忠告世人這個世界正在大改變之中。

　　獲得「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的老師跟同

學，配合展期每兩年會帶他們去參觀東京的工具

機展(JIMTOF)及日本精密機械大廠，包括FANUC、

TOYOTA、OKUMA、MAZAK…等；相信對老師在教

學，學生在終生的事業發展都會有很大的幫助。上銀

除了辦機械碩士論文獎及優秀博士論文獎外，也往下

札根，我們每兩年也邀請了30多位各大學機械相關科

系的同學到日本去參觀訪問，也看到了成果。

　　今年「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有幾個非常特殊

的，第一個就是金質獎史無前例的是一位外籍學生，

來自貝里斯，就讀崑山科技大學的同學得獎，也是第

一次私立科技大學得到金質獎。不只如此，今年也史

無前例有兩位外籍學生，另外一位來自厄瓜多爾，可

以看到這個獎項也逐漸走向國際化。HIWIN願意在精

密機械領域略盡棉薄之力，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一起

為提升精密機械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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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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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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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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研發人員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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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019連續19年榮獲「臺灣精品金、銀質

獎」的殊榮，2014入選美國NASDAQ股市機器

人指數型基金(ROBO-STOX)權重排名TOP10，

2015年更榮獲富比士(Forbes)全球創新成長百大

企業第37名，2016榮獲日經Business評選全球

企業成長百大第5名，2017年為「ASIA300市價

增加率排行榜」第1名，2019年入選天下營運績

效前50強第9名，為機械產業界的第一。HIWIN

長期在全球佈局與創新能量，實為發展工業4.0

之最佳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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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S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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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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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人才佈局全球

向機械尖兵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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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年在臺灣復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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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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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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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的碩士論文

相關技術內容，在這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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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科技大學參與競賽的碩士論

文水準較往年提升，且首度金質獎由私立科大

的外籍碩士生的論文獲得，而該碩士生論文除

有技術創新性，在產業的應用價值也相當高。

其更可突顯出由於有「科技大學特別獎」的設

立，使得科技大學參與競賽的碩士論文水準

已逐年提升到有的論文水準可達一般大學的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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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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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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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為求符合公正客觀之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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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國93年迄今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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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並引領臺灣機械產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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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屆

參賽論文共1461篇，得獎共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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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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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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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家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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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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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速鐵路 ( 股 ) 公司  
董事長

陳文華
國立清華大學 特聘講座教授

蔡新源
創智智權管理顧問 ( 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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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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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審團隊

　　本屆共有來自17所大學86篇論文被推薦參

選。每篇被推薦參選的論文都必須通過初審跟

複審，總共6個評審委員的審查；而進入決選的

論文，同學必須親自做簡報，同時經過評審委

員們毫不留情的提問，競爭非常激烈，後來更

經過兩個多小時3輪的投票才選拔出來，所以每

篇得獎論文都是菁英中的菁英。

　　今年有三個亮點，第一個是科技大學大放

異彩，最重要的5個獎項，科技大學有3篇得

獎論文，這可以說是卓永財董事長期致力於提

升科技大學的研究能量已開花結果；第二個是

金質獎與優等獎的得獎學生都是外籍學生，代

表「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邁向國際化，對國

際化大型公司的上銀科技來講，剛好是相得益

彰；第三個是人工智慧的應用與機械手臂感測

器已看到初步成果，相信透過「上銀機械碩士

論文獎」的推動，對精密產業及工業4.0的轉型

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陳文華  

科大能量迸發 邁向國際化

 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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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 講座教授

陳朝光
國立成功大學 國家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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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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成
國立中興大學 教授

 第15 屆  決審委員

顏家鈺
國立臺灣大學 終身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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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展華
國立中正大學 校長



14

前排由左至右：創智智權蔡新源董事長、陳朝光國家講座教授、機械工程學會林榮慶理事長、上銀卓永財董事長、陳文
華召集人、谷家恒召集人、黃博治董事長、高鐵江耀宗董事長。後排：蔡志成教授、董必正教授、宋震國教授、謝曉星
教授、馮展華校長、顏家鈺教授、王銀添教授、李安謙教授、上銀蔡惠卿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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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5 屆  決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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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金質獎非常特別，締造了三個第一的

紀錄，第一次由技職體系獲得；也是第一次由私

立大學拿到金質獎；更是第一次由外籍研究生獲

得。在此特別感謝上銀提供優良的競賽機會，使

研究主題能更貼近工業界實際應用的範疇。也誠

摯的感佩卓永財董事長秉持取之社會、用之於社

會的理念，歷年來在教育投資及社會關懷，都展

現出無私的回饋與大愛；也衷心感謝評審團，營

造公平、公開、公正的競賽氛圍與評比的原則，

讓技職學校的師生們看到，只要肯努力一樣有獲

得金質獎的可能。朱孝業教授跟本人很榮幸能夠

指導來自邦交國貝里斯的摩根同學並獲得金質獎

的殊榮，相信這也是外交部國科會所樂意看到的

成果，並且證明崑山科技大學在外籍生的人才培

育，已經成功發展出國際合作的成效跟範例，這

個獎項將促使我們更加努力以回報評審委員的厚

愛，也期盼能夠為產業界、社會與國家再盡棉薄

之力。

周煥銘／崑山科技大學  教授

優良競賽平台 研究貼近工業應用

 金質獎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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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5屆 得獎名單一

獎項 學校系所 研究生 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

金質獎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摩根
Wani Jamaal 

Morgan

周煥銘
朱孝業

以振動訊號分析進行塑膠射出成型機性能監測之
研究

銀質獎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張維哲 劉通敏
轉彎效應對平滑壁面正方形雙通道之紊流統計
參數與熱流相關性影響之實驗研究

銅質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宋瑜婷 林紀穎 基於力矩向量合成之全向式球形壓電馬達系統

優等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所

高瑞安
Andres David 
Gaona Roman

林顯易
應用卷積神經網路與粒子群演算法估算機器手臂
抓取

優等獎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所

許翼鵬 黃永茂 多孔模鋁合金管材擠製銲合面結合行為之探討

佳作獎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黃右年 馬劍清
建立即時立體數位影像相關法於三維工程問題的
動態量測

佳作獎
國立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所

沈廷威 方維倫
設計與實現性能提升之 CMOS-MEMS 熱電式
紅外線感測器

佳作獎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蔡穎寬 詹魁元
垂直多關節機械手臂與並聯式機械手臂之不確定
因素評估與工作表現最佳化

佳作獎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曾冠儒 李昇憲 三軸微機電陀螺儀之設計與實現

佳作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柯舜凱 郭俊良 碳纖維強化聚酯複合材料之繞切成型研究

佳作獎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所

巫承駿
林仁輝
吳俊煌

運用訊號分析技術探討牙型係數與軌道表面粗糙
度對於環狀式類滾珠軸承傳動磨潤行為之研究

特別獎

( 工具機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所

張晉瑜
姚賀騰
謝錦聰

基於分數階混沌同步動態誤差之智慧型工具機
主軸顫振與刀具磨耗研究

特別獎

( 工具機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楊文豪 黃華志 垂直軸液體靜壓導軌系統特性分析與驗證

特別獎
( 科技大學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所

蔣佑政 鄭辰仰 考慮斜面特性於機械手臂智能組裝順序之研究

特別獎
( 工具機 )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所

蔡瑞敏 陳國聲
多波段微機電加速規整合設計於工具機主軸振動
監控應用



17

左起：頒獎人陳良基部長、摩根同學、周煥銘教授、朱孝業教授

摩根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周煥銘
專長領域 /
熱傳學、資訊設備熱流
分析、計算流體力學

朱孝業
專長領域 /
磨潤、奈米量測、輪機
系統、內燃機、主軸推
進系統

　　Plastic injection moulding is a manufacturing process by which molten 
plastic material is injected into a mould and later solidifies to form moulded 
plastic parts. Due to growing industrial demand accelerated by competition, 
a major challenge is to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mould products that meet 
specific quality attributes required by costumers. For such manufactured 
parts, geometrical appearance and part weight are two important measures 
of quality. Herein, a combination of Vibration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is employed in a cost-effective manner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geometrical appearances and part weight of the moulded parts. 

　　Vibrational data was acquired by mounting an accelerometer on to the 
toggle pin bearing of the injection moulding machine. Analysing of the low 
frequency vibrational response of the injection period with a transfer function 
provided valuable information that was used as inputs 
to train, validate and test two feed forwar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The first ANN was used 
to classify the parts’ quality while the second ANN 
predicted the parts’ weights. The classification ANN had 
a 100% accuracy when classifying each injected part as 
either a normal shot, an over shot or a short shot. The 
second ANN predicted the weights of the injected parts 
with a maximum error value of 0.715%. This result 
outperformed the use of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which had a maximum error of 6.287% as presented in 
a previous study.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 
ANN’s relatively high performance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large amounts of vibrational signatures were extracted 
and used as inputs to the neural network.

以振動訊號分析進行塑膠射出成型機性能
監測之研究

作　者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金質獎

▲ ▲

第15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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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陳良基部長、張維哲同學、劉通敏教授

張維哲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劉通敏
專長領域 /
燃燒學、轉動機械、熱
傳增益、壓電噴墨披覆、
全像干涉 / 紅外線熱傳
量測、質點影像流場測
速、生物流力 / 晶片

　　本研究分別使用質點影像測速儀(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與紅外線測

溫儀(Infrared Thermography)量測一渦輪機葉片中180度銳轉平滑壁面正方形

冷卻雙通道的紊流場結構與壁溫分布。雷諾數(Reynolds number)在量測紊流

場結構時訂於5300；而在量測壁溫分布時，雷諾數則從5000變化至20000。除

了平均速度(Ust, Usp, and Uver)與紊動速度(ust, usp, and uver)之外，本研究將會探

討轉彎效應對於紐賽數比(Nu/Nu∞)和高階紊流統計參數的影響，其中高階紊

流統計參數包含雷諾剪應力(ustusp , and uspuver )、紊流動能(k)、歪斜度(S)、平

坦度(F)、紊流時間與長度尺度(τst, τsp, τver, and λver)、紊流能量頻譜(E)、以及

紊流動能產生項。

　　研究結果顯示在轉彎區到轉彎後一倍水力直徑之間，F 會隨著 S 的上升

而下降，反之亦然，此結果並未見於先前單通道的文獻。除此之外，透過一

維的時間頻譜分析可以發現在轉彎區正中央的剪力層上有一 260Hz 的主頻

(Predominant Frequency)。利用流場可視化可以發現此主頻與剪力層上渦旋

的產生頻率相符合。而與此渦旋相關的τsp 側向分布也被進一步的發現與轉彎

區的Nu/Nu ∞側向分布有著高度相關性。

　　透過相關係數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的計算，本研究可

以定量的分析出與Nu/Nu ∞有著高度、中度、和低度相關性的流力參數，分別

為平均渦度大小 ( |ω| )、( (Ust
2+Usp

2 ) , usp, uver, k, uspuver , τsp, and τver)、和 (Uver, 

usp, ustusp , S, F, τst, λver)。根據以上結果，本研究首先提出一描述本 180 度銳

轉平滑壁面正方形雙通道中|ω|和Nu/Nu ∞之關係的經驗公式。

轉彎效應對平滑壁面正方形雙通道之紊流
統計參數與熱流相關性影響之實驗研究

作　者

指導教授

銀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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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電磁式馬達，球形壓電馬達在設計上具有結構簡單、體積小等特

點，實現多自由度驅動有其先天優勢，對於日益蓬勃發展的機器人科技來說是

一大助力。然而目前球形壓電馬達的實際應用仍未普遍，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為

轉子旋轉軸向的控制方法並未有統一形式，既有的文獻中也較少針對軸向控制

方法進行探討。為此本研究以力矩基本定義作為靈感並以全向輪的設計概念作

為發想，提出由四個獨立壓電致動元件所組成的全新球形壓電馬達系統設計。

在此系統中每一個壓電致動元件皆透過電極配置的方式切換兩種振動模態，除

了可單獨驅動使轉子繞其對應軸旋轉作為基本軸向外，更可進一步利用力矩向

量合成法產生任意的旋轉軸向。

　　本文首先闡述軸向控制方法及原理，接著以單致動元件的驅動特性為基

礎，透過向量疊加的方式推導雙致動元件驅動可達成的軸向範圍，進而說明本

球形壓電馬達系統如何達成全軸向旋轉之目標。實驗結果顯示旋轉軸向與理論

推導完全一致，成功驗證本文所提之力矩向量合成軸向控制法於球形壓電馬達

系統的實務應用價值。本文亦利用向量合成原理分析致動元件於不同驅動電壓

下轉子輸出的轉速關係，藉此計算致動元件的驅動電壓參數並成功實現開迴路

軸向控制實驗。本研究所提出之力矩向量合成原理進行軸向控制的方法不僅適

用於所提之球形壓電馬達，亦可應用於各種不同大小尺度的致動系統，在新型

致動器設計開發上為一嶄新的研究方向。

左起：頒獎人陳良基部長、宋瑜婷同學、林紀穎教授

基於力矩向量合成之全向式球形壓電馬達系統 銅質獎

宋瑜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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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人劉孟奇政務次長、高瑞安同學、林顯易教授

應用卷積神經網路與粒子群演算法估算
機器手臂抓取

優等獎

高瑞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所

作　者

林顯易
專長領域 /
人與機器人互動協作、
機器學習、機器視覺
與感測

指導教授

　　The problem of robotic grasping is addressed in this work. In order 

to make a fast and robust inference of robotic grasping points by a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an estimator, based on the Particle 

Swarm (PS) algorithm, is presented. The cost function of the PS algorithm 

is decided to consider two main aspects to increase the accuracy and 

repeatability of detecting robotic grasping points. First, a CNN is implemented 

to classify the features of good and bad grasping features. Second, a magnet 

mechanism is designed to create convergence of particles towards the object 

center. The algorithm also includes a confidence factor that aims at reducing 

misinterpretation between one or none grasping points. A rectangular 

representation is then considered output of the estimator which is given in 

camera coordinates. To make it usable to any robotic arm, a camera to robot 

mapping algorithm is implemented by using a stereo-vision syste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a slight improvement in the accuracy with a 

considerable diminution of the inference speed.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deep-learning methods,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pplicable for practical 

robotic-grasping tasks.



21

　　本研究為採用鋁合金6061的熱間擠製圓管，對擠製模具之各項幾何參數

進行討論後，利用有限元素模擬軟體QForm分析鋁合金圓管擠製行為，解析

在連續擠製時擠錠在模具裡材料流動與塑性變形的情形，以及前後料錠之間橫

向銲縫長度之分布。藉由修整模具幾何來提高銲合壓力與減少橫向銲縫長度，

探討擠製負載對於模具造成的影響，避免超過機台負載。最後，利用田口式品

質工程設計進行模具的最佳化設計以求產品得最佳成形解。

　　熱間擠製實驗採用7吋擠錠與2100美噸(18.69 MN)擠製機進行，實驗結果

與模擬結果進行比較以驗證有限元素模型之適用性。本研究所選用的因子為分

流孔半徑、桁架寬度、銲合室高度及軸承高度。模擬結果顯示桁架寬度對於銲

合壓力並無太大影響，其餘三者越大則銲合壓力即越高；而當分流孔半徑與銲

合室高度越小時則橫向銲縫長度即越短，對於桁架寬度與軸承高度而言，橫向

銲縫長度之影響皆不高，本研究不僅要求較高的銲合壓力同時要縮減橫向銲縫

長度，故採用一優化評估式J來判斷最高效益的組合，利用腐蝕試驗與擴張破

裂試驗測試管件的橫向銲縫流動情形與其強度測試，由結果發現擴張破裂負載

曲線可分為單峰與雙峰破裂模式，而雙峰模式的試片則屬於強度較高之產品，

若產品其破裂位置非位於縱向銲縫處，則其強度優於母材Al6061，實驗結果發

現管材的結合強度可達到160MPa以上。

多孔模鋁合金管材擠製銲合面結合行為之探討

左起：頒獎人劉孟奇政務次長、許翼鵬同學、黃永茂教授由黃永發教授代領

優等獎

許翼鵬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所

作　者

黃永茂
專長領域 /
金屬成形、塑性力學、
油壓伺服控制、微機電
系統、奈米定位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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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楊志清副局長、黃右年同學、馬劍清教授

　　數位影像相關法(DIC)是一種非接觸全場位移量測的影像光學方法，由於

其方便性與實用性高，目前在實驗力學領域上是最常被學者開發及應用的量測

技術之一。

　　本文主要開發即時數位影像相關法量測系統，整合相機校正、數值運算並

即時呈現待測物體追蹤結果，取代傳統實驗繁瑣的流程，更能符合工業界的需

求。文中使用標準測試影像搭配內插平移的方試驗證DIC演算法的量測精度為

0.01pixel，配合Matlab程式將運算效率提升至30fps。實務量測的部分，本文

量測精密對位平台複雜的二維動態行為，並即時呈現完整的位移軌跡，更將平

台結合影像追蹤技術將其升級為回授制系統，能夠將待測物體定位在畫面的中

央位置。接著將單點的即時量測系統提升為多點的即時量測系統，可以應用於

長時間量測工具機主軸運轉時的熱伸長量，這些熱變形大約都是微米等級。有

了多點的位移資訊，就可以即時求得應變的量值，搭配熱電偶得到溫升資訊，

就可以進一步求得材料的熱膨脹係數。接著本文探討相機校正的問題，透過校

正板取得影像扭曲係數，將此校正技術與即時量測系統整合改善鏡頭曲面的問

題，使得影像量測將不再受到硬體相關問題的限制。除此之外，鏡頭斜向拍攝

也是一個常見的問題，本研究透過已知像素座標對應的尺度因子搭配二次曲線

擬合出整張影像的尺度因子，就可以校正斜向拍攝的梯形影像，僅使用單眼視

覺量測到具有深度方向變化的運動行為，將二維平面量測精度推至極限。最後

本文將單眼視覺的即時量測系統進一步提升成雙眼視覺的立體即時量測系統，

除了可以即時追蹤待測物體在空間中的三維動態軌跡，更能夠建構複雜的立體

曲面、全域搜尋世界座標、計算待測物體的重心位置。本研究使用此量測系統

於市售的三次元量床、機械手臂動態量測，並探討立體量測系統的量測精度。

建立即時立體數位影像相關法於三維工程
問題的動態量測

佳作獎

黃右年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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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處理與量測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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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楊志清副局長、沈廷威同學、方維倫教授

　　本研究以台積電CMOS標準製程：TSMC 0.18 μm 1P6M作為實現熱電式

紅外線感測器的製程平台，主要研究方向為測試此製程中熱電材料、吸收層

結構及膜層堆疊之設計，在相同面積下提升元件性能。材料測試方面設計Test 

key作為萃取熱電係數之研究方法，吸收層結構則是利用CMOS多層堆疊的特

色，將特定的犧牲層利用金屬濕蝕刻移除後，形成傘狀吸收層結構，中央支撐

柱與下方熱電堆之熱端連接。此吸收層結構主要能提升紅外線感測元件的吸收

面積使用率，同時創造出較佳的熱傳導路徑，將吸收層所產生的熱經由支撐柱

直接傳遞到熱電堆中央，有效增加熱端與冷端間的溫差。下方的熱電偶結構設

計參照實驗室過去所開發的經驗，並以此概念設計一無吸收層結構之感測元件

作為對照組，使其與具有吸收層結構之元件在尺寸及雜訊大小皆相同，以驗證

設計是否成功被實現。研究過程中透過理論公式計算、ANSYS模擬軟體進行

相關模擬，得到預期之響應度、雜訊等效功率及檢出比等規格。晶片經由後製

程完成後，進行各項性能的量測，驗證所提出的設計概念成功被達成，完整實

現CMOS-MEMS熱電式紅外線感測器的研究。

設計與實現性能提升之CMOS-MEMS熱電式
紅外線感測器

沈廷威
國立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所

方維倫
專長領域 /
微機電系統、微感測
器、微致動器、微加
工技術、微系統測試
技術、薄膜機械性質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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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獎

左起：頒獎人楊志清副局長、蔡穎寬同學、詹魁元教授

　　不確定因素是影響機械手臂運行精準度的重要來源，本論文針對垂直多

關節機械手臂以及並聯式機械手臂提出評估不確定因素與改善作業方法之策

略以提升機械手臂精準度。建構結合不確定因素之機械手臂動態模型，在垂

直多關節機械手臂的部分，我們考量各關節諧波齒輪之傳動誤差，而並聯式機

械手臂部分，我們考量關節間隙與關節磨耗。接著經由虛擬實驗的試驗結果

識別針對垂直多關節機械手臂關節內諧波齒輪之不確定因素量值，再經由這

些識別的參數進行特定路經之路經參數以及工作空間最佳化。針對並聯式機

械手臂則是反覆執行同一個目標路徑，了解機械手臂隨使用時間增加而關節

間隙值之變化，並探討對其性能之影響，再利用磨耗後的結果進行路徑參數

以及工作空間最佳化。

　　本論文以上之研究流程將以應用於焊接製程之垂直多關節機械手臂以

及應用於抓取搬運產線之並聯式機械手臂做演示及討論，模擬結果顯示經由

ISO 9283性能指標量化以及評估後，焊接製程針對單目標及多目標最佳化最

多可提升分別為51.06%及38.85%之精準度、抓取搬運產線可提升31.05%之精

準度。

垂直多關節機械手臂與並聯式機械手臂之
不確定因素評估與工作表現最佳化

蔡穎寬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詹魁元
專長領域 /
Design, Optimization, 
Reliability analysis,. 
Policy decision-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Data-driven design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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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楊志清副局長、曾冠儒同學、李昇憲教授

　　本研究包含微機電陀螺儀的發展背景、理論分析、設計脈絡以及製程和量

測結果，並以不同的結構設計來探討其對陀螺儀性能的影響。三軸陀螺儀的設

計理念藉由TSMC的製程平台實現，於單一結構上利用單軸驅動模態來激發三

軸感測模態，以探討在商用平台上三軸陀螺儀全整合系統的可行性，達到體積

小與功耗低的目標；同時，單軸模態匹配陀螺儀則計畫透過校內製程完成，

除了以模態匹配的操作模式確保高靈敏度外，利用額外配置的電極作非線性

補償，以期能降低偏誤不穩定度。為了完整呈現陀螺儀的性能，讀取電路的

模擬與製作已完成並成功驗證設計理念的正確性。在真空中，三軸陀螺儀的Q

值可以達到上萬，空氣中則為125。搭配自行設計之介面電路板及商用鎖相迴

路放大器後，調變機制及艾倫分差(Allan deviation)之間的影響得到量化的成

果，以利後續性能指標的判讀。最後，在旋轉平台上於常溫、常壓量得之各

軸Angle Random Walk(角度隨機遊走)為24.6˚/s/√Hz，25.4˚/s/√Hz及9.52˚/

s/√Hz，Bias Instability(偏誤不穩定度)為8.78˚/s，11.32˚/s 及4.92˚/s 。

三軸微機電陀螺儀之設計與實現 佳作獎

曾冠儒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作　者

李昇憲
專長領域 /
射頻微機電、微機電共
震器 /震盪器 /濾波器、
無線通訊、CMOS-MEMS
系統整合、類比介面電
路設計、微感測器 / 致
動器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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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5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楊志清副局長、柯舜凱同學、郭俊良教授

　　編織型式之碳纖維強化聚酯(Woven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複

合材料，具有高的纖維佔比(Volume fraction: ~58%)，高比強度(2.5-4.5 GPa)

與比彈性模數(800 GPa)，更適合兼具輕量化與高強度的結構應用。但是，依

照強度需求而鋪陳之碳纖維複合材料常不具備均質性與等向性，造成繞切成型

加工時，切削刀具產生非預期之震動。此外，碳纖維之高硬度(~HV500)也對切

削刀具造成極大的磨損，進而導致切削力增加，影響加工表面品質及材料移

除能力。此研究以鑽石鍍層之直刃、螺旋刃與交叉刃刀具，配合高轉速(100-

120 m/min)與高進給率(0.4-0.6 mm/rev)之參數條件對碳纖維複合材料，進行

正交、斜交切削之加工評估。觀測指標為切削力、刀具磨耗及加工後之表面完

整性，與三者之間之交互作用影響。在發展切削力之分析模型中，藉由刀具

幾何之函數關係來預測切削分力之瞬時分佈，進而調整刀具幾何來控制切削

力之大小與分佈，降低刀具磨耗與提高加工表面完整性。與實驗結果比較，修

正之切削力分析模型於直刃、螺旋刃與交叉刃刀具於繞切成型之精度可以達到

98.53%、99.08%與97.12%。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之觀測下，切削參數對於三

種刀具幾何之磨耗與加工表面形貌，已完整建立。當使用直刃刀具進行正交切

削時，加工表面之碳纖維呈現垂直於進刀方向之斷裂，為彎曲之拉應力破壞。

使用螺旋刃之斜交切削時，碳纖維呈現與刀具進刀方向1-3˚之拉應力破壞。而

使用交叉刃刀具時，碳纖維之破壞依刀刃交叉型式，呈現3-5˚之交叉，為拉力

與挫曲破壞之型式。

碳纖維強化聚酯複合材料之繞切成型研究佳作獎

柯舜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郭俊良
專長領域 /
難切削金屬 ( 鈦 / 鎳 ) 加工、
複合材料 ( 碳纖維 / 玻璃纖
維 ) 加工、金屬碳纖維疊層
材 料 (Ti/CFRP/Al) 加 工、
複合電化學 (Hybrid ECM-
Brushing)、表面處理 ( 陽極
處理電鍍與電化學拋光 )、
次表面完整性與磨潤性研究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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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楊志清副局長、巫承駿同學、林仁輝教授

佳作獎

　　本研究主要探討重負荷滾珠螺桿之牙型係數、滾珠與間隔環及螺帽、螺桿

軌道面粗糙度在油脂潤滑下，對於滾珠螺桿之摩擦係數、振動訊號及磨耗量，

配合磨潤實驗結果以評估設計因子之影響。滾珠與間隔環及螺帽、螺桿接觸

之摩擦係數，能透過基因演算法(GA)將之解析計算。振動訊號分析所使用的演

算法有自適性拆解(EMD)、快速傅立葉(FFT)及多尺度熵(MSE)等方法。藉由訊

號理論方法找出元件接觸之特徵訊號，釐清振動最重要的發生來源和位置，且

能即時反應試件磨潤之運作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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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化計算出來。磨耗量、摩擦係數以及振動的發

生，受到牙型係數、滾珠與間隔環間隙以及內、外環表面粗糙度影響。由實驗

結果也成功建立出振動訊號、磨耗量、摩擦係數三項參數之關聯性，釐清了三

項參數個別的主要影響因子，同時亦可建立出磨潤及振動訊號資料庫及兩者的

關係，由振動訊號之平均振幅及多尺度熵公差，即時反應試件之磨潤狀況。最

後再建立各項磨潤參數之關係圖，提供滾珠螺桿設計

參數之優化組合條件。本實驗室亦陸續再開發人工智

慧技術(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未來可望引用相關

AI技術並配合磨潤及振動訊號資料庫進行系統狀態之分

析，以達成智慧化系統感測診斷及性能提升之功能。

運用訊號分析技術探討牙型係數與軌道表面
粗糙度對於環狀式類滾珠軸承傳動磨潤行為
之研究

巫承駿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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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俊煌
專長領域 /
塑膠模具設計、塑膠流動學、
熱傳學、工具設計、積體電路
封裝的熱傳系統、應力系統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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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5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卓永財董事長、張晉瑜同學、姚賀騰教授

特別獎
工 具 機

　　在工具機進行加工時，當共振引發金屬車銑過程相當不穩定，不僅會造成

工件表面光滑度嚴重下降，也會使得刀片損壞率隨之上升，故顫振現象與刀具

壽命的檢測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在過去對顫振現象的判斷，主要是依靠機

台操作者的經驗判別，且過去多數的文獻裡，大多藉由能量的觀點切入，在頻

域分析下當能量非常集中且有倍頻關係時，即為顫振。而在刀具磨損狀況，亦

由操作者觀察刀尖或工件表面狀況進行判別，此過程相當耗時且不科學。因

此，本論文針對工具機之主軸與刀具兩大關鍵零組件進行研究，提出一種新穎

且實用的判別方法，將工具機加工時產生的顫振現象以及刀具磨損狀況進行識

別，利用分數階混沌同步動態誤差二維空間之重心點，來找出顫振現象與刀具

磨耗程度所分布區域情形，如此一來可化繁為簡地依照

混沌重心位置判別主軸與刀具磨耗之當前狀態，再搭配

可拓理論將重心區域整理歸納，強化本系統診斷率。由

本文之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之識別方法，效果

相當迅速且精確。

基於分數階混沌同步動態誤差之智慧型
工具機主軸顫振與刀具磨耗研究

張晉瑜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所

謝錦聰
專長領域 /
電路分析、智慧型控制
及應用

姚賀騰
專長領域 /
能源系統轉換控制、
非線性系統分析與控
制、機電系統控制、
訊號處理與控制

作　者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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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卓永財董事長、楊文豪同學、黃華志教授

特別獎
工 具 機

　　液靜壓導軌為精密工具機重要且關鍵之零組件，液靜壓導軌是藉由流體具

有不可壓縮的特性以高壓潤滑流體支承的方式填滿兩固體之間的縫隙，使運動

平台懸浮於流體上與軌道保持非固體接觸的狀態達到純流體摩擦的效果，導軌

與運動平台之間具有摩擦力極低的特性，因此不易產生摩擦熱溫升及低速爬行

等現象且具有均化幾何誤差的能力，較容易實現高精度定位的性能表現。

　　本研究主要針對液靜壓導軌幾個重要的性能進行分析評估，例如油膜的承

載性能、油膜的摩擦熱溫升等，以流體分析軟體Fluent針對上述液靜壓導軌的

性能進行不同的設計構型與尺寸及不同工作情況下之參數化分析，探討軸承性

能表現之變化響應，並針對其流體軸承構型進行指標性的性能優化設計，最後

將與理論分析進行比較證明模擬分析之合理性。

　　由於進給系統進行循環的往復運動會產生摩擦熱源，進而導致進給系統出

現熱溫升與熱變形的問題，顯然直線工作台的熱變形問題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研

究議題，因此本研究建立了滾珠螺桿的摩擦熱及油膜剪切熱造成直線平台溫升

的熱分析模型，進行溫度場的模擬與實驗驗證並確認分析模型的可靠度，最

後，利用結構有限元素分析軟體進行熱彈性變形的分析，預估直線平台的熱誤

差影響以減少開發測試的成本。

垂直軸液體靜壓導軌系統特性分析與驗證

楊文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黃華志
專長領域 /
流體 ( 液、氣 ) 靜壓軸承之設計及

分析、工具機 ( 液、氣 ) 靜壓線性滑

台設計、( 液、氣 ) 靜壓旋轉工作台

設計、( 液、氣 ) 靜壓主軸設計、工

具機精密進給系統設計、流體軸承

雷諾方程式之平行計算與多目標最

佳化、永續製造與綠色工具機節能

技術研究、機構設計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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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5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卓永財董事長、蔣佑政同學、鄭辰仰教授

特別獎
科 技 大 學

　　虛實化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CPS)是在工業4.0重要的核心概念，

能讓整個生產過程更加的智能化；在製造過程中，組裝作業對於製造成本與時

間有相當大的影響性，而虛實整合的智能組裝，必須考量組裝過程中屬於機械

手臂特性與限制，以及組裝順序規劃(Assembly Sequence Planning; ASP)，不

合適的ASP會導致組裝時間和成本的增加，且若以人工的方式規劃ASP和撰寫

機械手臂的程式是非常耗時，並需要專業的知識與經驗，而在過去組裝順序的

研究上，干涉檢查僅考慮正交軸移動方向，而不適用於斜面組裝類的產品，因

此本研究提出一個考慮斜面特性之虛實智能組裝系統(Local Coordinate Cyber-

Physical Intelligent Assembly System; LCCPIAS)，使用者輸入組裝產品CAD

圖檔，藉由LCCPIAS產生組裝順序。為依照不同機械手臂廠商的需求，本研究

結合Model-View-Controller的概念於智能組裝作業，使整個製程更彈性且智

慧化。本研究提出的方法不僅解決過去文獻尚未克服的問題，且獲得比過去方

法更加適合機械手臂的組裝順序，同時解決斜面組裝與自動化的問題，使整個

製程更有彈性，因此本研究提出的方法對於達到智能組裝有很大的幫助。

考慮斜面特性於機械手臂智能組裝順序之研究

蔣佑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所

鄭辰仰
專長領域 /
機器人整合製造、生產
排程最佳化、行動運算
及手機程式開發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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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卓永財董事長、蔡瑞敏同學、陳國聲教授由林仁輝教授代領

特別獎
工 具 機

　　在工業4.0的議題下，即時監測工具機的狀態能夠有效的提升生產效率，

降低生產成本，其中透過振動監測能夠對工具機的健康狀態以及加工品質做有

效的分析，如顫震、軸承損壞等等。在工具機運作時會激發由低頻至高頻的振

動頻率，而市面上任一的振動感測器無法兼具高頻寬、高靈敏度的特性以量測

工具機的振動，此外在智慧製造的訴求下，需要同時監控大量機台的震動情

形，因此振動感測器還要具備有低成本的特性。基於上述需求，本文中使用了

多個不同頻寬的低成本的微機電加速規，並藉由機構設計將多個微機電加速規

整合達到三軸量測的性能，同時考慮加速規本身靈敏度低的缺陷，藉由電路設

計提升加速規的靈敏度，而在訊號輸出後使用數位濾波器做初步的資料統合，

形成一個高頻寬、高靈敏度、低成本且三軸的整合多波段加速規模組，並且將

加速規模組初步在激振器上驗證靈敏度及頻寬，再應用於工具機主軸量測不平

衡負載實驗模擬主軸偏心問題，以及應用於真實的切削量測，並且針對結果做

相關探討。除了量測工具機主軸的振動之外，本研究將加速規模組應用於多種

不同載台，如智慧主軸鑽削平台，量測鑽削時的振動情形，以及機械手臂異音

監測，量測機械手臂異常時的振動訊號，達到監測機台之效用。

多波段微機電加速規整合設計於工具機主軸
振動監控應用

蔡瑞敏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所

陳國聲
專長領域 /
結構振動控制、固力結
構與材料機械性質、微
機電系統設計分析、精
密機械與機電整合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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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5屆 頒獎典禮精彩實錄三

頒獎典禮歡迎貴賓蒞臨 頒獎典禮歡迎得獎師生蒞臨

頒獎典禮會場一景

開場表演 - 爆震機械舞

頒獎典禮主持人 - 岑永康先生 & 張珮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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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質獎 & 銀質獎 & 銅質獎得獎師生 ( 後排 ) 與貴賓 ( 前排左起：谷家恒召集人、林榮慶理事長、劉孟奇政務次長、陳良
基部長、卓永財董事長、楊志清副局長、陳文華召集人 ) 合照

上銀董事會成員熱情參與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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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5屆 頒獎典禮精彩實錄三

特別獎得獎師生與頒獎人卓永財董事長合照

佳作獎得獎師生與頒獎人經濟部工業局楊志清副局長合照

優等獎得獎師生與頒獎人教育部
劉孟奇政務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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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會(三) 英雄會(四)

閉幕表演 -I Want 星勢力【經典金曲】 頒獎典禮圓滿結束，與會來賓齊聚一堂

英雄會(二)

英雄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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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5屆 媒體報導四四

刊登於經濟電子報 2019.5.6

刊登於中時電子報 2019.4.24

刊登於 MA 工具機與零組件雜誌
2019.4 NO.109

刊登於中央社 2019.3.28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19.5.22

▲ ▲

第15屆 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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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經濟日報 2019.4.23

刊登於自由時報 2019.4.25

刊登於工商時報 2019.4.24

刊登於 DIGITIMES 201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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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出發前往日本 JIMTOF，攝於桃園國際機場 201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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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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日本 JIMTOF見學之旅

參訪結束後，由藍兆杰團長(左)頒贈感謝狀及贈送禮品給住友重機械工業 2018.11.1

住友重機械工業 – 接待人員與參訪師生大合照 2018.11.1

師生們認真聆聽參訪行程201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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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 JIMTOF見學之旅五

JIMTOF 展參觀 HIWIN 攤位 2018.11.2

JIMTOF展參觀HIWIN攤位 2018.11.2

上銀攤位前與卓永財董事長及蔡惠卿總經理合影 2018.11.2

JIMTOF展參觀HIWIN攤位 20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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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JIMTOF小組分享心得(一) 2018.11.2

參觀JIMTOF小組分享心得(三) 2018.11.2

參觀JIMTOF小組分享心得(二) 2018.11.2

於新勝寺樂遊大合照 2018.11.4

參觀JIMTOF小組分享心得(四) 20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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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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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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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WIN TECHNOLOGIES CORP.
www.hiwin.tw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台北市八德路二段60號4樓
www.csme.org.tw www.hiwin.org.tw

     service@hiwin.org.tw
www.hiwin.org.tw
     service@hiwin.org.tw

詳細參賽辦法公告於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網站：www.hiwi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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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2018 年8月1日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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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日～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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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
械

業的諾貝爾獎

機
械

業的諾貝爾獎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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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



應徵請掃描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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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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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速機、Torque Motor 迴轉工作台、多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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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019 連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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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製造領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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