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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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2022年HIWIN集團共33項產品榮獲「臺
灣精品金、銀質獎」的殊榮，2 0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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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榮登ASIA 300「日經亞洲
300強」第16名與富比士雜誌(Forbes)亞洲最
佳200企業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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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A最高
榮譽「台灣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通過IATF 

16949，取得新世代汽車供應鏈的認證、2021-

2 0 2 2年蟬聯臺灣最佳國際品牌T O P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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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們
是實至名歸也是台灣決定未來競爭力非常重要
的夥伴，也感謝評審委員連續兩天非常辛苦的
評審。十八年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已經
拋磚引玉帶動一些企業論文獎的創設與舉辦。
　　從事精密機械研究是很孤單的，2μ到1μ就
非常不易，因此也很難切入SCI論文。精密機械
是要長期發展的，上銀一路走來就被人家看不
起，因為沒有人認為台灣可以製造滾珠螺桿、
精密機械加工。民國81年機械月刊曾報導上銀
科技投入滾珠螺桿的領域，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為當時的台友就是美國warner來台灣跟台亞
合作建立滾珠螺桿廠，結果倒閉要關廠時，就
問上銀要不要買舊機台。如今在線性傳動產品
領域，上銀已做到世界第二，滾珠螺桿做到世
界第一。上銀關係企業-大銀微系統是全世界半
導體製造商的定位系統主要供應夥伴，要投入2

奈米的製程，六年前就要投入。
　　這是一條漫長的路，精密機械非常重要，
現在最流行的電動汽車，也少不了滾珠螺桿，

舉凡煞車轉向、避震器要AI都需依靠滾珠螺桿
精密傳動去實現，所以上銀已開始為量產50

萬-100萬支電動汽車滾珠螺桿而做準備。EUV光
刻機是半導體設備，裡面也有上銀的關鍵零組
件，上銀六年前就已布局；還有一個例子是諧
波減速機，這是做機器人裡面的關鍵零組件，
製造諧波減速機要模具，模具要從刀具開始，
但日本人不賣刀具；因緣際會就買下竹科一家
公司，我們將人才重新訓練，分技術等級Level 

1-Level 5，每個Level 加發對應級別的技術津
貼，將近一年的整頓已初步成功，機台穩定且
提高了附加價值，現在已可以跟德國類似機台
PK。
　　上銀會持續舉辦這個獎項，專注在獎勵精
密機械的領域，期盼能形成一個氛圍。機械不
會落伍，台灣精密機械具有長期競爭力，希望
年輕學子能夠繼續投入，你的努力一點一分會
一直累積，對你自己有很大的幫助，將來對產
業、國家都有貢獻，也為台灣整個產業競爭力
發揮力量。

卓永財

投入精密機械 具長期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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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上
的非凡成就。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為國內最具規
模之機械專門學術團體，承蒙上銀科技長期委
託學會辦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的選拔活
動，讓學會的專業形象備受肯定，深感殊榮。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是機械學術領域
極為重要獎項，用以鼓勵機械研發的創新與精
進，並藉由論文的競賽，突顯前瞻研發的特
色，進而為機械業孕育具競爭力的優秀人才與
技術。除了金、銀、銅質獎、優等獎及佳作
獎外，同時增設「工具機與零組件特別獎」及
「科技大學特別獎」兩項獎項，以提升工具機
領域的新穎技術，並增益科技大學在實用研究
上的成就。歷經多年的選拔評比，「上銀機械
碩士論文獎」已大大提升大專校院科技領域的
碩士論文水準，並成為大眾心目中極欲角逐的
桂冠。

　　「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所衍生的技術內
容，充分契合機械產業發展的需求，並引領機
械產業新的發展。論文內容也從早期的學術性
轉化為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創新應用，並配合產
業的需求發展。同時亦和政府大力推動的前瞻
核心產業「智慧機械與製造」相結合，充分彰
顯「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的設置目標，而相
關成果對產業發展與學術研發能量的提升亦有
重要貢獻。
　　本屆共有13篇獲獎，獲獎的論文則分屬不
同的相關技術，包括閉迴路製造技術、雲端深
度學習、光學量測、雷射加工、3D列印等等，
這些論文都屬智慧機械技術的範疇，並有機會
應用於國內各領域的熱門智慧機械相關產業，
成果相當豐碩，獲獎可謂實至名歸。

李偉賢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理事長  

孕育人才 理論與實務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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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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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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屆
參賽論文共1742篇，得獎共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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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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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屆  選拔委員

顏鴻森
大葉大學 校長

李偉賢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理事長
聯合大學 校長

陳文華
國立清華大學 特聘講座教授

周煥銘
崑山科技大學 工學院院長兼副校長

蔡新源
創智智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顏家鈺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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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審團隊

　　許多年前，經濟部主導性計畫核給上銀科
技的第一個專案，我剛好擔任主審委員，那時
最大的感受是，每隔幾個月來參訪，每次的整
體感受都不一樣；而上銀碩士論文獎每一年
花費一仟萬元，對二十年前的上銀科技來講，
是一個很難得的魄力，不但是卓總裁有魄力，
連董事會都要全力支持。三十年前國內滾珠螺
桿、線性滑軌都是操控在日本廠商手中，我記
得卓總裁分享過一段話：「上銀對國內精密機
械最大的貢獻就是讓滾珠螺桿及線性滑軌大幅
降價」。這三十多年來，我有幸在旁邊見證上
銀科技奮鬥的過程。

　　半導體能夠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就
是必須建立完整的產業鏈，不管半導體或是
電動車，都需要很多個產業的參與跟合作，
其中精密機械很關鍵，多年來，上銀在這裡
貢獻很大。
　　從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設立以來，對國內
機械相關的研究與教學起了很好的導引作用，
今年金質獎得獎論文，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非常感謝卓總裁及上銀科技長期以來對國內學
界、人才培育，無私無我的貢獻，尤其疫情未
歇的狀況下，仍然費心舉辦溫馨隆重的頒獎典
禮，給予得獎師生莫大的鼓舞。

陳文華  

無私貢獻 
引導研究與教學方向

 第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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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漢邦
國立台灣大學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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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兼工學院副院長

 第 18屆  決審委員

洪政豪
虎尾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董必正
國立中央大學 教授

陳聰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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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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顏鴻森講座教授、李偉賢理事長、謝曉星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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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家鈺教授。後排左起：上銀蔡惠卿總經理、鄭志鈞教授、洪政豪講座教授、董必正教授、周煥銘副校長、創智
智權蔡新源董事長、上銀卓文恒董事長、宋震國特聘教授、黃漢邦特聘教授、宋開泰教授、蔡志成教授、陳聰嘉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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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屆  決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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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退休的我，得到這個殊榮，上銀論文
獎，真是榮幸，回想十年一代學生，我第一代的學
生鄭時龍教過第三代的鄭仲哲博士，第二代學生許
隆結教授又教了第四代的梁睿軒學生，年輕的時候
我，不喜歡學術研究，比較投身於產業課題，幫助
了邊平遠博士成立了台灣捷準公司，上海捷準，從
替美國Hurco代工到收購Dynapath，到人均營業額
千萬以上，對得起李安謙教授教我控制。也幫助過
上銀卓董的外甥，我的好友賴銀樑，卻替他浪費了
10億新台幣，那是我自己沒有準備好。

　　兩年前父母先後過世，我已經不需要表演給父
母看了，於是把我包含傑出工程教授的獎盃都丟到
垃圾桶，最後的五年決定回到學術研究收尾，找回

年輕博士班的我，重回對科技的夢想，想用很多期
刊論文發表當回憶錄，所以多半是自己寫，還好有
個知己唐立權博士和第三代的學生吳志強博士，幫
我帶學生，我與學生則每天討論。還不知道我兩年
後退休要做甚麼，但教書這個工作，讓它怎麼開始
就怎麼結束，學校的學生是好的才離開，所以我要
讓每位學生趕快離開，最差的是我還留著。

　　希望退休後留給學生的是甜蜜的回憶，因為我
的老師陳文華、王國雄給我的就是這些甜蜜的回
憶，這次我們用QCW雷射做出飛秒雷射等級的成
果，是許隆結教授準備好了，是梁睿軒同學準備
好了，希望下回得金質獎的是你，因為你也準備
好了。

成維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教授 

研究旅程是甜蜜的回憶

 金質獎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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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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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交�大學
�械工�所 梁�軒 成維�

許隆結 QCW ��用於晶圓�形切�之研�

銀質�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所 施冠宇 蔡忠佑 強力刮齒法應用於五軸車銑�合�之閉�路製

�技�開發

銅質�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李馨卉 陳復國 輥軋成形高頻感應焊管全線製程之研究

���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所 魏新偉 林仁輝 運用雲端深度學習智慧化診斷系統分析鋸床鋸

帶磨耗衰退性能之研究

���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陳玠竹 劉通敏

王春生
具新型翼形擾流器正方形雙通道之被動與主動
熱傳增益實驗探討

佳作�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黃聖皓 陳亮嘉 運用光學量測於機械手臂末端效應器位置和

姿態之高精度檢測

佳作�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連泓霖 張禎元 線性量測系統參考原點基於韋根效應創新應用

佳作�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劉民偉 林沛群 自動化拋光研磨系統之路徑生成、表面瑕疵檢

測及回拋回磨修補

佳作�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所 劉承諺 陳介力 渦流陣列夾持器動態分析及設計

佳作�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李 謙 鄭逸琳 連續碳纖維增強聚合物複合材料 3D列印模組

改良與列印參數之研究 

佳作�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所 陳立竣 劉至行 拓樸最佳化於氣動軟性彎曲致動器設計之研究

佳作�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楊家閎 方維倫 新穎邊際電極電容式濕度感測系統之設計與實現

�別�
(科技大學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製造科技所 高儁懿 何昭慶 電場輔助臨場監測雷射鑽孔於透明硬脆材料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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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成維華教授、頒獎人卓永財總裁、梁睿軒同學、許隆結教授

梁睿軒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所

許隆結
專長領域 /
微觀熱傳、流場穩定性、混沌
對流、混沌力學、祕密通訊

成維華
專長領域 /
機構設計、微機電系統、
工業控制器、音樂科技整合

台灣半導體產業位居全球重要地位，然而半導體製程所需用到的設備絕
大多數卻是仰賴進口，每年進口設備儀器的金額高達兩千億美元，台灣半導體
設備的自製率僅有3%~4%。其中在後端的晶圓切割亦是如此。

而隨著製程的進步，晶片封裝的趨勢已朝向更薄晶片和更高存儲容量
等高密度方向發展，因此薄晶圓切割技術變的日益重要。而符合此趨勢的正
是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型晶圓切割技術，隱形雷射晶圓切割技術（Stealth 

Dicing），能將雷射聚焦於晶圓內部，在晶圓內部形成變質層，而無任何表面
傷痕。而此項技術是由日本的Hamamatsu發明， 並透過大量的專利佈局把持
市場，若要近一步提升台灣半導體設備的自製率，唯有在技術上有所突破。

本研究嘗試突破Hamamatsu的專利範圍，利用QCW雷射之光源切割薄晶
圓，透過高NA 值之聚焦鏡使得雷射光能夠聚焦於晶圓
內部產生一個高溫的熱點並形成變質層。並且因為較長
的脈衝寬度，使得晶圓內部的材質，相較於一般使用皮
秒飛秒雷射之隱形切割，得以累積更多的熱，透過此積
熱之現象，將會使得高溫的熱點隨著材料的升溫，由下
而上的移動，並且隨著脈衝一次一次的重複，使得晶圓
內部產生一層隱形切割層。實驗結果顯示，在雷射脈衝
大於1微秒至連續雷射（CW laser）情況下，都能在晶
圓內部形成穩定的變質層達到隱形切割。此方法的優點
除了雷射源較便宜外，透過QCW雷射靈活調控之特性，
可視不同情況調製此切割層之厚度以及溫度，使得此製
程得以增加更多的靈活度以及提升效率，同時也較容易
導入製程系統，期能提升台灣半導體設備的自製率。

QCW 雷射用於晶圓隱形切割之研究
作　者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

金質獎

▲ ▲

第18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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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8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卓永財總裁、施冠宇同學、蔡忠佑教授

施冠宇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所

蔡忠佑
專長領域 /
光學領域：光學量測、光學
設計、歪斜光線追蹤、靈敏
度分析
機構領域：齒輪設計、凸輪
設計、機構設計、多軸工具
機之 NC程式設計、三次元
量床量測

強力刮齒法（Power-skiving）為一種高效率的齒輪加工方法，主要應用
在圓柱齒輪上的加工，尤其內齒輪加工。由於目前在許多減速機上常使用行星
齒輪作為傳動系統，大幅增加對內齒輪的需求。因此，強力刮齒法在同時具有
滾齒的高效率與插齒可加工內齒輪的特性之下，讓強力刮齒法成為齒輪加工另
一個新的選擇。

一般情況下，欲使用強力刮齒法進行加工，幾乎都需倚靠專用機來實
現， 然而專用機造價十分昂貴，而且機台只能加工齒輪的侷限性會導致零件
加工成本提高。因此，本研究成功地在業界常見的五軸車銑複合機上實現強力
刮齒法加工，同時整合其他的加工程序（如車、銑、鑽…等），在不卸下夾治
具情況下，一次完成所有加工程序，有利增進產品精度。

本研究首先應用齊次座標轉換法對強力刮齒法進行數學模型的建立，並
利用D-H座標設定法則計算工具機各軸向的關係，進而推導出所需的 NC程
式， 最後進行實際的強力刮齒加工，並利用量測結果進行補償計算，提供一
套完整的閉迴路製造方法。

強力刮齒法應用於五軸車銑複合機
之閉迴路製造技術開發

作　者

指導教授

銀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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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縫焊管之應用日益增加，其中因結構輕量化之議題日益受到重視，製
管廠逐漸開始生產先進高強度鋼（advanced high strength steel, AHSS）之有
縫高頻感應焊管（high frequency induction welding, HFIW）。完整之HFIW製
管產線包含粗成形段、閉口段、焊接站、正寸段與矯直段，於各段製程中皆尚
有值得研究之現象與待解決之製程缺陷。

藉由有限元素分析方法，以實際之輥軋成形機台為基礎，本論文建立了
一套完整之製管有限元素模擬模型，包括輥軋成形製管全線分析模型與HFIW

焊接模型，最終藉以探討製管製程中之成形性與焊接性，並進而提出製管製程
之優化設計。於成形模擬中，透過自行撰寫Yoshida-Uemori材料加工硬化模
型子程式能準確預測製程中高強度鋼板之回彈現象，亦可以考慮到先進高強度
鋼之包辛格效應（Bauschinger effect）。而焊接模擬完整考慮到製程中各物理
場之重要焊接參數，提出一套運算效率高之耦合模型，實現焊接製程之多重物
理現象耦合。

透過所建立之模擬進一步提出模組化模具設計擴充同一套粗成形輥輪模
具之成形管徑範圍與材料。而於製管HFIW焊接中，分析重要焊接製程參數與
材料參數對HFIW焊接品質指標之影響性，透過電腦模擬分析提出最佳熱處理
溫度建議值。最終分析正寸模具減徑率之影響性，亦透過模擬方法生成數據，
進一步針對正寸模具設計參數建立大數據系統鑑別模型。

透過實際製程之驗證，更證實此套方法之準確性與計算效率，藉由這套
分析技術，於本文中進一步提出之製程優化設計與參數分析流程，除在金屬成
形領域具有其學術價值，也提供業界一套完整之電腦輔助分析工具，可以有效
率地協助其於製程分析與優化，同時兼具應用價值。

左起：頒獎人卓永財總裁、李馨卉同學由蔣郁欣同學代領、陳復國教授

輥軋成形高頻感應焊管全線製程之研究 銅質獎

李馨卉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陳復國
專長領域 /
金屬成形、模具設計、材料
加工、塑性力學、電腦輔助
模擬分析、機械結構強度
分析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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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8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李偉賢理事長、魏新偉同學、林仁輝教授

運用雲端深度學習智慧化診斷系統
分析鋸床鋸帶磨耗衰退性能之研究優等獎

魏新偉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所

作　者

林仁輝
專長領域 /
微 /奈米磨潤滑科技、機械
傳動元件、薄膜力學、及奈
米量測技術

指導教授

在機械加工產業中，帶鋸床為金屬原料之前端設備，其將金屬原料切割成
所需之形狀與大小以利後續加工。精密加工是機械產業的重要目標，若能夠在製
程的前端掌握住加工之精度，除了能減少二次加工所需的時間與成本，也能確保
最終產品品質。鋸帶的磨耗性能衰退是造成鋸床加工表面品質下降的主因，以往
的檢測方法為等到機台發出明顯的振動或噪音時，才將機台停機進行加工品質檢
查，但是此種方法通常發現得太晚。若能在機台出現輕微異常時就立即發出警報
訊息，通知操作人員處理，不僅能確保產品品質，也能提高生產效率。

基於上述，本研究利用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方法分析帶鋸床運作
之振動訊號與加工表面影像，並將結果整合至雲端，建立一個雲端智慧化診
斷系統，目的在於不再仰賴人為的判讀而是透過建立智慧化的診斷流程來提
高生產效率與品質。本研究使用帶鋸床切削S45C圓棒，總共切削 1000  片工
件。接著分別使用有序神經元長短期記憶編碼器（ON-LSTM-ED）與自編碼
器（Autoencoder）分析振動訊號與加工表面影像，得到振動訊號健康指數
（HIvib）與加工表面健康指數（HIsurf ）。發現鋸帶的磨耗衰退行為主要會反應
在側向振動（Lateral vibration）上，側向振動增大使得鋸帶無法完整的將材料從
工件表面移除，因而開始有材料殘留在工件表面，使加工品質下降。分析結果顯
示HIvib對於有殘留材料在工件表面之情形可以即時反應出來，而HIsurf 則等到殘
留材料有一定的量後才有明顯下降趨勢。因此，本研究將HIvib之分析結果整合
至雲端智慧化診斷系統，利用方程式對HIvib作曲線擬合，並透過擬合之係數與
HIvib之變化趨勢作對應。在HIvib有明顯下降趨勢時，擬合之係數會跟著劇烈上
升，透過此特性作為智慧化診斷系統是否要發出警報的判斷依據。結果顯示本研
究之雲端智慧化診斷系統可以在鋸帶有輕微異常時，即時的發出警報，將來能應
用於真實的加工情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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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新型翼形擾流器正方形雙通道之
被動與主動熱傳增益實驗探討

左起：頒獎人李偉賢理事長、陳玠竹同學、劉通敏教授

優等獎

陳玠竹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作　者

王春生
專長領域 /
Solid-State Hydrogen 
Storage, Hydrogen/
Electric Aircraft, 
Heat Transfer 
Enhancement, Lattice 
Boltzmann Method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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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為了提升蛇形熱交換器的熱性能表現，其增益技術可分為兩類：
被動式和主動式。對於被動式的熱傳增益，安裝擾流器是提升紐賽數比最有效
的方法之一，而擾流器根據阻擋比可區分成三大類：肋條、折流板以及介於二
者之間的複合設計。儘管國際上多數研究團隊已充分探討肋條或折流板，但對
於複合設計的研究卻較為匱乏，因此本研究提出一種新型的翼形擾流器，並使
用質點影像測速儀、紅外線熱像儀和壓差感測器探討其於正方形雙通道之主動
與被動式熱傳增益。

對於被動式熱傳增益之熱流實驗，測試端入口流量維持穩定，翼形擾流
器以多對並排之方式安裝在雙通道的側壁，其攻角、相對厚度比、截距比與雷
諾數的變化範圍分別為10°至30°、0.08至0.23、0.6至∞
以及5,000至20,000。從實驗中發現，本研究之優化後
的翼形擾流器可導引出兩對擁有藤原效應的同向渦旋，
且消除了常見於肋條與折流板後方的迴旋死區，進而使
整體熱性能係數達到最大值1.68高於先前文獻報導之最
佳值1.41。基於上述優化後的翼形設計，藉由將入口條
件切換為脈動流來進行主動式熱傳增益熱流實驗。史卓
赫數的變化範圍為0到0.67。實驗結果發現脈動流不僅
增強擁有藤原效應之同向渦旋，也一併消除在轉彎區的
角落渦旋，因此其整體紐賽數比相較於穩態流有13%的
提升，而熱性能係數則取得最大值1.39。進一步就熱流
相關性分析後，發現截面的無因次平均流向渦度和側向
平均垂直速度與側向平均的紐賽數比呈現高度相關（皮
爾遜相關性係數R ≥ 0.7）。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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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8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谷家恆教授、黃聖皓同學由黃柏瀚同學代領、陳亮嘉教授由夫人余品嫺代領

本論文旨在開發創新式機械手臂終端位置與姿態檢測系統，藉由三維數位
結構光投射量測法建立物件之三維形貌資訊，結合晶圓三軸機械手臂終端特徵作
為標的，並以點雲配準技術求得物體相對位置與姿態變化之精確數據。本方法能
同時克服傳統二維影像處理法無法獲取物件高度資訊之弊病，以及需要額外標定物
作為偵測基準之問題，成功實現無特定標定物之三維位置與姿態變化偵測演算法。

利用數位結構光投射量測系統可達成三維表面特徵快速重建，並建立具高
辨識度之物件特徵點雲，以做為相對位置與姿態變化偵測數據基礎。利用本研究
方法可獲得機械手臂終端 X、Y、Z、Roll、Pitch、Yaw 位置與姿態變化，克服傳
統二維影像檢測方式僅能獲取 X、Y 方向上偏位的限制。

本論文提出以物件特徵點雲資訊為基礎，使用區域表面積特徵表述符有效
地實現三維空間中物件初始對位，更利用優化的最近點迭代法以快速且精確地擬
合模型及物件點雲，達成物件相對位置及姿態變化偵測。此方法不需要額外特徵
標的來建立其量測基準，故可實現無標定物之位置與姿態變化偵測方法。

為檢驗所提出系統之可行性與量測精度。用所發展之三維光學探頭量測
標準球校正單元，根據實驗量測結果，已證實該系統於全量測範圍全深（100 

mm）內可達60 μm之精確度與100μm 之深度解析。另一方面，應用於機械手臂
線上自動化位置與姿態變化檢測，根據實驗數據顯示在量測範圍全深內之三維方
向上達100μm之定位精確度。

運用光學量測於機械手臂末端效應器
位置和姿態之高精度檢測佳作獎

黃聖皓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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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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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獎
左起：頒獎人谷家恆教授、連泓霖同學、張禎元教授

隨著工業的發展，定位平台於工業上之應用已經越來越廣泛，從工具機
到光學檢測、雷射加工、機器人都是其應用領域。隨著應用範圍的增加，定位
平台對於精度與環境的要求也愈來愈高。

現今定位平台由於組裝及加工的誤差，導致其定位精度不理想。目前常
用的解決方法是透過雷測干涉儀、雷射尺等高精度量測系統針對該定位平台建
立誤差補償表，將定位誤差之大趨勢做有效的補償。此方法需要一個高重複的
參考位置作為補償表之起始點，才能有效並正確地對定位誤差進行補償。

業界目前主要使用光學感測器或磁性霍爾感測器作為參考原點。光學原
點有高重複度，訊號脈寬窄等特性，但其需要有良好的環境條件，不適用於有
粉塵與切屑的工業環境中。霍爾原點雖能在有油、水、粉塵的惡劣環境下使
用，但其本身重複度低，訊號脈寬較寬，需透過特殊的訊號處理輔助才能有高
重複度。

本研究主要為創新應用韋根效應，利用韋根效應能產生微秒等級的尖銳
脈衝且脈衝訊號之觸發不受移動速度影響等特性，將其應用於高重複度之參考
原點，突破現有光學和磁性的參考原點應用與相關專利。本研究透過實驗與模
擬掌握穩定觸發韋根脈衝之磁路設計方式，並探討不同磁路設計參數與脈衝重
複度之關係進而優化磁路設計以提升脈衝訊號之重複度。

線性量測系統參考原點基於
韋根效應創新應用

連泓霖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張禎元
專長領域 /
機械振動、動態系統與
控制、機器人、智慧機
械與製造、機電整合、
磁紀錄及資料儲存系統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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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8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佳作獎
左起：頒獎人谷家恆教授、劉民偉同學、林沛群教授

為了改善目前水五金產業所面臨的困境，本研究開發一自動化研磨系
統，而該系統總共包含了三項子系統，分別是自動化加工路徑生成、工件表
面瑕疵檢測及瑕疵回磨修補，首先自動化加工路徑生成系統主要用於生成待
加工件之加工軌跡，此外該路徑生成系統從簡單平面工件到複雜曲面工件皆可
應付，因此驗證了該系統對於複雜工件的高適應性，同時該系統亦能為後續的
瑕疵檢測生成工件的對應拍攝軌跡。第二項子系統為工件表面瑕疵檢測系統，
研磨拋光後的工件皆仰賴於有經驗的工人進行品質檢測，而其缺點及困境如同
前面所述，為此本研究的目標便是構建一個自動化瑕疵檢測系統，結合機械手
臂、工業相機及Faster RCNN神經網路架構，使得瑕疵檢測可由機器完全取代
人力，以降低以人工進行檢測導致的職業傷害，此外本研究基於擁有工件CAD

模型及Faster RCNN檢測之資訊，因此提出一結合兩者資訊之多視角複合檢測
演算法，以多視角的檢測來提升模型之瑕疵預測精準度。

本研究的最後一個系統為瑕疵回磨修補系統，而該系統結合了前兩項子
系統之功能，首先將瑕疵檢測之檢測結果投影至工件CAD上找出瑕疵之子區
域，接著利用自動化路徑生成系統重新生成該瑕疵區域的修補軌跡，最後再以
手臂夾持著工件進行回磨修補。在各個子系統之功能開發完成後，本研究以一
整套自動化的檢測及回磨流程實驗來驗證開發之成果，而實驗結果證實了本研
究開發之自動化研磨系統，可達成相當高的瑕疵檢測精準度，並於瑕疵回磨回
拋上達到相當優異的總體成功率。

自動化拋光研磨系統之路徑生成、
表面瑕疵檢測及回拋回磨修補

劉民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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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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劉承諺同學、陳介力教授

本文以雷諾應力傳遞紊流模型來分析非接觸式渦流夾持器的氣動升力及
工件表面上的壓力分佈，並進行陣列渦流夾持的性能分析。研究首先針對單一
夾持器在幾何參數變動下進行升力分析，最後選擇其中一組升力性能較佳的夾
持器幾何參數作為陣列夾持器性能分析之基礎。

將參數確定後之單一夾持器進行兩個與四個的排列建構組合，由於隨
著夾持器渦流室數量的增加，底部夾持面的涵蓋面積也隨之增大，因此藉
由單位面積升力作為分析各排列情形與間距大小的影響指標（performance 

index）。雙陣列夾持器在渦流室間距24mm、30mm與36mm下數值模擬各種
不同排列的升力，研究各個供氣排列方式的優缺點，並觀察氣流交互作用形
成的正壓對升力的影響。在24mm的間距下，不同排列方式的單位面積升力性
能比皆在10%內。當彼此間距增大後，雖然個別夾持器升力會上升，但是涵
蓋面積也增加而使單位面積升力下降，造成最大有50%的性能比。四陣列夾持
器除了分析與雙陣列夾持器相同的目標外，還探討在渦流夾持器上設置洩壓
氣孔後對升力產生的變化。當有洩壓孔時陣列夾持器之單位面積升力可增加
10%~30%。透過分析洩壓孔對升力的影響，可以得知設置一定大小與數量的
洩壓孔能有效提升陣列夾持器之單位面積升力。

渦流陣列夾持器動態分析及設計 佳作獎

劉承諺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所

作　者

陳介力
專長領域 /
自動控制系統、影像處
理與機械視覺、數值計
算、最佳化、熱傳與能源
系統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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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李謙同學、鄭逸琳教授

近年來碳纖維複合材料之需求逐年遞增，3D列印纖維複合材料技術也逐
漸發展，過去本實驗室已自行開發3D列印連續碳纖維複合材料模組，但模組
在列印上遇到許多困難：列印頭固定角度較不精準、燈源裝置以傾斜照射使光
源強度不足、整平裝置調整方式過於複雜、並且需要新增自動剪切機構改善過
去人工剪線材之問題。各機構在列印前尚未有完整的校正方式和列印參數。

將印頭模固定鎖點為45°避免拆裝時產生誤差、改良UV光源裝置為直照
式、設計含有荷重元以及僅有Z軸調整的整平裝置、新增自動剪切機構改善過
去人工剪線材之問題以及制定列印模組以及列印平台之校正標準。透過熱重
量分析儀（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TGA）量測得知連續碳纖維材料之
碳纖維含量為60.5vol%。透過光學顯微鏡（Optical Microscope, OM）觀測列
印後之疊層斷面以及尺寸， 得到最好之列印參數：列印間距1.4 mm、層厚
0.8 mm、錨固時間5秒與列印速度150mm/min。本研究使用熱差式掃描分析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自行開發的光固化基材固化溫度為
200℃，用來制定後處理方式，並成功列印平板、圓弧薄殼與中空圓管。

連續碳纖維增強聚合物複合材料
3D列印模組改良與列印參數之研究佳作獎

李 謙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所

鄭逸琳
專長領域 /
積層製造技術及其應用、
高速 3D列印、組織工程
支架、精密製造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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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陳立竣同學、劉至行教授

佳作獎
本研究利用三維撓性機構拓樸最佳化方法來設計氣動軟性致動器，藉由

多個軟性致動器的組合來設計二指式及三指式的氣動軟性夾爪。致動器採用矽
膠軟性材料，並以模具成型加工製作。在氣動軟性致動器之三維拓樸最佳化流
程中，採用交互位能最大化為目標函數。為了更精確的描述氣動軟性致動器之
彎曲能力，本研究提出一個雙輸出端邊界條件，以致動器指節中央固定、兩端
輸出方式來進行拓樸最佳化設計，其獲得之致動器彎曲能力較以一端固定、另
一端輸出之邊界條件佳。氣囊部分設定為非設計區間，經過調整氣囊之尺寸、
厚度及間距來獲得較佳之彎曲能力。另外，考量製造可行性及致動器彎曲能
力，定義共六項篩選準則，依準則挑選出一組最佳的結果來進行夾爪試作。本
研究進行致動器之空負載彎曲能力測試、推力測試與二指式氣動夾爪及三指
式氣動夾爪之夾取範圍測試、最大負載重量測試與實物夾取測試。由實驗結
果顯示，致動器在輸入壓力為60kPa時，其彎曲角度為117度，較市售SRT致
動器高172%；致動器在輸入壓力為80kPa時，其指尖點推力為9.16N，平均推
力相較市售SRT致動器高78%；二指式夾爪於壓力80kPa時，最大負載重量為
2.7kg，平均負載重量較市售SRT二指式夾爪高44%；三指式夾爪於壓力80kPa

時，最大負載重量為5.1kg，平均負載重量較市售SRT三指式夾爪高140%。且
夾爪可夾取形狀、尺寸不同之目標物，且夾取脆弱易碎之目標物時，不會造成
目標物損傷。

拓樸最佳化於氣動軟性彎曲致動器
設計之研究

陳立竣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所

劉至行
專長領域 /
軟性機器人、撓性機構、
結構最佳化、機械設計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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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8 屆  得獎論文摘要二

左起：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楊家閎同學、方維倫教授

佳作獎
本研究利用TSMC提供之0.18μm 1P6M CMOS標準製程平台，實現一擁有

快速反應時間之濕度感測系統晶片（SoC, system on chip），該系統整合溫度
計、微型加熱器用以提升濕度計之性能。本研究將感測電極設計成邊際電容感
測，該電極設計容易與柱狀感濕結構結合，並隔絕垂直整合微型加熱器之電性
干擾。陣列式柱狀感濕結構設計可增加水氣接觸面積，進而使濕度計反應時間
縮短。本研究將一微型加熱器與該濕度計垂直整合，可對濕度計提供排濕、重
置的功能，使濕度計可應用於更多情境，並透過將微型加熱器下方之矽基材移
除，可使該微型加熱器之加熱效果提升、所需功耗下降。本研究同時單晶片
整合二極體式溫度計，可提供濕度計進行相對濕度量測時做校正。從本研究
實驗量測結果可得知，該濕度計於氧電漿蝕刻後反應時間縮短約40％；微型
加熱器可有效使該濕度計升溫（1.90℃/mW）；二極體式溫度計之整合（1.66 

mV/℃）可使該濕度計解讀出更精確的相對溼度值，該濕度計之邊際電容感測
電極與平行板感測電極相比，其靈敏度較大且較不易受垂直整合的加熱器影
響。

新穎邊際電極電容式濕度感測系統
之設計與實現

楊家閎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所

方維倫
專長領域 /
微感測與致動晶片之開
發與應用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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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頒獎人陳文華召集人、高儁懿同學、何昭慶教授

特別獎
科 技 大 學

本研究提出外加感測電場於雷射加工系統，並設計分析感測電極偵測
雷射鑽孔誘發之電漿，透過嵌入式開發系統即時將電漿訊號到控制器，嵌入
式開發系統對訊號採樣率（Sampling rate）可達1MHz，對於脈衝雷射頻率
（Pulse repetition rate）0~500 kHz的雷射加工都能精準感測，利用控制器分
析電漿訊號，根據電漿訊號控制器控制伺服馬達調整雷射聚焦位置，達到即時
偵測雷射鑽孔加工。外加電場即時偵測雷射加工系統分別加工於藍寶石和石
英玻璃，藍寶石單點鑽孔偵測，即時偵測改變聚焦位置相較於聚焦位置不變
感測發數平均增加67.4%，感測平均發數達5,183 Pulse，感測鑽孔深度平均增
加132.96%， 感測平均深度達587.05µm，藍寶石1mm雷射鑽孔結果，即時偵
測改變聚焦位置相較於一般加工平均開口直徑減少8.04%、平均出口直徑增加 

336.2%、平均時間減少61.8%、平均孔錐角減少 18.6%，石英玻璃單點鑽孔偵
測，即時偵測改變聚焦位置相較於聚焦位置不變感測發數平均增加 12.64%，
感測鑽孔深度平均增加14.97%，感測平均深度達1mm，石英玻璃1mm 雷射鑽
孔結果，即時偵測改變聚焦位置相較於一般加工平均開口直徑減少11.8%、平
均出口直徑增加48%、平均時間減少47.2%、平均孔錐角減少32%。

電場輔助臨場監測雷射鑽孔
於透明硬脆材料之研究

高儁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製造科技所

何昭慶
專長領域 /
機器視覺、精密量測、線上
檢測、智動化製程診斷、工
業深度學習、嵌入式系統
開發、雷射精微加工 、電
化學放電加工

作　者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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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8 屆  頒獎典禮精彩實錄三

得獎師生與親友、上銀長官與評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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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長官與評審委員合影留念

得獎師生與親友、上銀長官準備前往上銀營運總部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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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屆  頒獎典禮精彩實錄三

佳作獎得獎師生與頒獎人卓文恒董事長合照

佳作獎得獎師生與頒獎人谷家恒召集人合照

頒獎典禮與會的得獎師生與來賓 頒獎典禮開始由卓永財總裁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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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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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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屆  媒體報導四四

刊登於自由時報 2022.4.20

刊登於工商時報 2022.4.19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22.4.21

刊登於 Digitimes 202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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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8 屆  媒體報導四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22.3.28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22.4.6

刊登於工商時報 2022.3.31

刊登於 Digitimes 20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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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工商時報 2022.4.19

刊登於工商時報 2022.4.19

刊登於經濟日報 202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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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8 屆  媒體報導四

刊登於工商時報 2022.4.19

刊登於 MA工具機與零組件雜誌
2022.4 NO.139

刊登於工商電子報 202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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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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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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2021年8月1日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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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日～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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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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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波減速機、Torque Motor迴轉工作台、
工業機器人、晶圓機器人及醫療機器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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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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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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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台灣  打造世界第一

智慧製造領航者

履歷投遞方式

您可至「上銀科技官網」投遞履歷
www.hiwin.tw / re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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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履歷

LINEID:@hiwin-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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