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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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個子公司、孫公司、R&D中心、實驗
室及超過300個經銷體系。HIWIN專注於高速、
高精密、環保節能特性之關鍵零組件的研發與
製造，產品包含滾珠螺桿、線性滑軌、精密軸
承、諧波減速機、工業/醫療機器人、迴轉工
作台等。廣泛應用於智動化、精密工具機、生
技醫療、光電半導體、環保節能與交通運輸產
業。
　　HIWIN創辦人卓永財總裁表示：「製造不是
目的，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製造是一種服
務，服務是創新的源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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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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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020連續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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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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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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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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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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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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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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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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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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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鼓勵
與感測器，機器人或工業4.0的論文參加競賽，
且論文水準亦逐漸提升。今年科技大學參與競
賽的碩士論文水準也相當優良，科技大學獲得
佳作有2件，「科技大學特別獎」有2件及「工
具機特別獎」有1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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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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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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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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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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實深耕並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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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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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屆
參賽論文共1554篇，得獎共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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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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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與創新之使命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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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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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共有來自25

所大學推薦之93篇論文參選，其中一般大學62

篇，科技大學31篇。在嚴謹迴避原則下，經公
正、公開及公平之初審及複審作業後，進入決
審者共有24篇，決審時，被推薦同學還需通過
現場簡報及評審委員追根究底之詢問考驗。由
於競爭激烈，最後經過多次來回之討論、投票
後，才產生15篇獲獎論文，獲獎論文佔參選論
文之16.1%。
　　由於只低於10%應屆優秀碩士論文方能被推
薦參選，得獎論文可謂百中選一，殊為不易。
恭喜所有獲獎師生，得獎乃實至名歸。

　　觀察本屆之參選及得獎論文，除「工具機
及零組件」領域仍顯現我國大學相關研究所豐
沛之研究能量外，在感測器、人工智慧、機械
人及精密量測等亦均有不俗之成績，將為我國
工業逐步邁向工業4.0之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上銀卓總裁長期之堅持及無私奉獻，值得國人
高度肯定與喝采。
　　值此舉世新冠病毒疫情極為嚴峻時刻，本
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頒獎典禮雖不得不
取消，但上銀科技公司仍排除萬難，舉辦溫馨
的合影儀式，將讓獲獎師生畢生難忘。

陳文華  

邁向工業 4.0  奠定堅實基礎

 第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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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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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尚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教授

宋震國
國立清華大學 特聘教授

宋開泰
國立交通大學 教授

馮展華
國立中正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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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由左至右：陳朝光國家講座教授、機械工程學會林榮慶理事長、上銀卓永財總裁、陳文華召集人、谷家恒召集人、
高鐵江耀宗董事長、英士國際黃博治董事長。後排：董必正教授、蔡志成教授、顏家鈺教授、謝曉星教授、馮展華校長、
創智智權蔡新源董事長、宋震國教授、宋開泰教授、吳尚德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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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屆  決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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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代表本次所有得獎的老師和同學
們，感謝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和上銀科技教育基金
會所舉辦「上銀機械碩士論文奬」的選拔活動。
這個活動已經辦了15年，今年是第16年。16年
來，這個活動不但做為學校科技研究與產業需求
的橋樑，也拉近了兩者間的距離。老師在帶領同
學做學術研究的時候，也更多的考慮到這個學
理、這個科技技術如何能應用在工程實務上。還
有，經過這樣的選拔活動，可以告訴全國機械相
關的產業，這個研究結果可以用在哪裡。這個就
是橋梁、就是連結。

　　我想在座的老師跟同學們，應該都有過這
樣的體會: 在研究的過程，常常是山窮水盡疑無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為當他啟程的時候可能
是陽光，在他看似一切順利的時候，困難波折會
突然來臨。全程風和日麗，一路暢通，這樣的情
形是少有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唯一可抱持的就
是開放和積極嘗試的態度。

　　這次指導同學獲得這個奬項，實在很意外，
也很高興！因為過程就像前述的情景，開始的時
候是充滿著新奇和希望，甚至是：不是很明白其
中的原理的；等到走到了中間卻是道路分歧，不
知道可以往哪一個方向...所幸，指導的王仁蔚同
學有主動的精神，積極地去嘗試，最後走出一條
不一樣的路出來，也很幸運地受到評審委員們的
青睞，得到這個殊榮。在此也要感謝所有評審委
員們的辛勞，以及系上老師實驗室提供的機器手
臂，才能夠讓理論演算進行實作的驗證。還有，
原先認為這一屆因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
暫停了實體的頒獎典禮，而感到有點遺憾；然
而，後來收到蔡秘書的信說，仍然會舉辦一個實
體的頒獎典禮，心裡就覺得很高興，說不上來特
別的原因，只覺得悶了很久，可以出來走走、見
見朋友了。最後，要謝謝上銀科技舉辦這個活
動，獎勵師生們更積極探索新科技在工業上之應
用，而這樣正向鼓勵的延續和擴大，是帶領全國
機械業技術之提昇和創新的泉源。

李志中／國立臺灣大學  教授 

積極嘗試  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

 金質獎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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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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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
�械工�所 王仁� �志中 �實�切��表�學�應用於�械�夾�堆疊

物件

銀質� 國立��大學
動力�械工�所 楊�� 陳建祥 具積�器之��型����動�式�制於�線

性四軸旋����之應用

銅質� 國立成功大學 
�械工�所 �翊淳 陳國� 基於類神經�路之狀��診��開發�其在

工具�刀具狀�診斷之應用

��� 國立��大學 
動力�械工�所 �家宏 方維倫 利用 CMOS-MEMS技�單晶 /�直整合�阻式

�覺�測器���式���測器

��� 國立成功大學 
�械工�所 ��� �兆� 具串�彈性�動�錯位�應之��復健�器人

設計

佳作� 國立中�大學 
�械工�所 王騏� �朱� 波長�制共焦干涉�應用於厚度�折�率之

量測

佳作� 國立臺灣師�大學 
��工�所 �立文 陳順同 高頻��衝�放��源開發應用於�硼�晶

鑽石陣��結構線切�放�研�

佳作� 國立交�大學 
��工�所 朱�� �得� �頻域限制�件��域�佳�設計固定���

�應性之 CNC�動�制器

佳作� 國立�林科技大學 
�械工�所 陳泓� �益彰 

林�益 具�組式雙動力��裝置之推桿式輪椅設計

佳作� 國立成功大學 
�械工�所 �晟� ��顯 結合五軸工具�� FDM積層製�之切層演�法

初步研�

佳作�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械工�所 楊�國 郭�良 ��之�對��動對設置用於金屬玻�鍍��

�纖維�合材料之�潤研�

�別�
(工具機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械工�所 高旻� 陳紹賢 多重感測器與切屑特徵融合對刀具壽命影響之

研究

�別�
(工具機 )

國立中興大學 
�械工�所 林豈臣 �天堯 銑削加工過程之表面粗糙度預測及加工參數

最佳化

�別�
(科技大學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械工�所 王謙 劉孟� 

��洋
基於��測器之�型式 Delta�械手�故障
偵測

�別�
(科技大學 )

國立臺北科技大學 
��整合所 林柏� 陳金� 

�明川 基於��干涉儀回授之�密�門平台同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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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卓永財總裁、王仁蔚同學、李志中教授

王仁蔚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李志中
專長領域 /
機械固力、機構與機器
設計、機電設計

本研究提出一套全新的機械臂堆疊物件夾取流程，主要藉由對堆疊物件
的實例切割、姿態估測及夾取經驗轉移，提出候選夾取點，最後藉由干涉判斷
及穩定度分析，篩選出最好的夾取點。

本流程之前兩個步驟，在實例切割上改進Mask R-CNN網路之資料收集流
程以減少標註時間；在姿態估測上以表徵學習(Representation Learning)中之
自動化編碼網路，學習到描述姿態的全域特徵向量，此方法為非監督式學習
(Unsupervised Learning)，因此不需姿態的標註，且解決了兩個問題：(1)單一
視角下姿態定義無法唯一的姿態歧異(Pose Ambiguity)問題，(2)切割出的影像
上有光線、遮擋…等干擾的問題。除此之外，有別於直接在影像上利用深度學
習模型提出候選夾取點，本研究採取先做姿態估測再做夾取經驗轉移，具有以
下兩點優勢：(1)可彈性調整與定義夾取區間，增加可行之夾取點數量，(2)具
有較好的穩健性，不易受影像上雜訊或是遮擋的影響。最後，本文利用深度影
像提出干涉判斷的演算法，篩選出不會干涉鄰物的最佳夾取點。

為了驗證此套流程，本文分別在自行收集的資料和開源資料T-LESS上驗
證實例切割與姿態估測的模型，並且以商用RGB-D相機Kinect V2與六軸機械
臂建立一套手眼機器人系統，最終在水五金的堆疊上，夾取成功率約為94%，
展示本研究夾取流程的影片提供在https://youtu.be/Xo3BYjhgWlg。

以實例切割與表徵學習應用於機械臂夾取
堆疊物件

作　者

指導教授

金質獎

▲ ▲

第16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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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6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卓永財總裁、楊峻崴同學

楊峻崴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陳建祥
專長領域 /
伺服控制、晶片設計、
滑動模式控制　　

本文主旨在於藉由滑動模式控制的強健特性，將四軸旋翼機發展為一個
強健且靈敏的應用平台。對於非線性欠驅動的四軸旋翼機系統，在串聯軸向子
系統與轉向子系統的控制結構下，已經有許多前人在滑動模式控制的應用做出
貢獻。但是這些滑動模式控制法不是設計在連續時間上就是在迫近階段有強健
性不足的問題。對此，一種針對線性系統的離散型全程擬滑動模式控制法激勵
了本文將其應用到非線性欠驅動的四軸旋翼機系統上。首先，本文改寫了四軸
旋翼機的系統動態模型以提出串接無驅動子系統到全驅動子系統的串級控制架
構。接著，本文提出了一種針對非線性系統的具積分器之離散型全程擬滑動
模式控制法，其包含強制函數、Gao型離散迫近律、廣義飽和函數與積分控制
項。強制函數用於改善迫近階段的強健性不足；Gao型離散迫近律用於確保擬
滑動模式存在並收斂；廣義飽和函數用於取代傳統切換函數以降低切換控制項
造成的顫震；積分控制項用於降低飽和函數與結構不確定性造成的系統誤差。
最後，本文將四軸旋翼機用於室內環境的即時定位與地圖構建，證明本文的控
制法能夠將四軸旋翼機發展為一個強健且靈敏的應用平台。

具積分器之離散型全程擬滑動模式控制於
非線性四軸旋翼機系統之應用

作　者

指導教授

銀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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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調工業4.0的時代，為了提高生產速率，降低機台停機可能造成的虧
損，機台狀態監控已是不可或缺的環節，同時隨著電腦運算能力的提升，人工
智慧因此蓬勃發展，使得缺乏物理模型之次系統有機會透過演算法建立診斷模
型，故許多研究爭相以人工智慧建立機台狀態診斷模型，然而多數研究皆有過
於仰賴人工智慧的情況，主要聚焦於模型選擇與模型訓練參數探討，使得預測
準確率難有明顯突破，故本文嘗試以領域知識為核心協助人工智慧的方式進行
改善。本研究以刀具狀態診斷作為應用情境，然而目前仍缺乏刀具狀態相關領
域知識，因此首先進行監控軟硬體環境建立，包含安裝狀態監測的五種感測
器、配置訊號傳輸與擷取設備、撰寫訊號處理程式以及最後透過時域及頻域指
標執行特徵擷取，接著為了獲得切削與刀具狀態相關領域知識，設計四組實
驗，並由實驗結果探討特徵指標與切削條件及刀具狀態之間的關係，針對刀具
狀態診斷，本研究以其中的磨耗刀具變切削參數的實驗結果進行特徵指標評
估，整理出六個對於刀具狀態偵測較為靈敏的指標，最後以特徵指標評估結果
配合多層感知器建立刀具狀態診斷模型，並與不同輸入特徵之模型做比較，使
用特徵指標評估結果的模型在四個不同切削參數下對三種刀具磨耗程度進行診
斷，準確率可達98%，由比較結果可發現以領域知識協助人工智慧模型能提升
模型建立效率，同時維持高診斷準確率。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期望本文提出之
研究方法未來可廣泛應用於狀態診斷模型之建立。

左起：頒獎人卓永財總裁、孫翊淳同學、陳國聲教授

基於類神經網路之狀態監診系統開發及其在
工具機刀具狀態診斷之應用 銅質獎

孫翊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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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林榮慶理事長、李家宏同學、方維倫教授

利用CMOS-MEMS技術單晶/垂直整合壓阻式
觸覺感測器與電感式近接感測器優等獎

李家宏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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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教授

智慧機器人的研發，受到廣泛的重視。為了協助機器人具備更良好的感
知和人機互動的能力，觸覺感測可提供重要的外界訊息。若能整合觸覺感測器
與近接感測器，則得以感知機械手臂與物體間之接觸力以及近接距離等資訊，
以確保人機互動的安全，對於智慧機器人的應用格外重要。因此，本研究透
過商用的標準半導體製程平台，TSMC 0.18μm 1P6M 以及0.35μm 2P4M，設
計、製造、與整合壓阻式觸覺感測器與電感式近接感測器於單一晶片，並透過
垂直整合的設計架構，有效縮小晶片的面積。本研究以螺旋線圈實現近接感測
器，透過螺旋線圈的電感值變化，可以感測物體近接的距離；另外以內建壓阻
式感測器之微機械結構實現觸覺力感測器，透過機械結構的形變和壓阻阻值的
變化，可測得物體施與感測器的接觸力。由於電感和壓阻感測機制不會相互干
擾，因此觸覺和近接感測單元可同時運作，所以本研究之感測晶片得以在物體
接觸前後進行連續的監控，感測物體接觸前的近接距離和接觸後的接觸力。另
外，為了滿足不同的應用需求，本研究除了開發簡易然而應用較廣泛的單軸正
向接觸力感測器外，也開發較複雜但應用較特殊的三軸(正向與剪力)接觸力感
測器。透過實驗的驗證，說明本研究提出的設計，達到預期的效果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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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開發一具三自由度之前臂復健機器，分為腕部復健機器與滾轉機
構，可帶動手掌做出尺偏/橈偏、腕屈曲/伸張以及旋前/旋後三個運動，用以
協助患者進行復健療程。有別於現存端效器型或串聯式外甲型復健機器，本文
提出以球面五連桿機構與曲柄滑塊機構所設計之腕部復健機器，外形貼近人體
前臂，整體重量輕使機器具輕巧性以及可攜性。使用串聯彈性致動器取代剛性
致動器，以撓性驅動方式驅動腕部復健機器，利用光學尺感測彈簧的變形量即
可進行力量回授控制，使得復健機器不需額外安裝昂貴的力量感測器即可達成
人機互動控制功能。不同於剛性致動器，使用串聯彈性致動器之復健機器可感
測外界施力狀況，讓手掌可以推動機器，達到逆向驅動的功能。

為了阻抗控制模型建立，對前臂復健機器進行等效慣性分析。除利用齒
輪對所設計的滾轉機構等效慣量計算，本文提出三種針對並聯式機構的腕部復
健機器，不同輸入速度比例的等效質量計算假設方式。以力平衡法計算端效器
輸出勁度與串聯彈性致動器虛擬輸入勁度之關係，可用於阻力模式訓練。

於端效器處設計錯位適應機構，用於解決人機錯位問題，除可讓機器適
用於不同肢體尺寸的使用者，也可適應穿戴錯誤或關節不理想性所造成的錯
位。錯位適應機構的設計以被動接頭作為基礎，減少致動器的使用，針對前臂
復健機器獨立使用以及與肘部復健機器結合時的兩種狀況進行設計，選擇限制
自由度來用於不同狀況。本研究最後對15位受試者進行實驗，得出在有錯位
適應機構作用下，機器輸出力需求會較無作用下來得低的結論。

具串聯彈性致動與錯位適應之前臂復健
機器人設計

左起：頒獎人林榮慶理事長、蘇胤毓同學、藍兆杰教授

優等獎

蘇胤毓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所

作　者

藍兆杰
專長領域 /
撓性機構、機電整合、
機械振動、動力學、機
器人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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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6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王騏宥同學、李朱育教授由江茂誠代領

本論文開發一套，可同時量測物體厚度及折射率之量測系統，應用於檢
測窗鏡片加工製程、生物醫學檢測及透鏡的厚度與折射率量測等。本論文系統
架構為波長調制共焦干涉儀(WMCI)，本系統相較於傳統的共焦顯微鏡系統或
是干涉儀系統，之間的差異為傳統的共焦顯微鏡系統及干涉儀，皆需已知物體
厚度或折射率其中一個參數，才能量測出另一個參數，而波長調制共焦干涉儀
可藉由本系統的核心數學模型，同時求出厚度與折射率。

本系統基於共焦顯微鏡及波長調制干涉術之原理，建立一套全新的數學
模型，藉由共焦及干涉所量測到的兩個厚度參數，可以解出物體的真實厚度及
折射率。以市售雷射窗鏡為待測樣品，作為本系統的量測能力測試，分別量
測兩種不同厚度以及三種不同折射率的物體，並與游標卡尺及廠商表訂規格
做比較。實驗結果顯示，厚度量測範圍能達到毫米等級，厚度量測解析度為
5μm；折射率量測解析度為0.0045。本系統搭配電控位移平台，以自行開發的
系統控制與訊號處理程式，可達到自動化量測，對於精密機械加工、產品製程
及生物醫學上有極大的潛力。

波長調制共焦干涉術應用於厚度與折射率
之量測佳作獎

王騏宥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所

李朱育
專長領域 /
雷射干涉術、白光干涉
術 、光電技術與量測、
光電信號處理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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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獎
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黃立文同學、陳順同教授

本研究旨在開發一種高效能「高頻等脈衝微放電電源」，並應用於含硼
聚晶鑽石高深寬比微細結構陣列的精微線切割放電加工研究。透由「元件可程
式邏輯閘陣列(FPGA)」精準控制雙極放電迴路中的電容充放電週期，以創造
出高頻、高峰值及短脈衝的電流波列；研究並提出以「電磁式」控制超微細線
極張力的技術及設計「微細線極放電切割機構」。電磁式線張力控制技術係非
接觸式作用，無摩擦與磨耗，僅微調電流，便能精密且平穩地控制微細線極
的張力及川流速度，線極偏擺量可抑制在0.2μm內(線張力10gf)。研究以線徑 

ψ13μm鎢線對含硼聚晶鑽石進行切割加工實驗，並對不同工作電容下所生成
的單位時間電荷量、放電短路時間比、火花熔蝕能力及材料移除率等影響因素
作評估。實驗證實，結合「高頻等脈衝微放電電源」及「電磁式線張力控制技
術」，能成功實現包括平板、梯形板及梯形柱等微結構陣列的切割，深寬比達
1:22。因放電電源所創造出的每發能量波形，均具等脈衝及等間距特性，故放
電波列能高速、微量且定量地移除材料，即使面對高阻抗、高硬度及高熔點的
含硼聚晶鑽石，也能加工出具高一致性且高深寬比的鑽石微細結構陣列。為提
升鑽石微結構的切割效能，實驗也提出「多線式切割」及「開放式切割」兩方
法，前者包含對放電短路時間比與放電短路機率作可行性評估。結果顯示聚晶
鑽石因阻抗大，短路比高，顯示多線極切割效能並未能優於單線極；而後者實
驗結果發現，相較於封閉式切割，開放式切割具較佳的切割品質及較高的切割
效能。實驗也對聚晶鑽石微結構的加工面粗糙度、形狀精度與石墨化變質層等
影響因素，以及應用於電子元件散熱場合的可行性作探討。實驗結果顯示本研
究開發的技術成果具商業化價值。

高頻等脈衝微放電電源開發應用於含硼聚晶
鑽石陣列微結構線切割放電研究

黃立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所

陳順同
專長領域 /
超精微線切割與雕模放電技
術研究、超精微製造技術與
量測技術研究、超精微生醫
及光電模具開發、精微 CNC
複合製造系統開發、精微
CNC複合量測系統開發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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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6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佳作獎
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朱俊華同學、蕭得聖教授

在工業4.0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電腦數值控制(computer-numerical-

control, CNC)工具機在智慧生產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了克服系統不確定性
與外擾，並在各種操作條件下達到良好的精度，CNC工具機的運動控制器經常
需要在追跡效能與系統強健性之間作出權衡，而這些性能指標又常以系統的時
域與頻域特性表示。因此，本研究提出結合時域與頻域性能指標之最佳化控制
器，可在兼顧強健性的條件下，使工具機達到最佳運動控制效能。

本研究先透過Q參數化，將控制器設計轉變為選擇一組適當的FIR係數。
以追跡誤差與開迴路轉移函數增益圖分別為時域與頻域的判斷標準，求解二
次限制二次規劃(Quadratically constrained quadratic program, QCQP)的最佳
化問題，得到控制器參數，稱為頻域限制時域最佳化(Frequency Constrained 

Time-domain Optimization, FreCTO)控制器。以FreCTO控制器為基礎，合
併時域與頻域條件為單ㄧ成本函數，並於線上求其最小解，得到結合頻域與
時域最佳化之適應性控制器(Adaptive Frequency-Time domain Optimization, 

AFTO)，可維持控制器強健度並且進一步提升追跡效能。

本研究提出之控制器實現於東台TC-2000 CNC車床。根據實驗結果，
FreCTO與AFTO與傳統的比例-微分-前饋(PDFF)控制器相比，對單軸伺服馬達
分別有52 %與58 %的追跡誤差改善，對於雙軸同動的循圓路徑，真圓度則有
17 %與20 %的改善。兩種控制器也有較佳的強健性，對抗系統動態的改變也
能將誤差變異量抑制於3 %之下。

以頻域限制條件與時域最佳化設計固定係數
與適應性之CNC運動控制器

朱俊華
國立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所

蕭得聖
專長領域 /
先進車輛控制系統、
機器手臂控制、精密
運動控制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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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吳益彰教授、林聰益教授

本研究以全齡下肢行動不便者為研究對象，提出一模組化的雙輸入混合
動力裝置，可直接裝設於一般手動輪椅，具有三種操作模式，能兼具單一驅動
與混合驅動功能，並以推桿進行驅動，減少手腕負擔，解決操作者常見的慢性
運動傷害。該裝置利用行星齒輪系做為力量耦合機構並輸出至輪轂，使用者可
自行選擇操作模式，達到省力、快速移動、及操控簡易等目的，該裝置亦具備
煞車與原地停止功能。工程學理方面，應用基本迴路方程式解析行星齒輪機
構的運動特性，篩選出最適合的雙輸入行星齒輪系構型進行機構設計，運用
系統化的功率流分析學理及市售套裝軟體ANSYS進行機構強度分析，經具體
化與細部設計後，產出工程圖面，並予以實作加工，組裝於現行輪椅，依據
CNS14964輪椅測試規範進行測試，除確認原型機的三
種驅動模式：推桿驅動、馬達驅動、及混合動力驅動
功能外，測試所得量化數據結果亦都滿足規範標準，
驗證所提設計的可行性。最後比較本文的模組式雙動
力輸入裝置之推桿式輪椅與七種國內外現行的市售輪
椅，說明所提設計的優勢。

具模組式雙動力輸入裝置之推桿式輪椅設計 佳作獎

陳泓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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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



22

▲ ▲

第16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廖晟峰同學、李榮顯教授

積層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AM)相較於傳統的減法製造，其精
度、穩定度等各方面仍有許多改善空間，尤其是加工過程中若需要支撐結構，
製作成本更會大幅上升。針對這些問題，工業界出現混合加減法的積層製造複
合工具機，先以加法製造列印出實體模型，再利用減法製造進行表面的修飾與
精度的調整，而多軸的複合工具機，更能透過多軸加工，避免支撐結構的產
生。然而目前市面上鮮少有切層軟體可以針對多軸的複合工具機自動產生不需
要支撐結構的切層結果。

本研究以Java程式語言建構一套適用於五軸工具機的切層演算法，並選
用熔融沉積成型(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作為初步研究的技術類別，
期望未來本研究之演算法能應用於金屬積層製造技術。由於五軸工具機的運動
較為複雜，不容易在產生加工路徑時就發現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在
建立切層系統的同時，也建立一套虛擬的加工模擬系統，對加工路徑進行模
擬，包含運動模擬、材料疊加模擬、材料移除模擬以及碰撞偵測，以呈現加工
的過程，減少問題發生的機率。本研究也將切層系統與虛擬加工模擬系統進行
整合，並設計友善的人機介面，讓使用者能根據需求調整加工參數以及呈現切
層結果與模擬。最後，透過實際列印，將本研究產生的加工路徑與其他切層軟
體產生的加工路徑進行比較，以驗證本研究切層演算法之可行性。

結合五軸工具機與FDM積層製造之
切層演算法初步研究佳作獎

廖晟峰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所

李榮顯
專長領域 /
塑性力學、精密製造、
智慧型製造系統、模具
設計、金屬成形加工、
電腦輔助製造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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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郭俊良教授

佳作獎
本研究中，為量測金屬玻璃鍍膜與碳纖維複合材料之磨潤行為， 研發一

創新銷對盤磨耗機構，搭載於數值控制工具機(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中，進行動力、溫度與電氣信號之同步量測。在四個觀測區間(I–Ⅳ:40 

sec)中，透過信號擷取與分析，金屬玻璃鍍膜與碳纖維複合材料在磨耗試驗中
之控制參數(金屬玻璃鍍膜 0.25–2μm、下壓力 10–30 N 與線速度 50–100 m/

min)與動態摩擦係數、電流值、磨耗溫度之擬合關係將可建立。並使用殘差分
析解析交互作用與因子之貢獻度，演算系統之理論測試值及信賴區間，進而分
離模型中之離群點(outliers)。當離群點被辨識且修正時，所建立之系統模型預
測值與實驗之真實值趨近穩定(R2＞85%)。之後，再建立包含金屬玻璃鍍膜所
產生自潤滑效應之力學分析模型後，並以全因子實驗值(4×3×3)進行校驗，
達到 89.02%之分析模型精度。而分離離群點後， 模型精度提升至 90.23%。
當抽離力學分析模型之關聯因子，進行控制參數對動摩擦係數與量測溫度之變
異數分析(ANOVA)與顯著性檢定(significance)，顯示鍍膜厚度比線速度對摩擦
係數更有顯著影響， 其因子貢獻度(PCR)各為~43.2%與~25.9%。當鍍膜經歷
磨耗與剝落後(interval Ⅳ)，摩擦係數與量測溫度之顯著控制參數轉變成線速
度，其因子貢獻度(PCR)分別為~52.0%與~71.9%。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之表面
觀測下，金屬玻璃鍍膜測試棒表面之磨耗特徵與碳纖維複合材料測試盤之破壞
型式已完整建立，並詳盡討論。

創新之銷對盤滑動對設置用於金屬玻璃鍍膜
及碳纖維複合材料之磨潤研究

楊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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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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6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陳文華召集人、高旻聖同學、陳紹賢教授

特別獎
工 具 機

本研究將直接法與間接法兩種測量方式結合並套用在實際加工機中，且
融合切削加工中的切屑特性與多感測器特徵，並以相關性分析挑選特徵來解決
多維度問題，而本實驗開發了一套刀具磨耗監測之人機介面，其是由四種不
同數據來源所組成的，包括機台內部狀態資訊、電壓訊號、振動訊號以及切
屑表面之色度座標值，且透過各式通訊協定方式傳輸數據集，並整合於Visual 

Studio 2015以.NET C# windows form與Matlab進行混編開發再建立數據庫，
使得刀具磨耗監測系統能更具有多樣化，接著將探討以BP-LM與GRNN演算法
來建構刀具磨耗預測模型，再將建構完成的預測模型進行測試試驗，藉此來討
論其不同類別之特徵輸入值，對於實際量測刀具磨耗值與預測刀具磨耗值之間
的誤差值，且亦能估算刀具磨耗預測效果之準確度。

而本研究因單一感測器監測技術的刀具狀態辨識，只能提供一種監測訊
號，雖然可以節省設備上的成本支出，但是只依賴單一感測器來辨識刀具磨耗
會影響可靠度，因此本實驗便透過切削加工中的切屑表面色度特徵與多感測器
特徵兩者的融合，來進行刀具狀態辨識，再透過數據的分類及分析處理後，挑
選出較能有效反映刀具磨損的訊息，且本研究是應用BP-LM類神經網路模型來
預測TiAlN與TiAlSiN塗層的刀具磨耗值，再合併振動訊號之特徵值、電壓訊號
之特徵值以及切屑表面色度之特徵值，最後觀察出兩者之MAPE誤差百分比的
平均值分別為7.85%與6.59%，而在應用GRNN類神經網路模型來預測TiAlN與
TiAlSiN塗層刀具磨耗值，一樣是合併振動訊號之特徵值、電壓訊號之特徵值
以及切屑表面色度之特徵值，最後顯示出兩者之MAPE誤差百分比的平均值分
別為8.34%與5.54%，因此在實驗結果分析顯示，其刀具磨耗模型預測皆在10%

誤差以內，比起只有單一感測器訊號特徵值得出的預測誤差在10%以上的結
果，更能準確預測刀具磨耗值。

多重感測器與切屑特徵融合對刀具壽命影響
之研究

高旻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陳紹賢
專長領域 /
CNC工具機設計與量
測分析、CNC工具機
高速切削、五軸工具
機應用與量測、控制
器參數調整 、CAD/
CAM應用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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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陳文華召集人、林豈臣同學、吳天堯教授

特別獎
工 具 機

本研究在銑削加工鎳基合金Inconel 718 時同步量測主軸與虎鉗振動及主
軸電流訊號，透過設定不同加工參數探討加工參數，振動訊號、電流訊號特徵
與工件表面粗糙度之關聯並且結合類神經網路建構表面品質預測模型。於實驗
中使用不同訊號處理及分析方法，例如：經驗模態分解法、包絡線分析、快速
傅立葉轉換、均方根、峰度、偏度、多尺度熵等方法以取得訊號特徵，接著利
用皮爾森相關性分析選擇出與表面粗糙度相關性較高之特徵並利用前述所篩選
出之訊號特徵作為類神經網路的輸入層建構表面粗糙度預測模型。

藉著已建構完成的表面粗糙度預測模型來輔助最佳化演算法依照所設定
之限制條件進行銑削加工參數最佳化。本研究以不同等級之表面粗糙度值作為
限制條件，最大化進給率為目標；結合表面粗糙度預測模型，使用基因遺傳演
算法與粒子群演算法獲得最佳化加工參數組合，並分析與討論不同特徵作為輸
入的模型預測成效及不同演算法之最佳化加工參數結果驗證與比較。

銑削加工過程之表面粗糙度預測及
加工參數最佳化

林豈臣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所

吳天堯
專長領域 /
結構動態分析、結構聲
學、結構振動與噪音控
制、智慧型結構、動態
訊號分析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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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6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陳文華召集人、劉孟昆教授、藍振洋教授

特別獎
科 技 大 學

本研究提出了一個基於無感測器的並聯式機械手臂故障偵測方法，在不
加裝額外感測器的前提下，僅需量測馬達驅動器、編碼器及扭矩之資訊，再搭
配比例‒微分控制器(PD controller)即能偵測系統故障，並實作Delta手臂進行
驗證。首先建立Delta手臂的運動學及動力學模型，接著使用傅立葉級數軌跡
及最小平方法識別其動力學模型參數。本研究假設在正常狀態下所識別之參數
為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一旦系統發生故障，則其相對應的參數分
布將會偏離99%的信賴區間，並以t檢定的P值量化參數在正常及異常分布下的
差異，達到故障偵測及識別(fault det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的效果。實驗證
明本方法可在不需要事前蒐集故障案例的情形下，即可成功的偵測Delta手臂
的質量不平衡及球窩接頭磨損，並量化其嚴重程度。

基於無感測器之模型式Delta機械手臂故障偵測

王 謙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劉孟昆
專長領域 /
振動訊號分析、馬達
電流特徵分析、轉子
系統動力學、工業 4.0
及自動化

藍振洋
專長領域 /
量化回授理論、多變
數回授控制、系統動
態與異常監診、再生
能源科技

作　者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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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陳文華召集人、林柏辰同學

特別獎
科 技 大 學

高精度龍門平台控制技術發展至今已有數十年歷史，其應用場合包含精
密量測設備、曝光機、工作母機等，隨著製造工藝的提升，工業設備的控制精
度也從釐米、微米一路進步到奈米等級，為了提升設備的精度，各式各樣的控
制系統不停地在發展，然而在控制系統的設計中，回授元件的選擇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環，回授元件是否真實回饋受控體的物理變量，將直接影響控制器的控
制性能，現今的高精度平台系統大多使用光學尺作為位置回授源，然而光學尺
作為回授元件時，有其物理上的限制，容易受到量測誤差而無法真實反應運動
設備之真實位置的變化。

本文探討龍門式雙軸平台使用雷射干涉儀訊號作為位置回授時，可能產
生的誤差來源，並提出最小交互力模型估測龍門平台運動時的最佳姿態，為了
使平台在運動過程中維持最佳姿態，結合模糊類神經
網路同動控制策略，減少同動誤差的產生，此外模糊
類神經網路的學習機制，是透過監督式梯度遞減法使
定義的誤差函數最小化，提升系統強健性，最後以低
速及高速的運動命令進行實驗，從實驗的結果證實本
文提出的控制架構具有可行性。

基於雷射干涉儀回授之精密龍門平台同動控制

林柏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所

吳明川
專長領域 /
機器視覺與影像處理、 
自動化光學檢測、 振動
平衡自動化檢測系統、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陳金聖
專長領域 /
系統控制與診斷、機器
視覺、即時系統設計、
嵌入式系統應用、機電
整合

作　者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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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 屆  頒獎典禮精彩實錄三

本屆頒獎典禮於台中上銀營運總部舉辦

得獎師生熱情參與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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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後於大廳合影留念

頒獎典禮開始前，得獎師生與親友前往總部大廳參觀。 總部大廳參觀 (一 )

總部大廳參觀 (二 )

總部大廳參觀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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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 屆  頒獎典禮精彩實錄三

特別獎得獎師生與頒獎人陳文華召集人合照

佳作獎得獎師生與頒獎人
上銀科技卓文恒董事長合照

頒獎典禮開始由卓永財總裁致詞 頒獎典禮與會的得獎師生與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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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獎得獎師生與頒獎人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林榮慶理事長合照

金質獎 &銀質獎 &銅質獎得獎師生與頒獎人上銀集團卓永財總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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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6 屆  頒獎典禮精彩實錄三

本屆所有得獎師生與來賓合影，留下難忘的一刻。

頒獎典禮圓滿結束，與會來賓開心拍照與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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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6 屆  媒體報導四四

刊登於經濟電子報 2020.5.30

刊登於工商電子報 2020.6.15

刊登於財訊電子報 2020.6.1

刊登於 CTIMES 2020.6.2 刊登於 DIGITIMES 2020.6.8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第16屆揭曉

第16屆『上銀機械碩⼠論⽂獎』﹝Hiwin Thesis Award﹞，於５⽉30⽇在
上銀科技營運總部，舉辦⼩型頒獎典禮，本屆共有93篇論⽂被推薦參選，
經公正、公平、公開、嚴謹的審查程序，初審後有41篇進⼊複審，其中21
篇進⼊決審，最後15篇獲獎，評審過程競爭相當激烈，同學們緊張，評審
委員們也⼗分⾟苦與糾結，能得獎實屬不易，均為此領域的佼佼者。

2020-05-30 18:25 經濟日報 戴辰

第16屆上銀機械碩⼠論⽂獎-得獎師⽣合影。 上銀科技／提供

Y ⽤LINE傳送
,

⾸⾴ 即時 會員專區 產業 證券 ⾏情 期貨 國際 兩岸 ⾦融 理財 房產 觀點

個股：第16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揭曉，共計15篇獲獎

相關內容

【財訊快報／記者戴海茜報導】上銀(2049)指出，每年經費逾千萬元、被譽為機械業「諾貝爾獎」的「上銀機械
碩士論文獎」(Hiwin Thesis Award)出爐，第16屆共有93篇論文被推薦參選，經初審後有41篇進入複審，其中21篇
進入決審，最後15篇獲獎，評審過程競爭相當激烈，能得獎均為此領域的佼佼者。

上銀科技自2004年起辦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累計1至16屆參賽論文共1554篇，得獎篇數共2443篇，得獎
師生合計518人。每年經費超過1000萬元，除高額獎金鼓勵與公開表揚之外，上銀科技為提升得獎師生的國際視
野與精密機械研發技術能量，還出資安排各屆得獎師生前往日本參觀兩年一度的工具機大展(JIMTOF)，並參訪日
本指標性大廠，希望獲獎師生在參訪中能獲取他國精密機械產業之特長，讓國內的青年學子未來投身於產業後能

將研究方向與國際接軌，並與日、德等精密機械科技，一較長短。

上銀指出，經過多年的努力，「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備受國內機械業與學術界重視及讚譽，已被譽為機械業的

「諾貝爾獎」。

本屆金質獎得主李志中教授表示，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16年來，為學校研究與產業需求搭起橋樑，老師在帶領同
學做學術研究的同時，也會考慮到學理與技術如何能應用在工程實務上，也可以透過這個平台，告訴全國，這個

研究結果可以應用在哪裡，這個就是橋梁、就是連結。

「臺銀經濟金融論文獎」 頒
獎暨徵稿起跑
自立晚報

成為第一個留言的人

登入後即可張貼留言。

新聞 中央廣播電台 • 12 分鐘前

國產COVID-19快篩試劑完成技轉簽約 國衛院續協助
國家衛生研究院與國防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共同合作開發的「新型冠狀病毒快篩試劑」已經在4月8日舉
辦非專屬授權技術說明會，國衛院今天(1日)進一步表示，目前有5家公司完成技轉授權簽約，國衛院也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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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頒獎典禮縮水續辦 百萬金質獎落台大
 

【CTIMES/SmartAuto 陳念舜 報導】   2020年06月02日 星期二

今(2020)年第16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最終仍決定於
5月30日移師上銀科技營運總部，舉辦小型頒獎典禮，金
銀銅質獎分別由台灣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團隊取
得，各有60、80、100萬元獎金。

  相關產品

» 三菱日立J系列燃氣渦輪機商業運轉達到100萬小
時

» 新款無風扇Kinetix VPC伺服馬達可節省能源
» 善哉牌JBL系列渦卷泵浦用水領域多樣
» Molex發佈0.40毫米SlimStack B8系列板對板連

接器
» igus的產品搜尋器整合了使用壽命計算器確保24

小時後交貨

  相關文章

» 磨削加工機結合刀具解決方案　強化機台與加工
品質

» 上銀攜手儀科　打造線上即時檢測設備
» 工具機產業救人前亦應自救
» CNC數控國家隊先行 貫通雲端產服生態系
» 整合機器人和進階運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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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減少群眾聚會要求，今(2020)年第16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

獎」(Hiwin Thesis Award)原已取消3月的頒獎典禮，最終仍決定於5月30日移師上銀科

技營運總部，舉辦小型頒獎典禮，從共有93篇參選論文中評定15篇獲獎，金銀銅質獎分

別由台灣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團隊取得，各有60、80、100萬元獎金；但後續由

於日本取消2020 JIMTOF展會，也確定今年「2020 JIMTOF大學生見學團」將無緣成

行。

其中本屆金質獎得主由指導教授李志中代

表得獎人上台致詞時表示：「上銀機械碩

士論文獎16年來，不僅成功為學校研究與

產業需求搭起橋樑，讓老師在帶領同學投

入學術研究同時，便會考慮到學理與技術

如何能應用在工程實務上；也可以透過這

個平台告訴全國，這個研究結果可以應用

的地方，這個就是橋梁、就是連結！」

李志中認為：「我想在座的老師跟同學

們，應該都有過這樣的體會，在研究的過程常常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因為當他啟程的時候可能是陽光，在他看似一切順利的時候，困難波折會突然來到，想要

全程風和日麗、一路暢通這樣的情形是少有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唯一可抱持的就是開放

和積極嘗試的態度。

「原先認為這一屆因為新型冠狀疫情的影響，而取消了3月份的頒獎典禮，不免感到有點

遺憾，但後來因疫情趨緩，上銀仍然舉行一個小型的頒獎典禮，心中就覺得很高興。」李

治中說，最後還是要謝謝上銀公司舉辦這個活動，獎勵師生們更積極探索新科技在工業上

應用，而這樣正向鼓勵的延續和擴大，是帶領全國機械業技術提昇和創新的泉源。

然而，往年上銀科技為了提昇得獎師生的國際視野與精密機械研發技術能量，還會出資安

排各屆得獎師生前往日本，參觀兩年一度的工具機大展(JIMTOF)，並參訪日本指標性大

廠等行程，今年卻因為日本JIMTOF主場地將配合疫情導致奧運延期，已確定取消。

關鍵字： 上銀 

相關新聞

‧ 國研院攜手上銀 打造太陽能板智慧即時回饋檢測設備

‧ 第9屆上銀優秀機械博士論文獎揭曉

‧ 大銀微系統掛牌上市 力抗貿易戰火再添生力軍

‧ 大銀預估最快9月上市 看好明年景氣回溫

‧ 上銀科技通過ISO 45001國際標準驗證

網站內容的著作權為大椽股份有限公司（DIGITIMES Inc.）所有，或其他授權DIGITIMES使用的內容
提供者所有。
使用者下載或拷貝網站的內容或服務僅限於供個人、非商業用途之使用，但不得以任何形式傳輸、重製、散布或提供予公
眾。使用人利用時必須遵守著作權法的所有相關規定，不可變更、發行、播送、轉賣、重製、改作、散布、表演、展示或利
用DIGITIMES所屬網站上局部或全部內容及服務以賺取利益。

 列印  關閉視窗

台大李志中教授師生勇奪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金
質獎

尤嘉禾  2020/06/08  

第16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Hiwin Thesis Award)，於5月30日在上銀

科技營運總部，舉辦小型頒獎典禮，本屆共有93篇論文被推薦參選，經公

正、公平、公開、嚴謹的審查程序，初審後有41篇進入複審，其中21篇進

入決審，最後15篇獲獎，評審過程競爭相當激烈，同學們緊張，評審委員

們也十分辛苦與糾結，能得獎實屬不易，均為此領域的佼佼者。

本屆金質獎得主李志中教授代表得獎人上台致詞時表示：「上銀機械碩士

論文獎16年來，為學校研究與產業需求搭起橋樑，老師在帶領同學做學術

研究的同時，也會考慮到學理與技術如何能應用在工程實務上，也可以透

過這個平台，告訴全國，這個研究結果可以應用在哪裡，這個就是橋梁、

就是連結。我想在座的老師跟同學們，應該都有過這樣的體會，在研究的

過程，常常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為當他啟程的時候可

能是陽光，在他看似一切順利的時候，困難波折會突然來到，全程風和日

麗，一路暢通，這樣的情形是少有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唯一可抱持的就

是開放和積極嘗試的態度。原先認為這一屆因著新型冠狀疫情的影響，取

消了3月的頒獎典禮，而感到有點遺憾；後來因疫情趨緩，仍然舉辦一個小

型的頒獎典禮，心裡就覺得很高興。最後，要謝謝上銀公司舉辦這個活

動，獎勵師生們更積極探索新科技在工業上之應用，而這樣正向鼓勵的延

續和擴大，是帶領全國機械業技術提升和創新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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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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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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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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質獎： 1名，獎金新台幣 80萬元。
 銅質獎： 1名，獎金新台幣 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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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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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 8月 1日至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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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2019年8月1日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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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日～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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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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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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



您可至「上銀科技官網」投遞履歷
www.hiwin.tw / resume / resume_step1.aspx
請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您可至「104 人力銀行」或「1111 人力銀行」之上銀科技頁面投遞履歷

自備履歷投遞至 recruiting@hiwin.tw LINE:HIWIN-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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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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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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