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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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021連續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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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機械產業界的第一，2020年
榮獲台灣國際品牌第24名，通過IATF 16949，
取得新世代汽車供應鏈的認證、TCSA最高榮譽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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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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為得獎的老師與學生致賀，舉辦這個
獎項主要是想突破大學教育注重SCI論文，而機
械要花很多功夫去研發和測試，從2µm到1µm

是一個漫長的路途，導致許多學校不重視，機
械系因而變成弱勢，精密機械產業找不到人
才；因此想讓真正學機械領域的人才有被獎勵
機會，並且讓社會知道。上銀不但提供獎金，
還把得獎的論文介紹給企業及社會大眾，一方
面提升老師地位，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促進
老師有研發計畫，學生可以就業，這就是我們
的初衷。時間過的很快，17年來拋磚引玉，讓
許多其他產業很羨慕精密機械學門有一個長期
可以耕耘的舞台。
　　精密機械在台灣始終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但都被國人疏忽了，這兩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
肺炎，造就了口罩國家隊，終於把機械業的重
要性凸顯出來，如果沒有台灣的精密機械就不
可能有今天的口罩。上銀蔡惠卿總經理使命感
很強，她花了將近200萬元，自己當導演去拍一
部「創罩奇機」的紀錄片，也非常受到重視。

　　目前半導體很火熱，但是我要喚起社會大
眾的認知，半導體產業如果沒有HIWIN的貢獻，
半導體設備技術的進步就沒那麼大，全球半導
體設備的前三名，大部份奈米的定位系統及設
備都來自HIWIN，所以身為精密機械的一份子要
很自豪。HIWIN作為一個全球自動化精密定位傳
動系統的專業大廠，希望得獎老師跟學生能夠
了解學機械是很驕傲、很光榮的！台灣不是只
有半導體，半導體也是用機械做起來的，請大
家永遠記得：機械是無所不在的！
　　除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上銀也委託北
京的中國機械工程學會(CMES)承辦上銀優秀
機械博士論文獎，今年進入第10屆；上銀一
直在鼓舞學精密機械的人要抬頭挺胸，開創大
未來，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台灣整體工業有所發
展，再次恭喜所有得獎的老師跟學生。最後，
我要鼓勵大家，最壞的時候也是最好的時候，
請用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無論是繼續投入研
究或者走入社會各個領域，都祝福大家成功。

卓永財

學機械很光榮
精密機械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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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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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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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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選拔活動，今年
已經邁向第17屆，本學會的專業深受各界肯
定，倍感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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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獎項，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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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相互激勵，發掘與培養出優秀的機械人才，
進而提升精密機械產業的長期核心競爭力。歷
經17年來的競賽選拔，各大專校院科技領域的碩
士論文水準已有明顯提升，近年來尤以工具機研
究的碩士論文，其質與量有顯著增加的趨勢。
　　參與「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的碩士論
文，其相關技術內容，在這17年來的演變與
臺灣的機械產業的演變亦有密切的關聯。早期
的論文於理論推導之學術創新性較多，其後為
因應機械產業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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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逐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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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顯著成
長，論文水準也愈加提升。
　　另外，有關智慧機械相關技術的論文，近
幾年亦有增長的趨勢。例如：論文中有包括大
型臥式搪铣床技術，Q-PointNet技術、錫鉍合
金積層製造應力技術，車輛模型最佳激發校準
技術，附加加工知識庫於工具機內以提供給使
用者的技術等，這些技術研究都有機會應用於
國內各領域的熱門智慧機械相關產業，由此可
見國內碩士論文在產業應用上的研究能量持續
成長及卓越的表現。
　　非常感謝及欽佩上銀公司這17年來對「上
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積極且持續的推動，藉此
培養國內優秀的機械人才，提升國內機械學術
界的研發能量，對國內的精密智慧機械產業及
學術研究推動具有多層面的貢獻。

李偉賢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理事長  

相互激勵 提昇產業應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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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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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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屆
參賽論文共1656篇，得獎共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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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國內機械業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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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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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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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因COVID-19疫情關係，很多行業及
經濟都受到一些影響，然而「上銀機械碩士論
文獎」推薦參選的論文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
加。第16屆共有來自25所學校，總共93篇論文
參選；第17屆則有來自20所大學，102篇論文參
選，競爭愈來愈激烈。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每篇被推薦參選的論
文都必須通過初審與複審，歷經六個評審委員
審查；而進入決選的論文，研究生必須親自做
簡報，同時經過決審委員們毫不留情的提問，
並經過兩個多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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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獲獎的
論文占比不到15%，而報名參選的論文是當年度

優秀的碩士論文，大概要排名在前10%左右，才
能夠被推薦參選，所以能夠參與就已經是很大
榮譽，得獎的論文更是百中選一，實在是很不
容易。
　　最近常提到半導體的護國神山，其實精密
機械領域更早就有護國神山─上銀科技。「上
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的設立，對國內相關研究
所的教學與研究，已經取得很大的導引與啟迪
作用。非常感謝上銀團隊及卓總裁長期以來無
私無我之奉獻，即使在COVID-19病毒仍然肆虐
期間，仍然費心舉辦如此溫馨的頒獎典禮，相
信所有得獎師生都畢生難忘！

陳文華  

扎根產學
精密機械護國神山

 第 17屆  決審委員

林榮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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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蔡志成
國立中興大學 教授

 第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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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志鈞
國立中正大學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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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由左至右：陳朝光國家講座教授、林榮慶講座教授、上銀卓永財總裁、陳文華召集人、谷家恒召集人。後排：上銀
卓文恒董事長、吳尚德教授、鄭志鈞教授、董必正教授、謝曉星教授、蔡志成教授、宋開泰教授、顏家鈺教授、創智智
權蔡新源董事長、宋震國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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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屆  決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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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榮幸今天能夠站在這裡，代表所有得獎的
師生進行致詞。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被譽為機械
界的諾貝爾獎，舉辦至今已經邁入第十七屆，吸
引並鼓勵師生投入精密機械產業的研發；也讓這
些技術得以透過這個舞臺推廣，並期待有朝一日
能夠實際應用在產學上面，也讓台灣精密機械產
業持續進步增加產值，厚植實力。

　　呼應卓總裁指出，加強學校和產業界雙向交
流的期待，只有透過不斷的產學合作研究，讓參
與研究的同學提早熟悉產業運作，學習解決實務
問題的能力，將理論和技術實際落實於產品；同
學又有機會畢業後直接進入合作企業，將理論技
術實際落實於產業，達到相輔相成的目的。鼓勵
得獎同學們在未來職業的選擇上，要將眼光放得
更加長遠；投身精密機械產業會具有相對優勢，
在剛出社會最青春、最有衝勁的年紀，應該注重
如何在工作中學習東西、累積經驗，不要只一味
追求高起薪；將所學的知識轉化為多面向的成長
能量，將會是職場規劃上更重要的一個課題。

　　本次獲得金質獎的蔡宗鳴同學，在大學時期
就讀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後來考進中央機械碩士
班，我也是在不知道對方底細下，糊里糊塗地就
收了一個迷途的小羔羊，後來發現到他其實是一
位具有實習及工作經驗、做事相當積極、非常有
想法的學生，剛進來第一年就自己跑去參觀「台
北國際工具機展」，回來寫了心得報告跟我說要
投稿參賽，結果就拿了「研究所組第一名」！　

　　碩一時我就將科技部計畫的研究題目交給
他，一直到他碩二上學期末時仍未有突破性的進
展，前陣子他回學校找我，才聽他說：「老師，
我當時心裡就在想，為何我一直沒有結果，都感
覺不到你很緊張？」，雖然我當下仍對他抱以微
笑回應，但其實「宗鳴，老師在這裡回答你，我
緊張得要命！怕你做不出來」。後來，我們就在
不斷地討論、腦力激盪下，突破許多難關，彼此
教學相長。分享一件趣事，決賽當日很冷，宗鳴
看著其它參賽同學穿著筆挺的西裝，但他穿著牛
仔褲、身上穿了休閒的厚外套，現場的氣氛讓他
開始緊張了起來，之後不停地聽到身旁其它學校
參賽同學的電話聲此起彼落，他們的老師不斷打
電話來叮嚀報告重點，可見每位老師都很重視本
獎項，但為何他的手機那麼安靜？沒想到反而讓
他得到內心片刻的寧靜、表現地更好。但是，我
告訴他，不是老師不關心你，是因為在決賽前已
做過多次彩排、假設了許多Q&A、且在論文口試
時及參加國內研討會論文都報告過數次，所以我
才那麼放心。

　　能夠得獎，家人的支持十分重要，感謝所有
獲獎師生的家人，因為有你們做為後盾，我們才
能心無旁騖地做出好的研究。在此，我也要特別
感謝我的老婆，幫忙打點家裡及小孩的瑣事。最
後，祝福大家事事如意、身體健康。

吳育仁／國立中央大學 教授 

學習解決實務問題 
知識轉化成長能量

 金質獎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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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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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大學 
�械工�所 ��鳴 ��仁 基於�桿�成�齒加工之齒面��紋理���

�制方法

銀質� 國立成功大學 
�械工�所 劉唐兆 劉建� 大型臥式搪銑床之面��何��量測�驗證

銅質� 國立�林科技大學 
�械工�所 邱昱仁 郭佳� �奈��泡結合�軸噴�軸�輔助法於細孔

放�加工之研�

��� 國立臺灣大學 
�械工�所 �政祐 �孟� 線上預測銑�加工之切�力

��� 國立成功大學 
��太�工�所 陳立璇 陳介力 繞線�之�繞路徑規劃��制

佳作� 國立臺灣大學 
�械工�所 王�恆 林沛群 Q-PointNet：� RGBD相�和��測器夾⽖

結合�度學�技�實現被�擋物之�件��

佳作�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械工�所 曹顥� 石伊� 應用六軸 CNC 傘齒輪切齒��行�波齒輪

剛輪之強力刮齒加工

佳作� 國立��大學 
動力�械工�所 陳�元 �宏� 錫鉍合金線材�融積層製�之截面輪廓變��

拉伸應力研�

佳作� 國立臺灣大學 
�械工�所 陳怡平 ��元 不確定參�之�佳激發�校準：�車��型

開發為�

佳作� 南臺科技大學 
�械工�所 �伯� 劉�輝 結合�應性������制之主動隔���

設計、�析�實驗驗證 

佳作� 國立臺灣大學 
�械工�所 許誠中 楊士� 使用��濾波器�行���永磁馬�的磁場

�向�制

�別�
(工具機 )

國立中興大學 
�械工�所 余�軒 陳政雄 基於深度類神經網路於彈性約束多目標優化

CNC控制器參數之應用

�別�
(工具機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所 �濟賢 �賀騰 基於混合式田口基因演算法與倒傳遞類神經

網路應用於銑床主軸熱變形研究

�別�
(科技大學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械工�所 陳�� 陳品� 利用可��之彈性材料����器製�高�值

孔徑且可�式��鏡陣�

�別�
(科技大學 )

南臺科技大學
�械工�所 �信恩 瞿嘉� 雙軸串�式單��六桿��傳動�構之設計�

製作



13

左起：頒獎人卓永財總裁、蔡宗鳴同學、吳育仁教授

蔡宗鳴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所

吳育仁
專長領域 /
螺桿壓縮機＆真空泵轉子設計及
製造、齒輪設計及製造、機械系
統動力分析、轉子 -軸承系統設
計及振噪診測工程最佳化、均勻
實驗設計、專利開發＆創意設計

標準蝸桿砂輪創成磨齒(generating gear grinding)運動多產生沿齒長方
向、相互平行之磨紋，相較於經珩齒(gear honing)後之交錯、亂序齒面磨紋，
已被證實不利於降低齒輪之嚙合噪音；而國外創成磨齒機已具備磨削無規律磨
紋之技術，然基於商業考量未公開揭露，若可掌握此技術將有助於提升國內機
台及加工齒輪之附加價值。本研究建立真實具磨粒之蝸桿砂輪模型、依據實際
蝸桿砂輪磨齒機之多軸同動，建立數值方法模擬出具有磨削紋理之齒面，並有
系統地分析幾何參數與機台運動參數對齒面磨紋及齒面粗糙度之影響，研究結
果表明：齒面粗糙度隨齒輪軸向進給速度上升而增加、齒面上不同位置之磨紋
具有相似性，磨料粒徑愈大則齒面粗糙度愈大、齒輪螺旋角與砂輪半徑對齒面
粗糙度影響較不明顯。此外，提出四種不同波形之附加運動以控制齒面磨紋。
範例中，標準機台運動之模擬齒面紋理為直條狀、具附加運動之模擬齒面紋
理具有亂序交叉紋，且最大磨紋深度改善10%，並與真實齒面量測結果趨勢一
致，本文建立技術將可提升國內磨齒機附加價值，改善加工齒輪之傳動品質，
為日後磨紋研究提供理論依據。

基於蝸桿創成磨齒加工之齒面磨削紋理
模擬及控制方法

作　者

指導教授

金質獎

▲ ▲

第17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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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7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卓永財總裁、劉唐兆同學、劉建聖教授

劉唐兆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所

劉建聖
專長領域 /
精密量測、工具機幾何誤差
量測與系統設計、3D 光學
掃瞄器設計、自動對焦顯微
系統設計、微致動器 /馬達
/ 動壓軸承設計、光電感測
與應用

本論文提出一套利用觸發式測頭與標準校正球的量測系統，能夠量測旋
轉軸位置的幾何誤差，此量測系統除了安裝操作方便、成本較低，還可應用在
不同構型的工具機上，做為快速檢測旋轉軸位置誤差的機上量測系統。本論文
以遠東機械臥式搪銑床BMC-110FT2做為研究對象，所量測的目標為其面盤旋
轉軸線的4項幾何誤差，解決此機器因為面盤與主軸之間的位置誤差，造成搪
孔加工的工件呈現內外圓不同心的問題。

透過建立臥式搪銑床的幾何誤差模型，推導量測時的正逆向運動學，分
析此機器的面盤在不同角度下，理想與實際標準校正球之間的位置差異，並由
建立的誤差計算方程式，解出面盤旋轉軸線影響最大的4項位置誤差。在最後
將測得的誤差補償於控制器後，透過切削測試直接驗證了此量測系統的可行性
與可靠性。由結果顯示，搪孔加工的工件其內外圓同心度的偏差在補償後有顯
著的下降，減少了原本同心度偏差量的86.6%，為廠商提供了一套有效檢測面
盤位置誤差的方法，並預期此量測系統能應用於更多情境，做為一快速檢測旋
轉軸幾何誤差的機上量測系統。

大型臥式搪銑床之面盤幾何誤差量測與驗證
作　者

指導教授

銀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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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電加工的加工液，在工具電極和工件之間(數微米～數百微米)極小間隙
中帶走加工屑和冷卻作用，其流動更新的速率是影響加工特性非常重要的關
鍵。此現象在細孔放電加工高深徑比(數十～數百)微小孔的時候更為明顯。加
工所使用的中空電極管需要透過超高壓馬達(250 bar)來克服流體與管壁的摩擦
力才能輸出加工液，而這也是導致馬達的耗能及加工效率差的原因。

水的粘度(0.8mPa-s)約是空氣的(18μPa-s)44.5 倍，將氣體混入液體形成
微奈米氣泡加工液，可有效降低流道與流體之間的摩擦阻力。本研究運用微奈
米氣泡去離子水加工液，進行細孔放電加工的測試，經實驗證明能夠大幅提高
放電加工效率、精度及降低馬達泵浦運轉的負載等諸多優點。

現有的細孔放電加工機的眼模(功能為引導且穩定旋轉中的電極)有2 個缺
點；其一、在組裝電極尺寸越來越小的時候容易受損及磨耗。其二、在更換不
同尺寸的電極時，眼模也需同時更換。

本研究提出八軸噴氣機構，利用氣體軸承的概念來支撐電極管，配合不
同尺寸的電極管，可以得到無磨損、通用性等優點，達到與眼模相同的功能。
初步透過實驗證實在電極管尺寸為1.0 mm 時，此機構能夠達到引導且穩定電
極的加工效果。

左起：頒獎人卓永財總裁、邱昱仁同學、郭佳儱教授

微奈米氣泡結合八軸噴氣軸承輔助法於
細孔放電加工之研究 銅質獎

邱昱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郭佳儱
專長領域 /
微細加工、精微加工 ( 包括
放電、電解、雷射等複合加
工 )、精密機械、微奈米氣
泡之機構設計與製造、微奈
米氣泡之應用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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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李偉賢理事長、吳政祐同學、蔡孟勳教授

線上預測銑削加工之切削力優等獎

吳政祐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作　者

蔡孟勳
專長領域 /
CNC 運動控制、工具機動態
分析、切削動力學、結構動
力與控制、智慧製造、機械
手臂精度控制、馬達驅動器
設計 、振動控制與伺服控制

指導教授

加工過程中的切削力可被用於分析刀具磨耗、偏擺、加工精度與表面粗
糙度等。一般量測切削力主要是利用價值百萬元的動力計，除了價格昂貴外，
動力計也無法達到線上量測與監控的目標。本研究提出線上估測切削力的方法
(Online Prediction of Cutting Force Technology, 以下使用OPCFT簡稱)，這項技
術可以在透過直接量測CNC控制器內部訊號，並不額外外加感測器的情況下，
達到線上估測切削力。

這項技術具有三個主要的創新點。第一，由於加工中引發的雜訊或是振動
並不適合用於切削力參數鑑別，因此透過比較動力計測量的訊號與本研究建立
的切削力模型之模擬結果，發現實際加工中所擷取的訊號因為包含了雜訊而不
能直接使用，所以使用了零相位濾波器去除了高頻雜訊，傅立葉濾波器濾除大
小刃引起的周期性變化，必須透過這些特殊的濾波方法才能得到與切削力模型
相符合的訊號。第二，透過整合切削力學與伺服模型，將伺服訊號中由切削力
與摩擦、慣量引起的訊號分離，得到主軸電流和伺服軸電流與切削力之關係。
由於切削力並非直接施加於馬達驅動的干擾力，而是作用於平台上的工件，因
此透過敲擊實驗將傳動系統的特性加入預估模型。第三，透過數學方法將追蹤
誤差與伺服軸電流還原平台之軸向切削力，主軸電流還原切線方向切削力，並
使用切削周期法鑑別切削力係數，透過切削力模型模擬各方向的切削力。

本研究在立式加工機(MV66A)進行了29筆實驗，同時擷取動力計量測之切
削力訊號與本研究提出OPCFT這項技術的模擬結果比較，結果顯示X方向的平均
RMS誤差為12.3 %，Y方向的平均RMS誤差為14.0 %。實驗結果驗證了本論文提
出的技術可以在不外加任何感測器的情況下，達到線上估測切削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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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合了金屬瓶設計、複材纏繞設計、整體氣瓶應力分析並完成纏
繞製程。所提出之纏繞製程以控制系統為著眼點，由機構運動學推導出繞線機
台各軸馬達的運動命令，並根據耦合性決定四軸的主從關係，以進行複材纏繞
實現。本論文以傳統三軸車床為基礎建構四軸繞線機台，藉由繞線機各座標系
之定義，獲得複材纏繞氣瓶的幾何描述。首先，以複合材料剪力模數與楊氏係
數、柱面纏繞角，藉由充氣加壓氣瓶靜力平衡的關係式，計算最佳的氣瓶端蓋
幾何外型。為了使纏繞過程不產生複材與金屬氣瓶間的滑動，計算複材纏繞過
程側向滑脫力不超出最大靜摩擦力的纏繞角範圍，做為纏繞模式的參考。由於
複材的主軸方向與副軸方向的抗張強度有極大差異，在設定柱面纏繞角下完成
氣瓶表面均勻纏繞複材一次後，便可進行複材厚度計算與複材增強氣瓶之應力
分析。根據分析結果，找出複材耗費長度最少且應力分布足以抵抗內部高壓氣
體之纏繞角度與纏繞路徑。最後，基於所獲得之纏繞路徑，以繞線機構計算四
軸驅動馬達相對之運動控制指令，並設計人機介面，實現繞線控制與即時監控
功能。現有國內技術限於複材取得與纏繞技術，製品在耐壓要求相同下之厚度
與重量都比外國成品略高，且機台操作介面與運動控制軟體開發之自主性不
高。因此，本研究成果除可提升台灣在航太業製造能力外，極具工業與民生產
業應用價值。

繞線機之纏繞路徑規劃與控制

左起：頒獎人李偉賢理事長、陳立璇同學、陳介力教授

優等獎

陳立璇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所

作　者

陳介力
專長領域 /
自動控制、自動化、非線
性系統分析與強健控制、
振動與熱系統控制、影像
處理與機械視覺最佳化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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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谷家恆教授、王啟恆同學、林沛群教授

本研究的目標是結合RGBD相機、多感測器夾爪、並且結合深度學習技術，
在堆疊環境的情況下(如水果籃、玩具盒等)，實現對待抓取的目標物(有被遮擋的
現象)進行穩定的夾取任務。

視覺相機在工業或自動化生產線上使用的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夾取任務
上。在我們研究中選用的是RGBD相機，以圖掌握物體的幾何資訊。此外，在手
眼系統的選擇，是採用Eye-in-hand的系統，目的希望能夠以多元的角度去觀測
物體而不是固定視角，讓機器手臂如同人一樣能夠更有彈性的產生不同視角的資
料。另外，也能夠在遮蔽情況產生時，藉由不同角度的觀察，找到目標物體。

影像定位與姿態辨識的部分。首先是影像定位的步驟，配合RGBD的資訊，
能夠藉由Mask R-CNN找出目標物的Mask，並且藉由深度資訊將其部分點雲建
立出來。在夾取姿態辨識方面，藉由PointNet在點雲分類上傑出的表現，引入
Transfer learning的技術將其改成姿態辨識的框架―Q-PointNet。除了產生出
四元數當成抓取姿態以外，在同時也藉由這個框架產生出夾爪的模式(兩指或三
指)。 結合夾爪上電位計的感測效果，提出與Q-PointNet產生的夾取姿態相關的
寬度計算演算法與夾取策略，以利於機械手臂與夾爪在執行夾取過程時，與其他
物體產生碰撞。

最後，在實際的機器人實驗中，對影像定位做了實驗去驗證其精度誤差可
以在正負4mm以內。另外做了不同情境下的夾取實驗，單物體夾取、倚靠物夾
取、分散物夾取、堆疊物夾取，以驗證Q-PointNet產生的夾取姿態與夾取策略能
夠在不同情境下都適用，並且搭配力感測器，讓夾爪達到更穩定的抓取。

Q-PointNet：以RGBD相機和多感測器夾爪
結合深度學習技術實現被遮擋物之取件任務佳作獎

王啟恆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林沛群
專長領域 /
機器人、機電整合、
感測系統、運動控制、
仿生工程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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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獎
左起：頒獎人谷家恆教授、曹顥嚴同學、石伊蓓教授

諧波齒輪減速機的優點在於擁有高減速比的特性，除了用於航空產業，
現在也廣泛的運用在機械手臂中，諧波減速機主要由三個零件組成，分別為波
產生器、柔輪和剛輪，其中剛輪為內齒輪，可以使用強力刮齒加工製造。近年
來齒輪產業在圓柱齒輪開始採用強力刮齒的製造方法，其優點不但與滾齒加工
相同，更可以用於生產內和外齒輪。刀具齒形設計為強力刮齒的關鍵技術之
一，若能提出一針對不同齒輪的刀具齒形設計方法，將能使得強力刮齒可以更
廣泛的被應用。另外強力刮齒刀具根據文獻可以發現多使用錐型設計，這種設
計可以有效的避免刀具和齒輪間的干涉，缺點在於刀具重磨後齒形會有些微的
誤差降低齒輪精度。若是使用圓柱型刀具的設計，便可以有效的改善重磨後的
誤差問題，並且容易製造。

本研究將建立諧波齒輪剛輪之強力刮齒圓柱型刀具數學模式，及使用圓
柱型強力刮齒刀具之六軸機切齒機械設定推導。首先建立諧波齒輪柔輪和剛輪
齒形數學模式，接著推導零誤差圓柱型強力刮齒刀具輪廓數學模式，以及強力
刮齒加工之機械設定。最後推導於六軸CNC傘齒輪切齒機的強力刮齒加工座
標位置，進而編程加工NC碼，以進行諧波齒輪剛輪強力刮齒的模擬。

應用六軸CNC傘齒輪切齒機進行諧波齒輪
剛輪之強力刮齒加工

曹顥嚴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石伊蓓
專長領域 /
各式齒輪的齒形設計、新的
齒輪切製法研發、齒輪刀具
設計與製造、齒面製造誤差
修正技術、專用齒輪設計軟
體開發、專用齒輪加工機之
計算核心開發、線上量測
技術、機台人機介面開發、
工具機 NC 模擬器、擺線齒
輪減速機設計和分析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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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佳作獎
左起：頒獎人谷家恆教授、陳俊元同學、蔡宏營教授

本研究設計的噴頭系統能在短時間內直接將低熔點錫鉍金屬線材用於一
般的開源式列印機進行結構列印，針對噴頭加熱均勻性進行優化，不需外加熔
融腔體，改善了鑄造或雷射金屬積層製造使用遠高於材料熔點溫度所造成的能
源損失缺點，並且達到節省鑄造的模具開發、雷射設備成本或是後處理加工造
成的材料浪費。

 本研究首先透過計算流體力學軟體COMSOL進行模擬實驗結果的預測
和實際進行錫鉍合金線材熔融積層製造實驗，以驗證數值模擬的準確性與可行
性，減少實驗製程上的時間與人力成本，再利用不同參數下列印的錫鉍合金疊
層拉伸樣本進行拉伸試驗，透過改變疊層高度與列印速度等參數，探討對截面
輪廓與最佳拉伸機械性質的影響。

 金屬積層製造的形貌與環境間的關係還有待研究。本研究旨在使用熔
融式積層製造代替高能量源並通過模擬預測實驗結果，以降低實驗上所需的成
本同時維持材料的機械性質。實驗與模擬在截面輪廓的趨勢接近一致，截面輪
廓的寬度和高度皆隨進料速度提高而提升，寬度有較明顯的變化趨勢，接觸角
則隨列印速度提升而增加。本研究提出的方法實現了在相對低溫製程下獲得金
屬疊層，其拉伸應力受列印速度及疊層高度影響，在層高0.85 mm及列印速度
180 mm/min的金屬疊層最大拉伸應力平均值為54.9 MPa相對於鑄造樣本只略
低7 %。

錫鉍合金線材熔融積層製造之截面輪廓變化
與拉伸應力研究

陳俊元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蔡宏營
專長領域 /
奈微米結構製程、先進材
料與精密智慧製造、影像
識別與自動光學檢測、鑽石
薄膜、碳材料與應用、專利
分析與侵權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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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陳怡平同學、詹魁元教授

模擬模型是系統開發階段重要的工具之一，如何透過模型驗證以優化模
型，建立高度可靠之模型更是重要的議題。本研究在模型與真實系統僅存在參
數的偏差之假設下，以校準模型參數為設計出發點，提出一套系統化的參數校
準流程，用以解決普遍的驗證程序中，參數校準無法有效診斷模型與真實系統
的誤差來源、且缺乏系統化的建立參數驗證操作之處境。

本研究在考量模型的複雜程度導致模擬成本過高的情況下，以電腦實驗
設計與分析(Design and Analysis of Computer Experiment, DACE) 之概念結合
替代模型，設計一套可用於複雜系統分析的模型驗證流程，透過對系統輸出進
行全域敏感度分析，進一步使用最佳化方法設計於激發觀測參數的操作方法，
並以基於混沌多項式之卡爾曼濾波器進行參數校準，最後驗證結果。本研究以
單一輸出及動態輸出之數學模型確認所提出之方法的可行性，同時驗證了此方
法的一般性。再以一自建之線控操作三輪車做為分析對象之車輛工程案例，透
過所提出之方法，對車輛動力學模型中的不確定參數進行校準，得到於95%信
心水準下被認定為準確之模型參數。透過多個案例，也強調了所提出之方法的
重要性及其可被應用於多種動態系統的潛力。

不確定參數之最佳激發與校準：
以車輛模型開發為例 佳作獎

陳怡平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作　者

詹魁元
專長領域 /
機械設計、參數校正、不
確定分析、可靠度評估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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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蕭伯御同學、劉雲輝教授

在強調精密製造與工業4.0時代，為了確保製程精度、生產週期及良率不
受環境振動影響，隔振設備的發展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同時隨著儀器設
備解析度不斷往奈米、次奈米尺度微縮，傳統被動隔振器已難以滿足現今高科
技產業需求。為此，一種基於天鈎式阻尼控制理念的「主動隔振系統」，因克
服傳統隔振器為人所詬病的共振放大問題，並具有可靠及易實踐之特性，故已
於諸多商業化產品中得到廣泛應用，但以此針對前瞻設備應用仍有以下議題尚
待克服，其一低頻(<10Hz)衰減性能緩慢且有限，其二對於中高頻振動並無顯
著成效，其三為獲得卓越的隔振性能，採用高增益反饋控制需以降低系統穩定
性及增強雜訊功率作為代價。有鑒於此，本研究致力發展出一套性能符合前瞻
奈米研發設備所需之主動隔振系統，並提出一種基於「結合適應性反饋與前
饋控制」之技術，從而不僅消除結構共振放大效應，更顯著增強1~100Hz頻帶
內之隔振性能。實驗結果表明，本系統可於極其嚴峻的廠房環境VC-A等級，
降至前瞻奈米研發設備所需之VC-G等級，並在頻率5Hz與10Hz具有高達-24dB

與-42dB衰減性能。此外，在結合適應性濾波器抑制干擾後，時域振幅可從
27.2ug rms降至11.8ug rms，衰減幅度高達57%，穩定時間亦由81ms縮短至
50ms，闡明適應性濾波器可有效增強系統的隔振性能。綜合以上研究成果，
本文聚焦於控制技術與隔振性能之探討，並由量化指標說明本系統卓越的隔振
性能、暫穩態特性與抗干擾能力，以此期盼將來此隔振技術能夠實際應用於前
瞻設備之中，引領科技產業發展。

結合適應性反饋與前饋控制之主動隔振系統
設計、分析與實驗驗證佳作獎

蕭伯御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劉雲輝
專長領域 /
振動噪音分析與控制、聲
學、 DSP 實務應用、機
電整合、奈米量測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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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許誠中同學、楊士進教授

佳作獎
本篇論文旨在研究低電感馬達電流諧波問題。SiC 做為新世代功率半導體

元件，相比傳統的IGBT在同功率等級下有較小的體積、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
的切換頻率，適合用於需要高體積功率密度的驅動應用，然而此類應用通常也
會使用搭配電感較低的馬達，在高切換頻率的影響下，電流的諧波問題會比較
明顯，甚至影響到控制表現。為了有效降低電流諧波，在通過變頻器後加上
LC濾波器是常用方法。然而為了控制變頻器後方的濾波器及馬達系統，需要
使用額外感測器量測濾波器輸出的電壓電流訊號。對於現有變頻器產品，這些
產品已經安裝固定電流感測器且並不會留下多餘的腳位接收額外的感測器訊
號，導致加裝濾波器的方法較難使用在現有產品上。

本篇論文提出串聯式的雙估測器設計，只需要使用變頻器上既有電流感
測器，估測出濾波器電容電壓以及馬達電流。利用這些估測訊號，可以在使用
現有變頻器電流感測系統，實現電流諧波抑制且做到無位置感測器向量控制。
本論文估測器的理論及參數敏感度將會詳細討論。實驗的部分會使用一顆低電
感的高速永磁馬達，並在變頻器輸出端加上設計的LC濾波器。透過實驗的結
果，可以在現有驅動器，利用串聯式雙估測器進行LC濾波器對低電感馬達電
流諧波改善，且不需要使用額外的感測訊號，同時無感測器的向量控制可以降
低對編碼器的需求，提高馬達在高速轉動時的可靠度並降低成本。

使用諧振濾波器進行低電感永磁馬達的磁場
導向控制

許誠中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楊士進
專長領域 /
馬達驅動、馬達設計、
電力電子、風力發電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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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7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陳政雄教授由蔡志成教授代領、頒獎人陳文華召集人、余瑋軒同學

特別獎
工 具 機

本研究希望在系統化與學理根據下，建立AI模型來快速並精準的調整加工參數。
首先是依據實際機台的現時健康狀態，讓機台執行標準運動圖案(test pattern)程式，取
得實際機台運動動態資料，接著利用深層學習類神經網路，對機台動態運動數據自動學
習與動態調整CNC參數。此外，目前關於CNC控制器參數優化之相關研究，大多以單目
標優化形式為主，較不符合業界需同時兼顧機台壽命、加工效率與加工品質的多目標要
求。因此，本研究提出深層學習類神經網路結合基因演算法搭配彈性約束優化技術，能
同時考慮並準確預測到速度、精度、表面品質的三項指標，來預先得知機台加工結果。

AI技術的產業應用必需要先能做到Automatic data retrieving and Automatic data 

labeling(自動化資料蒐集與自動化資料標註)，否則數據需要人工做資料標註處理就
無法自動化。本研究讓CNC工具機執行機台健康檢查與溫機程式的標準運動圖案，並
藉由電腦自動蒐集CNC控制器、進給系統、伺服系統與相關的位移、速度與加速度資
訊，然後透過自動化資料標註功能，估算出加工時間、進給軸的輪廓誤差與追隨誤差
並完成資料標註工作。

為了減少在實際機台執行大量與耗時的學習數據擷取工作，以實際機台田口法及
隨機參數實驗執行標準運動圖案，並擷取機台的進給系統、伺服系統與相關的位移、
速度與加速度資訊，建立深層學習類神經網路與遺傳基因演算法，可以隨時更新且符
合機台最新健康狀態的AI模型，我們稱之為Life-cycle-updated AI model，如此可以達
到少量訓練資料之目的。

本研究也提出彈性約束優化之技術，達到多目標優化功能，並於多目標優化找出
Pareto最優解集(Pareto-optimal set)，提供更多的加工性能選擇。彈性約束優化之技
術能根據使用者的加工要求，設定各種不同需求下的三項指標，給予速度、精度、表
面品質限制，並在限制條件下找出符合使用者加工要求的最佳參數組合，使用者能根
據限制條件下的最佳參數組合進行加工來達到加工要求之目的。

基於深度類神經網路於彈性約束多目標優化
CNC控制器參數之應用

余瑋軒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所

陳政雄
專長領域 /
機電整合、光學量測、
精微加工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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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姚賀騰教授、頒獎人陳文華召集人、胡濟賢同學

特別獎
工 具 機

由於科技快速且朝無人化發展，在精密工業產業裡能夠快速且長時間生
產零件，但因快速和長時間的加工導致機台溫度上升，機台受熱誤差影響使加
工零件精度下降。熱誤差中以主軸受熱所產生的誤差為主，但在實際加工時主
軸位移的量測是困難且昂貴，因此，為解決熱誤差對於加工精度的影響，本研
究提出三個部分建立主軸熱誤差模型，第一部分為蒐集主軸長時間運轉的主軸
溫升及位移資料，以及資料蒐集的環境與業界實際加工條件相同，目的為提高
產業與學界之間的連結性。第二部分為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訓練參數的設定沒有
固定的依據，訓練參數設定還須依照資料特性調整最合適的參數，為減少尋找
最佳參數的時間與提升模型的預測精度，本研究採用擁有強大全局搜索能力的
混合式田口基因演算法來尋找最佳參數，以模型預測與實際值誤差作為優化目
標，並且使用K折交叉驗證確保同樣參數下訓練出的模型結果客觀，才能有效
調整參數。第三部分則為使用最佳化網路參數訓練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建立具
有強建性及穩定性的主軸熱誤差模型。

實驗結果顯示，蒐集主軸運轉時的溫度與位移資料，經由混合式田口基
因演算法尋找類神經網路訓練參數，解決過去使用試誤法調整類神經網路參
數耗時及繁瑣的過程，且相較使用基因演算法尋找類神經網路訓練參數，提
升75 % 的效率。使用最佳訓練參數建立模型，模型預測與實際均方根誤差皆
在6  μm內，驗證了模型具有很高強建性及穩定性。

基於混合式田口基因演算法與倒傳遞類神經
網路應用於銑床主軸熱變形研究

胡濟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所

姚賀騰
專長領域 /
自動控制、機電整合、AI 
人工智慧、大數據處理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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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7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陳文華召集人、陳亮達同學、陳品銓教授

特別獎
科 技 大 學

微透鏡陣列為近年重點開發的微型光學元件之一，可以廣泛的運用在光電及通訊
領域。本研究利用多種精密製程加工技術，搭配改變矽油黏度可收縮膨脹之彈性體材
料，成功製造高均勻度及高數值孔徑的球面形貌微透鏡陣列，本研究後半段也將微型混
流器和微透鏡陣列整合，成為一可藉由改變矽油黏度而調整焦距的微透鏡陣列。

研究中利用微銑削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 methacrylate, PMMA)基材上加工，
製造出流道和圓形微孔洞陣列，同一時間也利用旋轉塗佈製造厚度均勻的聚二甲基矽氧
烷(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薄膜，兩者完成後利用氧電漿結合技術將PDMS薄膜固定
於PMMA微孔洞陣列上，再將矽油注入流道中與PDMS薄膜接觸，油中的高分子鏈會擴
散進入PDMS薄膜並使之膨脹，成為球面形貌7x7微透鏡陣列，單顆直徑為500 μm。

本研究中設計並執行多種實驗，可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實驗用來了解此微透
鏡陣列的製程控制因素、微透鏡陣列的形貌均勻度、以及成像表現；在第二階段實驗
中，將此微透鏡陣列的入口端和微混合器整合成一裝置，操作中藉由調整注入微混合器
的矽油流率，於出口端產生不同黏度的矽油，進而調整微透鏡陣列的形貌和焦距。第一
階段的實驗結果顯示：(1)本製程可以開發形貌均勻、高數值孔徑、焦點亮度均勻且成
像清晰的微透鏡陣列，數值孔徑最大可達0.504，透鏡陣列高度的變異係數為0.01；(2)

低黏度矽油(短分子鏈)可以製造短焦的透鏡陣列，而高黏度矽油(長分子鏈)可以製造長
焦的透鏡陣列；(3)了解各參數(薄膜厚度、矽油溫度、浸泡矽油時間等)對於微透鏡陣列
的影響，例如同樣黏度的矽油在可以在較薄的PDMS薄膜上造成較高的透鏡陣列。第二
階段的實驗結果顯示：(1)不同的矽油注入流率可以在混流器出口端產生不同黏度的矽
油；(2)使用混流器可以有效控制微透鏡陣列的高度，例如5 cst的矽油可以製造高度190 

μm的微透鏡陣列，而100 cst的矽油可以製造高度86 μm的微透鏡陣列；(3)藉由控制混
流器入口端的矽油流率，可以調整微透鏡陣列的高度，進而調整焦距長短。

利用可膨脹之彈性材料及微混流器製造高數值
孔徑且可調式微透鏡陣列

陳亮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陳品銓
專長領域 /
利用積層製造於生醫 /化學分析
應用之 2D/3D微米 / 毫米流道晶
片 ( 濫用藥物檢測 / 新興毒品檢
測 / 藥物對於細胞之反應測試 )、
製造用於生醫 / 化學分析應用之
高分子 ( 壓克力 )或是紙基晶片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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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陳文華召集人、侯信恩同學、瞿嘉駿教授

特別獎
科 技 大 學

根據中央氣象局所提供之資料，風的方向與角度會不斷改變，而導致小
型風能發電機所擷取的能量低，從雙軸串聯式單搖擺六桿風能傳動機構之運動
設計文獻中，發現雙軸串聯式單搖擺六桿風能傳動機構比其它傳統風能裝置，
可擷取更多能量，因此本論文將會針對大臺南地區之氣象資料進行統計與分
析，由大臺南地區之氣象資料得到風向改變之風能密度之平均值，而風向改變
之風能密度即是我們所可以擷取之額外能量。接下來將現有風能裝置拆解成三
個構成要素，分別為風能收集單元、動能傳遞單元與能量轉換單元，接著針對
雙軸串聯式單搖擺六桿風能傳動機構之構造，我們列出其拓樸構造分析、自由
度分析、作動情況分析、力量分析、核心機構傳動齒輪之決定、發電機傳動齒
輪之決定、尾翼面積之計算，在機構之細部設計和配置設計方面，將會完成機
構之軸承配置設計，和完成機構之配重和防水細部設計，並規劃出機構之整體
組裝流程，接著用電腦模擬分析軟體，分析機構之剛性與強度，並得到此機構
之最大變形量與安全係數。最後使用計算公式與雛型機實際測試，得到雙軸串
聯式單搖擺六桿風能輸出動能之理論值與實際測量值，並與永康地區之氣象資
料進行整合分析的結果證實，雙軸串聯式單搖擺六桿風能傳動機構比其它傳統
小型風能裝置，可增加所擷取進來之風能。

雙軸串聯式單搖擺六桿風能傳動機構之
設計與製作

侯信恩
南臺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瞿嘉駿
專長領域 /
機構設計、機構學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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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7 屆  頒獎典禮精彩實錄三

得獎師生與親友、上銀長官與論文委員於台中上銀營運總部合影留念

得獎師生熱情參與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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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師生與親友前往
上銀營運總部大廳

得獎師生與親友、上銀長官與論文委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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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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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賢理事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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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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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屆  媒體報導四四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21.4.20

刊登於工商電子報 2021.4.27 刊登於自由時報 2021.4.22

 (https://ctee.com.tw)

工商時報 (/cm/20…

20210427・文／傅秉祥

中大吳育仁團隊 上銀頒金質獎

(https://cdnclip.azureedge.net/days/20210427/A40AC4/PictureItem_Clipping_05_3__81c66a0788.jpg?
v=2e938841b796884f0182c887f61f5b43)

　●中央大學機械系吳育仁教授（右）指導研究生蔡宗鳴（中）榮獲第17屆上銀機械
碩士論文獎，由上銀總裁卓永財（左）親自頒獎。圖／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提供

　被譽為機械界「諾貝爾獎」的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今年由中央大學機械系吳

育仁教授指導蔡宗鳴同學完成「基於蝸桿創成磨齒加工之齒面磨削紋理模擬及控

制方法」碩士論文，榮獲第17屆「金質獎」至高殊榮。

　這項研究重點在於突破齒輪研磨加工之關鍵技術，透過磨齒機加工軸之附加運

動，可達成齒面磨削紋理控制及磨削紋理預測，進一步改善齒輪接觸磨潤特性、

並降低嚙合噪音，對精密機械傳動技術之提升具有極大貢獻，獲得評審一致肯

定，該技術同時為科技部三年期優秀年輕學者計畫第一年度之研究成果，目前已

提出發明專利申請及獲得技術移轉，並與國內磨齒機製造商簽訂產學合作。

刊登於工商時報 202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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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7 屆  媒體報導四

刊登於中央社 2021.4.23

刊登於中央社 2021.4.23

刊登於中央社 2021.4.23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21.4.3

打造電動車關鍵之一 中大吳育仁團隊「齒輪研磨技術」奪上銀金
質獎

   

中央大學今天發布消息，中央大學機械系教授吳育仁（右）與研究生蔡宗鳴（左）榮獲上銀第17屆「金質
獎」。（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提供）

2021/04/23 10:49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電動車興起，「齒面研磨技術」是研發關鍵，中央大學機械系教授吳育仁

指導學生蔡宗鳴完成「基於蝸桿創成磨齒加工之齒面磨削紋理模擬及控制方法」碩士論文，榮獲被譽

為機械界「諾貝爾獎」的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第17屆「金質獎」。

中央大學今天發布消息，說明獲獎的研究重點，在於突破齒輪研磨加工之關鍵技術，透過磨齒機加工

軸之附加運動，可達成齒面磨削紋理控制及磨削紋理預測，進一步改善齒輪接觸磨潤特性、並降低嚙

合噪音，對精密機械傳動技術之提升具有極大貢獻。

該技術同時為科技部3年期優秀年輕學者計畫第1年度之研究成果，目前已提出發明專利申請及獲得技

術移轉，並與國內磨齒機製造商簽訂產學合作。

吳育仁表示，隨著電動車市場的興起，齒輪傳動的精度及振動噪音的控制變得極為重要，其中，齒面

研磨技術更是研發關鍵，透過參賽與產學合作，可讓同學們提早熟悉產業運作、學習解決實務問題的

能力，將理論與實際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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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輪研磨技術再創新　中大吳育仁團隊榮獲上銀
金質獎最高榮譽

中央社／ 2021.04.23 09:59

齒輪研磨技術再創新　中大吳育仁團隊榮獲上銀金質獎最高榮譽

(中央社訊息服務20210423 09:59:11)被譽為機械界「諾貝爾獎」的上銀機械碩士論文

獎，今年由中央大學機械系吳育仁教授指導蔡宗鳴同學完成「基於蝸桿創成磨齒加工之

齒面磨削紋理模擬及控制方法」碩士論文，榮獲第17屆「金質獎」至高殊榮，為校爭

光！

這項研究重點在於突破齒輪研磨加工之關鍵技術，透過磨齒機加工軸之附加運動，可達

成齒面磨削紋理控制及磨削紋理預測，進一步改善齒輪接觸磨潤特性、並降低嚙合噪

音，對精密機械傳動技術之提升具有極大貢獻，獲得評審一致肯定。該技術同時為科技

部三年期優秀年輕學者計畫第一年度之研究成果，目前已提出發明專利申請及獲得技術

移轉，並與國內磨齒機製造商簽訂產學合作。

中央大學吳育仁教授表示，感謝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機械工程學會一直以來在

推動產學連結及培育機械人才上的不遺餘力。隨著電動車市場的興起，齒輪傳動的精度

及振動噪音的控制變得極為重要，其中，齒面研磨技術更是研發關鍵。透過參賽與產學

合作，可讓同學們提早熟悉產業運作、學習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將理論與實際結合，

打造創新的未來！

得獎名單 http://www.hiwin.org.tw/Award_list.aspx?f=2

得獎影片 https://youtu.be/eW17D-xd3oI

訊息來源：國立中央大學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91583.aspx

yuchu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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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法案了！普亭有望連任到2036年 將打破史達林紀錄 09:25

南臺科大獲上銀碩士論文特別與佳作獎

上銀機械碩⼠論⽂獎⽇前頒獎，南臺科技⼤學機械⼯程系副教授瞿嘉駿所
指導的侯信恩同學，及劉雲輝教授指導的蕭伯御同學，分別獲得科技⼤學
特別獎與佳作獎，是科⽴科⼤唯⼀獲獎的學校，拿下兩個獎項，表現更是
亮麗。

2021-04-03 11:10 經濟日報 莊玉隆

南臺科⼤侯信恩同學獲上銀機械碩⼠論⽂科技⼤學特別獎。 南臺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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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台灣新生報 20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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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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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 JIMTOF見學之旅五

JIMTOF展參觀HIWIN攤位 2018.11.2JIMTOF展參觀HIWIN攤位 20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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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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攤位前與卓永財總裁及蔡惠卿總經理合影 2018.11.2

參觀JIMTOF小組分享心得(一) 2018.11.2

於新勝寺樂遊大合照 2018.11.4

參觀JIMTOF小組分享心得(二) 2018.11.2



活 動 宣 傳 期 論文申請 &收件

4月 5月 6月 7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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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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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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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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2020年8月1日至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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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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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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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營運據點：德國、美國、日本、義大利、
瑞士、捷克、法國、新加坡、韓國、中國蘇州、
以色列等設有子公司及營運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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