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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場地規劃 
 

 
 學術研討會： 

1. 聯合開幕式及 Keynote 演講：圖資大樓 11 樓 國際會議廳 

2. 口頭發表場地：電資大樓（1-3 樓教室）、機電系館 

3. 壁報論文發表：理工長廊 

4. 廠商參展：機電系 1F 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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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學門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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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工程處   固力學門成果發表會議程 

 

日期 時間 固力成果發表會活動 地點 

12 月 7 日 

9:00~17:30 
機械固力學門成果發表會報到及

現場註冊 
壁報成果展示

（一） 

圖資大樓

11F 

10:00~10:30 年會與研討會聯合開幕典禮 國際會議廳

10:30~12:00 口頭報告(一) 
圖資大樓

11F 會議室

12:00~13:00 午餐(餐盒)  

13:00~14:30 口頭報告(二) 

壁報成果展示

（二） 

圖資大樓

11F 會議室

14:30~16:00 茶敘 學門座談會 
圖資大樓

11F 會議室

16:00~17:30 口頭報告(三) 
圖資大樓

11F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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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力學門口頭成果報告場次及時間安排: 

     報告時間 

 地點 

場次（一） 

10:30~12:00 

場次（二） 

13:00~14:30 

場次（三） 

16:00~17:30 

場次 1 

(1108 會議室) 

主持人 
黃聖杰

鍾震桂

吳浴沂

王俊志

王正平

施明璋

主持人 
林盛勇

范光堯

李志鴻

李廣齊

黃順發

曾世昌

主持人 
黃光裕

林榮慶

林榮慶

鄭友仁

丁鏞 

李榮顯

施明璋 

(10:30~11:15) 

黃聖杰 

(11:15~12:00) 

曾世昌 

(13:00~13:45) 

林盛勇

(13:45~14:30) 

李榮顯

(16:00~16:45) 

黃光裕

(16:45~17:30) 

場次 2 

(1109 會議室) 

主持人 
許進忠

董必正

楊玉森

王栢村

林恆勝

林栢村

主持人 
謝文祥

蔡忠佑

楊東昇

黃俊德

黃運琳

謝龍昌

主持人 
蔡佳霖

謝其昌

廖國基

左培倫

黃永茂

楊啟榮

林栢村

(10:30~11:15) 

許進忠

(11:15~12:00) 

謝文祥

(13:00~13:45) 

謝龍昌

(13:45~14:30) 

楊啟榮 

(16:00~16:45) 

蔡佳霖

(16:45~17:30) 

場次 3 

(1110 會議室) 

主持人 朱孝業

張育斌

許兆民

曾信智

汪家昌

黃世疇

主持人 洪瑞斌

蔡明義

蔡昆協

林佳弘

林海平

陳志明

主持人 黃俊仁

汪正祺

陳炤彰

于劍平

陸元平

徐瑞坤

黃世疇

(10:30~11:15) 

朱孝業

(11:15~12:00) 

陳志明

(13:00~13:45) 

洪瑞斌

(13:45~14:30) 

徐瑞坤

(16:00~16:45) 

黃俊仁

(16:45~17:30) 

場次 4 

(1111 會議室) 

主持人 林俊鋒

彭信舒

林阿德

王進猷

林宏茂

蔡錫錚

主持人 管金談

賴元隆

樓靜文

毛祚飛

邱銘杰

邱銘杰

主持人 
翁永進

羅勝益

沈永康

張瑞慶

江毅成

蔡錫錚

(10:30~11:15) 

林俊鋒

(11:15~12:00) 

邱銘杰

(13:00~13:45) 

管金談

(13:45~14:30) 

江毅成

(16:00~16:45) 

翁永進

(16:45~17:30) 

場次 5 

(1106 會議室) 

主持人 洪政豪

龔傑 

葉彥良

鐘明吉

謝文馨

曾光宏

學門座談會 

（14:30~16:00） 

主持人 
賀陳弘

陳宏毅

陳維亞

潘正堂

曾釋鋒

曾光宏

(13:00~13:45) 

洪政豪

(13:45~14:30) 

曾釋鋒

(16:00~16:45) 

陳榮順

(16:45~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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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口頭報告題目及場次時間: 
 

場次 1 

(1108會議室) 

報告時間 10:30~12:00 

主持人: 施明璋 黃聖杰 

黃聖杰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射出成形黏模力現象之探討 

鍾震桂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反應式共濺鍍鈦矽氮奈米複合薄膜之微結構與機械性質 

吳浴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所） 

車輛引擎管理系統研發與實車應用(1/3) 

王俊志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高速銑削之主軸/刀具系統動態特性之改善 

王正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系暨研究所 

真空式多樣化熱電致冷單晶片檢測平台之建置 

施明璋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液氣壓伺服晶片控制器之設計與開發 

 

場次 1 

(1108會議室) 

報告時間 13:00~14:30 

主持人: 曾世昌 林盛勇 

林盛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軸臥式綜合加工機溫升熱變形改善與熱平衡結構設計之研究 

范光堯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具曲率細長形鍛件之輥鍛預成形最佳化研究 

李志鴻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大巴士自動滑門開發計畫 

李廣齊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程系 

汽車轉向自動補光 

黃順發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樓板表面吸振材料的衝擊音模擬與實驗 

曾世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具精密微結構之 LED 霧燈射出成型技術研發及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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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1 

(1108會議室) 

報告時間 16:00~17:30 

主持人: 李榮顯 黃光裕 

黃光裕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重負載液壓阻尼器之客製化開發設計與性能預測研究分析(1/2) 

林榮慶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自動化及控制中心 

可水解材料基板加工製程及專利研究(2/2) 

林榮慶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具有花紋研磨墊研磨薄化矽晶圓及藍寶石晶圓之研磨次數及體積移除量之模式建立以及改

善研究 

鄭友仁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研磨軟墊再修整性能檢測平台開發 

丁鏞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高速線性及旋轉超音波馬達及其應用於精密定位平台系統之開發研製(1/2) 

李榮顯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飛機引擎方形管件液壓成形之可成形性與預成形設計研究 

 

 

場次 2 

(1109會議室) 

報告時間 10:30~12:00 

主持人: 林栢村 許進忠 

許進忠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具微小特徵之汽車零件精密鍛造成形技術開發研究 

董必正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高性能太陽光電追日技術開發(1/2) 

楊玉森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類鑽碳鍍膜應用於人工牙根植牙工具之研究 

王栢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應用衝擊元件於多軸向衝擊振動試驗機之設計開發 

林恆勝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銀靶熱間鍛造晶粒細化之製程改善 

林栢村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熱間複合沖壓成形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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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次 2 

(1109會議室) 

報告時間 13:00~14:30 

主持人: 謝文祥 謝龍昌 

謝文祥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程系 

輪胎補片自動切割機之研究 

蔡忠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電力助動自行車 LED 車頭燈之光學設計 

楊東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倒車雷達外殼精密沖鍛成形技術之開發 

黃俊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 

低沾粘貴金屬低角度精微探針自動研磨系統開發 

黃運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設計工程系 

工具機結構與機構之設計在加工過程的動態分析與研究 

謝龍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創新貨車尾門的技術研發 

 

   場次 2 

(1109會議室) 

報告時間 16:00~17:30 

主持人: 楊啟榮 蔡佳霖 

蔡佳霖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利用奈米粉體提昇纖維複合材料球拍機械特性之研究 

謝其昌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LED 醫療檢查燈設計製作 

廖國基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高分子材料破裂模擬與其驗證 

左培倫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修正用鑽石碟修整拋光墊之特性研究 

黃永茂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異型板材壓延雛型機之設計及製作 

楊啟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所） 

準直性奈米碳管合成暨其在微型甲醇燃料電池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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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3 

(1110 會議室) 

報告時間 10:30~12:00 

主持人: 黃世疇 朱孝業 

朱孝業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射出機曲手軸承試驗機主動式偵測油膜狀態進行注油之可行性評估 

張育斌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工具鋼追加深冷處理之抗磨耗研究 

許兆民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塑膠厚膜回收專用機之開發 

曾信智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精微磁力螺旋複合研拋技術應用於複雜曲面之研究 

汪家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數位式客製化功能性鞋墊之製程技術開發與泛用型功能性鞋墊設計 

黃世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船用穩定桌之設計與製造 

 

   場次 3 

(1110 會議室) 

報告時間 13:00~14:30 

主持人: 陳志明 洪瑞斌 

洪瑞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高速主軸動態穩定性與軸承預壓之相關性分析與實驗驗證 

蔡明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組合式 CMP 鑽石修整器開發研究 

蔡昆協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含孔梭織混層複合材料板之破壞研究 

林佳弘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高模數地工加勁複合股線及其格網之製造技術 

林海平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車輛傳動系統實驗模擬及測試 

陳志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探討縮緊鎖定精密固鎖螺帽在不同加工條件下對扭力與軸向力及螺紋面與座面摩擦係數影

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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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3 

(1110 會議室) 

報告時間 16:00~17:30 

主持人: 徐瑞坤 黃俊仁 

黃俊仁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電動代步車載具設計及乘適性評估之技術開發 

汪正祺 遠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創新節能萃取技術應用於桑根皮之純化分析 

陳炤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LED 用塑膠複材散熱裝置之射出成形模具設計分析 

于劍平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新型改良式精密微摩擦攪拌銲接加工機之研發 

陸元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製造科技研究所 

應用 CAE 技術於水密門快速設計與分析 

徐瑞坤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以表面處理提升金屬與射出成型塑料之結合性 

 

 

場次 4 

(1111 會議室) 

報告時間 10:30~12:00 

主持人: 蔡錫錚 林俊鋒 

林俊鋒 遠東科技大學電腦應用工程系(所) 

磁性流體最佳化製作及磁致雙折射與二向色性量測系統之設計與開發 

彭信舒 遠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與管理系 

含嵌入物射出成型結合模具設計應用於 PET 吹瓶機塑膠滑塊嵌入金屬軸承開發之研究 

林阿德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工業用防爆型水冷式熱感攝影機防護罩開發及加工計畫 

王進猷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側式六自由度運動平台的研發 

林宏茂 遠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結合放電合金化及脈衝式 Nd:YAG 雷射重熔之鑄鐵模具表面改質製程技術開發 

蔡錫錚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新型割草機粉末冶金齒輪箱之開發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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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4 

(1111 會議室) 

報告時間 13:00~14:30 

主持人: 邱銘杰 管金談 

管金談 南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利用伺服控制沖床進行鎂合金溫間鍛造製程參數最佳化之研究 

賴元隆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可重組式小型五軸線性機構組裝檢測之實現 

樓靜文 中臺科技大學醫學工程暨材料研究所 

以化學共沉降法製造複合編織立體人工骨材之加工技術及其特性評估 

毛祚飛 建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精微加工技術應用於半導體清洗元件製造之研究 

邱銘杰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含工程技術研究

所) 

以遺傳演算法、粒子群演算法及模擬退火法進行全頻暨調音混合型吸音系統之最佳化設計

邱銘杰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含工程技術研究

所) 

以邊界元素法結合類神經網路與遺傳演算法進行多層消音箱之最佳化減音設計 

 

場次 4 

(1111 會議室) 

報告時間 16:00~17:30 

主持人: 江毅成 翁永進 

翁永進 開南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電磁式滾輪壓印之 PDMS 軟磁性模具設計與製程研究 

羅勝益 華梵大學機電工程學系 

多孔性金屬基磨削工具之研發 II 

沈永康 臺北醫學大學牙體技術學系 

Ti-6Al-4V 合金表面微弧氧化生醫陶瓷生物相容性的研究 

張瑞慶 聖約翰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有機材料蒸鍍機之真空定位遮罩封裝系統 

江毅成 中國文化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高頻電子連接器結構與電磁耦合最佳化分析 

 

 

 

 

 

-8-



國家科學委員會 工程處 100 年度 
機械固力、能源、熱流學門成果發表會 

101 年 12 月 7-8 日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系 

 

 

 

場次 5 

(1106 會議室) 

報告時間 10:30~12:00 

主持人: 曾光宏 洪政豪 

洪政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 

高速高頻滾珠螺桿之可靠度提昇研究(1/2) 

龔傑 遠東科技大學電腦應用工程系(所) 

對以非對稱支承之轉子心軸非線性動態特性分析之研究 

葉彥良 遠東科技大學自動化控制系 

格柵板焊接機台之結構強度分析與設計 

鐘明吉 遠東科技大學自動化控制系 

新型蜂毒採集設備之研發 

謝文馨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環保冷媒雙螺旋壓縮機之關鍵技術開發(1/2) 

曾光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研究所 

微電腦數位電弧銲機之製程整合資料庫開發及其應用 

 

場次 5 

(1106 會議室) 

報告時間 16:00~17:30 

主持人: 曾釋鋒 陳榮順 

賀陳弘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模組化昆蟲多功能行為刺激與監控分析平台－以果蠅為例 

陳宏毅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壓電致動式點膠系統之建置與微定位控制之研究開發 

陳維亞 德霖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科) 

漸開線外形螺旋銑刀刃口曲線與變化溝槽研磨設計 

潘正堂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雷射加工 3D 微透鏡雙面光學膜片之製程及設計 

曾釋鋒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可攜式三維結構雷射雕刻系統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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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主持人 機關名稱 

Post-001 江茂雄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雙向高響應高出力及高精度之液壓-雙壓電混合驅動系統之研究(2/2) 

Post-002 陳宗麟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具缺陷補償、直接角度量測之壓電陀螺儀系統(2/3) 

Post-003 朱訓鵬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以密度泛函與分子動力學理論研究奈米團簇吸附在石墨烯表面的動態行為及其對氣體分子之催化反應(2/2)

Post-004 許東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製造科技研究所 

微放電技術應用於微細球狀探針之組裝黏著技術研發(2/2) 

Post-005 吳光鐘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共線裂縫受動態載重之分析 

Post-007 陳永傳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臨場合成被覆層之表面改質研究 

Post-008 張家歐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微型石英加速儀的理論分析與製作 

Post-009 馬劍清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新型先進壓電致動器與感測器動態特性分析及量測 

Post-010 盧中仁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剛性長轉子因滾珠型自動平衡裝置引起的自發性週期運動 

Post-011 楊申語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氣體輔助滾輪紫外光樹脂滾壓製程及墨水沾印技術之研發及應用 

Post-012 楊申語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氣體輔助熱壓技術複製微奈米複合結構應用抗反射及超疏水性之應用與研究 

Post-013 吳文方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加速環境試驗下參數不確定性對晶圓級封裝體可靠度與失效率之影響 

Post-014 郭茂坤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應變對氮化物半導體量子點結構之光學性質的影響(II) 

Post-015 吳光鐘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微懸臂尤拉梁與提摩盛科梁在流體中的振動以及無閥門三腔幫浦之流固耦合分析 

Post-016 楊宏智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晶圓矽導微孔技術(TSV)應用於 3D 封裝基板之研究 

Post-017 李志中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擺線輪減速機之運動等效及構造合成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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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018 楊啟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所） 

類微機電製程應用於微型 Bi-Te-Se 熱電產生器之研製 

Post-019 鄭慶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所） 

以電漿電弧製備石墨奈米流體之最佳化參數研究 

Post-020 程金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所） 

自發性電化學蝕刻矽奈米線陣列應用於揮發性有機溶劑感測之研究 

Post-021 吳隆庸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銷子輪機構之設計與機械誤差分析 

Post-022 江國寧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溫度、應力與電子流共伴效應對晶片線路與封裝接點破壞模式影響研究 

Post-023 林士傑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微生物代謝溶液之創新銅製程 

Post-024 白明憲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微機電麥克風陣列之設計與應用 

Post-025 宋震國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總計畫:滾壓式奈米壓印技術於軟性電子與綠能建材之應用 

Post-026 宋震國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三：連續式大面積奈微米壓印製造技術之研究 

Post-027 陳政寰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一：可調變微光學結構應用於陽光能源操控建材之研究 

Post-028 傅建中 國立清華大學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子計畫二：利用單模態光纖式雷射干涉微影系統與 SU-8 背後曝光技術製作多元尺度奈米壓印模具 

Post-029 吳嘉哲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沉積鋯鈦酸鉛薄膜於軟性可撓基板及其在發電元件的應用 

Post-030 黃敏睿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瞬時多波長數位光彈技術之時間域與空間域相位展開比較研究 

Post-031 陳昭亮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六自由度具撓性機構之精微運動系統研究 

Post-032 盧銘詮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微切削刀具狀態監測聲射訊號產生模型建立與分析(II) 

Post-033 蔡志成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以鬆公差元件組成精密組件之配置方法研究(II) 

Post-034 徐瑞坤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利用具超細晶粒胚材進行半固態鍛造加工之研究(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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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035 洪景華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新型高靜水壓(微)成形機台及其應用製程之研究 

Post-036 徐文祥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以高分子作為感應偶合電漿反應離子蝕刻側壁保護層以製作單晶矽懸浮微結構之快速製程平台研發 

Post-037 尹慶中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多晶矽晶圓暗裂的非破壞評估及檢測：改良式超音波共振法 

Post-038 吳天堯 國立中央大學數據分析方法研究中心 

希爾伯特黃變換於變轉速旋轉機械故障特徵與瞬時頻率之分析研究 

Post-039 蔡錫錚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重負載行星齒輪傳動機構負載分析與實驗驗證 (II) 

Post-040 黃以玫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以狀態變換壓電吸振器模擬碰撞式吸振器之振動控制研究 

Post-041 李雄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複雜曲面之超塑成形工件製造分析以及超塑性鋁合金 5083 鈑片輥軋研製 

Post-042 顏炳華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雙模式電源應用於石英之電化學放電加工技術研究 

Post-043 任明華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含單邊裂縫之鈦合金薄板與碳纖維/聚醚醚酮異向性奈米複材積層板之高溫疲勞破壞及殘留性能之探討

Post-044 董必正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使用獨立成份分析及經驗模態分析法萃取篩選膝蓋關節振動訊號 

Post-045 葉維磬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鍛粗加工問題的異向性摩擦模式的建立及其應用與實驗驗證 

Post-046 錢志回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銅打線接合製程中銅銲線與鋁墊在被不同材料覆被下接合介面特性的數值與實驗研究 

Post-047 黃永茂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鎂合金螺絲製造技術之開發 

Post-048 蘇耀藤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震盪式波浪能量擷取系統之創新設計與分析 

Post-049 許正和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具內嵌離合器行星齒輪式汽車自動變速機構之創新設計 

Post-050 楊旭光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應用扭矩模態導波於非裸露管線檢測成效之研究 

Post-051 何應勤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源自膝關節研究之二類型機構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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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052 邱源成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使用內嵌鋁合金材料的高速鋼熔接工具對鋁合金板之摩擦攪拌熔接研究 

Post-053 黃永茂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管材無模拉製加工技術之開發 

Post-054 邱源成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在反向脈衝電流下探討線上複合電鍍銳化研磨法加工鑽石膜表面之特性 

Post-055 李榮宗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乳化液的混合油膜潤滑之創新模型研究 

Post-056 李榮宗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潤滑油缺乏之預測與其對磨潤特性之影響 

Post-057 張怡玲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以分子模擬方法研究多晶奈米薄膜 

Post-058 藍兆杰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用於機器輔助手術操作之可調式定力夾持器設計 

Post-059 李偉賢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6061 鋁合金滾軋板材在不同晶向方位及應變速率下之塑變行為與差排次結構分析 

Post-060 許來興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全接觸承重式快速成型膝下義肢承筒設計製作簡化系統 

Post-061 陳介力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所） 

視覺導航系統與可變旋翼攻角四旋翼機控制系統研發 

Post-062 黃文敏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八速自動變速箱複式行星齒輪系之運動合成 

Post-063 王清正 國立成功大學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結合氨基酸化學位移與奈米量測於自動判別蛋白質二級結構 

Post-064 顏鴻森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紫禁城具代表性鐘錶之復原設計 

Post-065 屈子正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應用化學機械耦合模型之電子封裝製程應力及翹曲變形分析 

 

Post-066 陳聯文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聲子晶體應用於聲能能量擷取之研究 

Post-067 顏鴻森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具多輸出變轉速輸入往復式傳送機構之運動與動力整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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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068 邱顯堂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史提芬生 III 型機構及一空間機構之全域最佳平衡設計的研究 

Post-069 陳榮盛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所） 

DCA 晶片直接接合封裝體疲勞壽命最佳化設計之研究 

Post-070 潘文峰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所） 

凹槽圓管在純彎曲潛變及純彎曲鬆弛負載下行為之研究 

Post-071 褚晴暉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含單一嵌入式任意方向裂縫之功能梯度無窮平板熱彈性負載下之面內問題破壞分析 

Post-072 林仁輝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奈米壓痕技術應用於多孔性真牙材料力學分析與去礦化及再礦化評估研究 

Post-073 林仁輝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奈米壓痕試驗於鋯基金屬玻璃複合材料中形成塑變行為及尺寸效應之研究 

Post-074 李森墉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具空氣彈簧之反蓮花結構的蓮花效應(I) 

Post-075 李輝煌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所） 

CMOS 影像感測器薄膜堆疊結構模擬分析與改善 

Post-076 李永春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高品質 PZT 壓電模的創新製程與應用於超高頻聲波量測 

Post-077 施明璋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高性能液靜壓軸承及導軌系統之設計與液壓油膜厚度控制 

Post-078 陳元方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動態應變量測之瞬時相位移數位剪像系統之研究 

Post-079 王俊志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機器人雷射輔助微銑削製程能力改善之研究 

Post-080 黃金沺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空間單迴路多模式機構之設計與分析 

Post-081 鄭志鈞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應用 SIMP 法於飛輪轉子拓樸設計之研究 

Post-082 敖仲寧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利用摩擦攪拌製程發展一種新的顆粒強化機制提昇鋁基 SiC 顆粒強化複材及其銲道之強度研究 

Post-083 蔡孟勳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整合強健性學習控制與曲線擬合技術之開發 

Post-084 劉德騏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電子封裝 TSV 超薄晶元之裂片強度測試實驗與針測參數分析方法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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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085 鄭友仁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總計畫: 由牙齒的機械性質與磨潤性能來探討生物礦物化材料優異特性的基理 

Post-086 黃崧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子計畫四：脊椎動物礦物化琺瑯質結構之生物啟發複合材料組成之分析研究 

Post-087 黃以文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應用過度拘束機構於空間健身機構類型合成之方法研究 

Post-088 鄭友仁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總計畫暨子計畫一：脊椎類動物牙齒之礦物化組織的微觀磨潤性能及機械性質的探討 

Post-089 蕭庭郎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具彈性支撐之螺桿受移動螺旋簡諧負載效應下之動態分析 

Post-090 郭昌宏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所） 

表面鍍膜在循環接觸應力作用下之抗磨耗機制研究 

Post-091 任貽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以發泡鋁/玻璃纖維強化熱塑性高分子積層板製作之三明治結構彎矩疲勞行為研究 

Post-092 莊水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輕量高質化耐磨耗鋁基－飛灰複合材料壓鑄成形之研究 

Post-093 周昭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醫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及其對手材之改質處理與生物磨潤性質研究 

Post-094 陳狄成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暨研究所 

高級自行車踏板創新鍛壓改良設計與製作實驗模具驗證之研究 

Post-095 吳建達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車輛科技研究所 

應用語音訊號之經驗模態分解與魏格納分佈技巧之語者辨識系統 

Post-096 曾文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車輛科技研究所 

指向性可聽音束之設計 

Post-097 楊學成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車輛科技研究所 

可變節距齒條曲面三維之板條圓錐形刀具創成球面齒輪研究 

Post-098 趙振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含任意方向曲線裂縫功能梯度材料之彈性破壞分析 

Post-099 蔡高岳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二次多項式在機器人奇異點及工作空間分析上之應用 

Post-100 石伊蓓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面滾式直傘齒輪閉迴路製造方法之研究 

Post-101 林原慶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Cu42Zr42Al8Ag8)99.5Si0.5 塊狀金屬玻璃的磨潤性能評估 

  

-15-



國家科學委員會 工程處 100 年度 
機械固力、能源、熱流學門成果發表會 

101 年 12 月 7-8 日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系 

固力學門壁報論文（一）  時間：（12/7） 9：00 – 12：00   地點：  理工長廊 
 

Post-102 吳翼貽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應用電漿浸沒離子植入技術於 Al-Zn-Mg 鋁合金表面耐磨耗性改進之研究 

Post-103 徐茂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以有限元素法探討二胡結構對琴音的影響 

Post-104 張世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鎂合金與鋁合金低溫接合技術開發及其接合特性研究 

Post-105 任志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具可動式永久磁鐵之小型比例式線性馬達研發 

Post-106 郭佳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放電加工於微奈米結構製造之研究 

Post-107 黃明賢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大面積模面快速感應加熱技術 

Post-108 余志成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一體化三維壓電薄膜微加速度計的系統建模與設計最佳化 

Post-109 馮榮豐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適路性車燈檢測系統開發 

Post-110 鄭永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應用均勻實驗設計與 Kriging 插值法於鐵路車輛系統之強健設計(I) 

Post-111 謝其昌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美規 LED 車輛遠燈系統設計開發 

Post-112 陳勇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漸變式高分子光纖高溫潛變傳輸功率衰減研究及實驗平台建立 

Post-113 張金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同步三分光 Nd:YAG 雷射對蝴蝶式光收發模組之點銲封裝製程分析 

Post-114 王栢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基於聲音品質之結構逆向設計應用於具簡諧與和弦音銅鑼之開發 

Post-115 蕭俊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經驗模式分解與小波函數於主動式噪音控制之應用 

Post-116 陳永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多連桿懸吊系統 K&C 量測技術研究 

Post-117 林志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自動化科技研究所 

整合壓電致動器與磁流體阻尼器之光學平台的主動減震控制 

Post-118 蘇春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以微波電漿束成長含碳薄膜於陶瓷底材及其應用之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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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119 謝顒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所） 

電子紙、傳統紙與石碳環保紙之閱讀特性差異 

Post-120 何智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設計工程系 

以微機電製程製造高分子布拉格光柵耦合器 

Post-121 謝文祥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程系 

新型定子內繞線機構設計與變轉速輸入之研究 

Post-122 劉建宏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光柵干涉系統應用於線性與旋轉誤差量測技術開發 

Post-123 佘振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以刀具中心點控制為基的多軸數值控制程式演算法之研究 

Post-124 謝龍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 

3K Type 簡式行星齒輪減速機傳動效率之最佳化設計與理論驗證 

Post-125 李炳寅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主成份灰關聯法應用於分析影響高速銑削性能特徵參數 

Post-126 郭文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 

高靈敏度多通道光柵耦合表面電漿共振感測器技術與應用開發 

Post-128 洪政豪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 

塗層之材料性質與真實接觸面積增長效應對橢圓波峰表面摩擦性能的碎形分析與實驗驗證 

Post-129 張信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 

產生特定路徑之非圓形齒輪-連桿機構之最佳化設計 

Post-130 楊東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多層薄膜模具之抗磨耗性及抗衝擊性分析且應用於螺絲十字沖模擠鍛成形 

Post-131 林博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程系 

多維度光學編碼器雷射刻寫設備結構設計分析與球面光學編碼器應用研發 

Post-132 郭如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程系 

整合型光碟微流體平台及其在酵素連結免疫分析及腫瘤細胞檢測之研發 

Post-133 林忠志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可監視射出成形製程的感測模組開發 

Post-134 許源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高強度鋼板熱沖壓製程設計與分析─以車用安全扣件為例 

Post-135 駱正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飛機工程系 

雙層金屬薄膜受超短脈衝雷射作用下熱機械偶合效應數值研究 

Post-136 陳順隆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氣體放電加工與附加 TiC 粉末之碳化鎢刀具表面改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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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137 江家慶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先進多功生醫光纖感測系統研究(III) 

Post-138 林英志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Fe-Ga-Ni 鐵磁性形狀記憶合金之微結構與磁致伸縮應變 

Post-139 方得華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光束筆奈米微影術與熱成形奈米模具設計技術之分子動力學模擬與實驗 

Post-140 李聰慶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Baranov 構架型七桿矛盾機構及可動限制式之合成 

Post-140 李聰慶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Baranov 構架型七桿矛盾機構及可動限制式之合成 

Post-141 吳政憲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太陽能集光鏡片之光學設計與製造技術研發 

Post-142 許進忠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鈑金材料連續輥軋與成形機設計理論與技術研究 

Post-143 許光城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高強度難銲型鋁合金中空擠伸製程研究(II) 

Post-144 林明宏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HVOF 高速火焰熱噴塗 WC-Co 塗層之磨耗機制與相變化研究 

Post-145 康耀鴻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微銑削加工系統結構參數辨識之研究 

Post-146 張充鑫 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利用有限元素分析法預測磨耗尖鼻負稜面銑刀銑削不鏽鋼之刀尖面溫度與銑削力研究 

Post-147 林振森 國立聯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碳奈米線圈之機械性質與動態行為之研究 

Post-148 洪瑞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多軸加工機主軸-刀具加工姿態對切削穩定性之影響性研究 

Post-149 劉晉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暨研究所 

靜電驅動式微結構薄膜阻尼效應之動態特性研究分析 

Post-150 蔡國銘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整合非球面塑膠鏡片正向與逆向工程製造技術 

Post-151 徐明宏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渦輪葉片之振動分析 

Post-152 史建中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技術先進的三點近似法工程最佳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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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153 趙崇禮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以硬膜鍍層增進微鑽針耐磨耗特性之研究 

Post-154 康淵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總計畫: 磁流體靜壓軸承潤滑系統之研發 

Post-155 康淵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四：磁流體靜壓止推軸承之設計分析及靜動態特性探討 

Post-156 范憶華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一：磁流體靜壓軸承之磁場控制系統研究 

Post-157 郭文雄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低石墨烯層數奈米碳結構之變形與破壞機制研究 

Post-158 趙魯平 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小波理論之主動式數位結構光與膨脹測試法於光學薄膜機械參數探討 

Post-159 陳錦茂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環保型保溫鞋材基布之回收製造及其應用加工技術 

Post-160 鄭仙志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高微凸塊接點可靠度及散熱效能 3D IC 構裝技術開發 

Post-161 鐘文遠 中國文化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三維複合式平台的設計與探討 

Post-162 姚舜暉 長榮大學會計資訊學系 

奈米氧化鋁/氧化鈦電漿熔射塗層磨潤和熱衝擊性能之研究 

Post-163 賴峰民 大葉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急重症病患的頸部固定器及舒適枕頭之開發 

Post-164 陳志鏗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主動式車輛防撞電控系統開發與實作(II) 

Post-165 林海平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膠合效應對表面聲波元件製之扭力感應器影響之研究(II) 

Post-166 何文福 大葉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牙科用新型 Ti-Si 合金之結構與性質研究 

Post-167 羅勝益 華梵大學機電工程學系 

樹脂基鑽石線之設計及製造研發與切割硬脆材料之研究(III) 

Post-168 徐祥禎 義守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銅奈米薄膜界面性能於銲線鍵結強度機制之研究 

Post-169 黃冠雄 南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序列型可獨立控制傳動機構之設計與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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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170 蔡傳暉 華梵大學機電工程學系 

背濕式雷射清潔與蝕刻技術(II) 

Post-171 高維新 華梵大學機電工程學系 

手傳振動對振動性白指症的影響 

Post-172 魏哲弘 大同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類鑽碳薄膜殘留應力形成機制與機械性質之關係 

Post-173 吳俊瑩 大同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應用修正微分演化演算法於多重物理多目標拓樸最佳化設計 

Post-174 張英俊 大同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 

多自由度振動發電機之性能評估與最佳化設計 

Post-175 莊正利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暨碩士班 

以表面活化接合技術開發矽晶片與基板之室溫覆晶接合製程與其接合機理之研究 

Post-176 白佳原 中山醫學大學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所） 

可攜式 HEPA 級車用空氣清淨機研發與設計 

Post-177 吳俊仲 長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軟性彈性球體與剛性平面之吸引接觸分析 

Post-178 王能治 長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應用繪圖處理器計算於流體薄膜潤滑之研究 

Post-179 林儒禮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磁電彈材料壓延問題之理論解析 

Post-180 莊承鑫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應用於醫療用內視鏡之觸覺感測器的開發與研究 

Post-181 劉乃上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子計畫二：不同食性哺乳動物牙齒巨觀機械與磨潤性質之探討 

Post-182 許哲嘉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輪胎特性對轉向行為之影響 

Post-183 沈毓泰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結合經驗模態分解法與振動模態分析法於結構模態之分析應用 

Post-184 張文進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奈米結構共振器之振動行為及其應用研究 

Post-185 陳福成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四足步行機器馬車機構設計之研究 

Post-186 楊俞青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非線性摩擦過程熱產生之估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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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187 徐孟輝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手杖-椅之可縮放機構創新、最佳操作方式與機件強度特性設計 

Post-188 朱紹舒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 

高功率 LED 模組設計之實驗與分析研究 

Post-189 朱孝業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以時頻法分析微奈米鑽石機油添加劑之抗磨耗機制之研究 

Post-190 張育斌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摩擦擠光對滾珠螺桿表面粗糙度及磨潤特性改善之動態監控研究 

Post-191 于劍平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微摩擦攪拌銲接摩擦力對鋁合金超薄板件之攪拌工具磨耗與機械性質改變研究 

Post-192 楊永光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建構光纖雷射微焊接不銹鋼薄板最佳化製程參數之研究 

Post-193 曹中丞 大華技術學院自動化工程系 

抑制脫層機構於特用鑽頭鑽削複合材料之研究 

Post-194 陳烈 大華技術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核能電廠壽命延長安全性分析 

Post-195 葉勝利 龍華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使用三窄頻光之創新型抗振式 Mirau 相位漂移干涉術研究 

Post-196 陳詞章 龍華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自行車參數化設計之最佳預測模式探討 

Post-197 丁鯤 龍華科技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 

溫度對奈米壓痕奈米機械性質量測之影響暨熱傳與應力模擬 

Post-198 呂兆倉 中臺科技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 

防範台灣鋏蠓之輕便誘集器的製備開發及其效益評估 

Post-199 宋仁群 高苑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所） 

具有一個迴轉輸入及一個直線輸入之新的雙自由度連桿機構的研究 

Post-200 黃世欣 清雲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應用高分子奈米複材及微細發泡射出成型克服塑膠盒子之翹曲變形 

Post-201 鄒國益 高苑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所） 

複合板材旋轉沖孔成形之研究 

Post-202 夏紹毅 高苑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所） 

超音波在農業廢棄物結合產氫最佳化之研究 

Post-203 王阿成 清雲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膠體磁力研磨的開發與特性研究(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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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204 梁國柱 清雲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磁力研磨於滾珠螺桿螺旋拋光的應用研究(II) 

Post-205 黃吉宏 清雲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具裂紋缺陷之積層式壓電陶瓷平板諧振特性探討 

Post-206 梁晶煒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利用能量平衡觀念識別連續振動體系統之阻尼參數 

Post-207 陳宏毅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適應性智慧型控制法則應用於非線性膜片式氣壓驅動系統控制之研究開發 

Post-208 劉晉奇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層狀複材自行車架之纖維角與疊層設計 

Post-209 洪國永 明志科技大學機電工程研究所 

應用於微投影系統中之分光微鏡面設計及製造方法研究 

Post-210 謝文賓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具肌力輔助及復健效能之穿戴式下肢外骨骼助行器設計(II) 

Post-211 連瑞敬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管理與資訊系 

PC-Based 精密車削系統的研製 

Post-212 郭啟全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非球面鏡快速模具研製與塑膠鏡片射出成型最佳化參數研究 

Post-213 黃柏文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微型鏡頭系統之振動與噪音改善 

Post-214 周卓明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新型超音波馬達之研究 

Post-215 龔皇光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三維及多晶片封裝內不同跨距和高度金線之等偏移勁度設計對策與方法研究 

Post-216 張瑞慶 聖約翰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撓性 CIGS 太陽能電池之殘留應力與附著力研究 

Post-217 李政男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新型具擺動從動件圓織機圓柱凸輪機構之研製 

Post-218 許文政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氣浮載台振動輔助之直驅式放電加工與微放電加工/銑削技術(I) 

Post-219 高文顯 建國科技大學機電光系統研究所 

不同直流功率頻率和底材偏壓的最佳化濺鍍參數在類鑽碳膜鍍層於磨潤性質、超高速微孔鑽削、車削與模

具應用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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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220 林俊鋒 遠東科技大學電腦應用工程系(所) 

鐵電薄膜 PLZT 溶膠凝膠法優化製作與電致雙折射精密量測系統設計之研究 

Post-221 廖德潭 遠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不同型態光學系統的歪斜光路誤差與成像分析 

Post-222 楊錫凱 遠東科技大學自動化控制系 

基於線性矩陣不等式之飽和系統穩定性確保與性能恢復之補償器設計 

Post-223 謝榮發 遠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以齊次座標轉換對球銑刀的設計及研磨之建模 

Post-224 龔傑 遠東科技大學電腦應用工程系(所) 

對以非鎖固定位之板結構承受動態負載之非線性結構動態分析之研究 

Post-225 張世鄉 遠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內含無鹽溶液之非對稱電荷負載平板及圓柱環型微管道內的電動傳輸現象研究：離子尺寸效應 

Post-226 葉佳益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高效能產能元件於聲子晶體之設計與應用 

Post-227 陳清祺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應用耐高溫超音波技術檢測擠出機內熔解與混合過程之研究 

Post-228 吳坤齡 東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結合氣注式導線眼模與磁流體對流於走線式電化學放電加工品質改善之研究(I)(II) 

Post-229 黃仁清 東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以分子動力學結合重力效應與非完全真空環境之奈米多層薄膜沈積模擬模式建構與評估其磨潤特性之研究

Post-230 林群博 僑光科技大學工業工程管理系 

裂縫的磁場穿透性對於裂縫尖端磁場應力影響的研究 

Post-231 蔡宏榮 吳鳳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化學機械研磨之研磨墊在研磨機制、修整模式和終端檢測的探討 

Post-232 黃培堯 吳鳳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軟墊研磨製程接觸界面溫昇探討 

Post-233 譚仲明 吳鳳科技大學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 

子計畫三：牙齒礦物化組織之微觀力學性質的多尺度模擬分析 

Post-234 楊慶彬 桃園創新科技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 

超解析近場光學微影加工術之研究 

Post-235 呂道揆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表面粗糙度幾何型式對 V 形微彎曲成形之摩擦效應影響研究 

Post-236 簡仁德 桃園創新科技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 

高品質多彩外觀模內塗裝轉印成型之研究(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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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237 陳長成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小模數階級齒輪鍛造成形之研究 

Post-238 何惠琳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鎂銅雙金屬熱鍛壓成形性之研究 

Post-239 薛明憲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利用致冷晶片技術改善鼓式煞車散熱效率與煞車力之研究 

Post-240 林憲陽 德霖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科) 

具嵌入式壓電層之翼樑結構用於能量攫取之實驗及數值探討 

Post-241 林文一 德霖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科) 

先進的機構合成方法之開發以及在齒輪五連桿機構路徑生成之應用 

Post-242 林有鎰 德霖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科) 

建立化學機械研磨製程之二維準靜態邊界元素模式研究晶圓表面之不平坦度 

Post-243 沈明河 南開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程系 

半平面三層壓電複合材料與插排之交互作用分析 

Post-244 陳世濃 南開科技大學車輛與機電產業研究所 

任意雙圓異質之複合壓電磁材料與裂縫之壓電磁交互作用分析 

Post-245 卓漢明 南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高分子彈性磁性複合磨料研發與磁力精微拋光技術研究(I) 

Post-246 羅本喆 國防大學機電能源及航太工程學系 

矽通孔(TSV)結構電子構裝之可靠度研究 

Post-247 林聰穎 國防大學機電能源及航太工程學系 

於設計階段鏡頭模組可製造性與公差之研究 

Post-248 侯光煦 國防大學動力及系統工程學系 

脈衝電鑄 Ni-Mo-奈米陶瓷複合鍍膜之製程發展及耐溫磨耗研究 

Post-249 鄧世剛 國防大學動力及系統工程學系 

以機構與結構耦合暫態分析探討步槍機構關鍵零組件之壽期研究-以國造 T91 步槍為例 

Post-250 陳鎮憲 陸軍專科學校車輛工程科 

子計畫三：磁流體靜壓頸軸承之潤滑特性探討 T 

Post-251 李新民 陸軍專科學校機械工程科 

使用多孔性竹炭運用於研磨拋光製程之技術開發與可行性研究 

Post-252 李俊宏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雷射微投影機掃描面鏡動態反應之研究 

Post-253 黃國政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熱破裂/超音波輔助雷射剝蝕模式之開發與儀控系統平台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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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力學門壁報論文（二）  時間：（12/7） 14：00 – 17：00  地點：  理工長廊 
 

Post-254 許巍耀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氣動式流體噴射拋光參數研究與系統開發 

Post-255 謝金源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基於分子動力學探究膜上胜肽與蛋白之聚集行為 

Post-256 馬劍清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壓電板殼元件三維面內及面外耦合的動態特性分析及量測 

Post-257 吳政忠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結合矽基聲子晶體之微機電板波共振器研製 

Post-258 陳振山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受單向拘束大變形樑的振動 

Post-259 陳復國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包辛格效應對板金成形回彈影響之研究 

Post-260 廖運炫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微切削鈦合金之研究 

Post-261 江國寧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電力模組封裝結構之可靠度、散熱與電子遷移效應分析 

Post-262 左培倫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超聲振動在化學機械拋光上之研究 

Post-263 方維倫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總計畫: 類紙式軟性觸控顯示器之研發 

Post-264 方維倫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一：軟性奈米結構之顯示、觸控模組設計與製作測試 

Post-265 蕭德瑛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填充式液態透鏡與撓性影像感測膜之整合研究與產品化設計 

Post-266 陳榮順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三：軟性觸覺感測陣列開發與觸控顯示模組之系統整合 

Post-267 劉承賢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仿免疫系統發炎反應之微流體暨細胞光電操控生醫晶片研發 

Post-268 葉孟考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四：類紙式軟性觸控顯示器結構之可靠度分析與設計 

Post-269 陳定宇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結構拓樸最佳化設計變數懲罰和網格產生的新方法 

Post-270 呂宗熙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對焦用音圈馬達之創意設計與定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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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271 趙如蘋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所） 

子計畫二：液態晶體奈米配向及軟式顯示器之組裝及光學性質研究 

Post-272 陳仁浩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多層膜共擠出製程的模內材料變形與流動行為探討 

Post-273 林志光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金屬連接板潛變與熱機疲勞性質研究 

Post-274 鄭銘章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鎳基減摩複合熔射塗層之耐蝕性與耐磨性研究 

Post-275 蔡得民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創新性共軛凸輪驅動引擎之設計與製造 

Post-276 光灼華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變惰矩飛輪用於高速凸輪機構系統之殘振抑制 

Post-277 羅裕龍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新型偏極光學檢測系統於異向光學材料與生醫組織之研究 

Post-278 鍾震桂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新式複合式脈衝法於室溫環境製備多孔性陽極氧化鋁技術研究與應用 

Post-279 林昌進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使用光程差在光學系統的靈敏度分析與裕度分配 

Post-280 李旺龍 國立成功大學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 

軟彈液動潤滑-生物軟組織潤滑的理論及數值研究 

Post-281 顏鴻森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整合齒輪傳動機構與永磁旋轉電機之創新設計理論與開發研究 

Post-282 陳聯文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新型聲學超常材料應用於雙曲透鏡及波導之設計與分析 

Post-283 陳聯文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光子晶體表面波現象於耦合器應用之研究 

Post-284 馮展華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戟齒輪雙面雙創成切削法理論推導與分析 

Post-285 黃緒哲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兩軸精密壓電定位平台之適應性控制研究 

Post-286 黃世欽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智慧型週期振動吸振器(PVA)之分析與設計 

Post-287 黃佑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總計畫: 金屬微成形製程分析及其應用 

  

-26-



國家科學委員會 工程處 100 年度 
機械固力、能源、熱流學門成果發表會 

101 年 12 月 7-8 日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系 

固力學門壁報論文（二）  時間：（12/7） 14：00 – 17：00  地點：  理工長廊 
 

Post-288 黃佑民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子計畫一：超音波輔助加工於金屬微成形製程之研究 

Post-289 向四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鎂合金產品之金屬成形實驗與模擬分析之探討 

Post-290 林榮慶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使用原子力顯微鏡切削藍寶石奈米級 V 型槽研究及藍寶石 V 型槽結構對 LED 光強度影響分析 

Post-291 羅斯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油/水乳化液潤滑之鈑金滾軋製程分析 

Post-292 黃順發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磁性材料於特殊溝渠的濺鍍與分子動力學模擬 

Post-293 曾世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多材質具微特徵薄肉複合射出成型製程特性及成品品質研究 

Post-294 楊哲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楔形體導波於具缺陷楔形體之波傳行為探討及其在刀具缺陷檢測之應用研究 

Post-295 郭桂林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所） 

複合式無段變速系統(H-CVT)應用於油電混合動力機車之技術研究 

Post-296 林恆勝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子計畫三：微旋鍛成形分析與製程應用之研究 

Post-297 許坤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脈動式無段變速器之研製 

Post-298 張朝誠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子計畫二：純銅微擠製製程及其應用之研究 

Post-299 陳聰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子計畫四：金屬薄板矩形材微拉/引伸製程之研究 

Post-300 蔡慧駿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應用有限元素頻域分析探討多孔結構或多孔介質與多孔介質耦合之脈衝響應 

Post-301 劉顯光 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以混合模式雙懸臂樑機構進行液體中薄膜破裂韌性及疲勞測試 

Post-302 黃錦煌 逢甲大學工學院 

高功率中小型揚聲器之設計與分析 

Post-303 鄧作樑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發泡棉內結構複合式車體材料之研製 

Post-304 蔡明義 長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高效率高可靠度高亮度 LED 覆晶構裝體與其模組之開發—機熱光之分析設計與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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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系 

Post-306 謝金源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以分子動力學研究鎳金屬的機械性質 

Post-307 黃進光 龍華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高溫無鹵電線之披覆塑膠複材開發研究 

Post-308 蔡穎堅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微探針加工技術之研究 

Post-309 林炎成 南開科技大學車輛與機電產業研究所 

磨粒噴射輔助氣中放電加工技術對表面精修改質效果之研究 

Post-310 陳達仁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多自由度重力平衡機構之設計與應用 

Post-311 陳復國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先進高強度鋼板沖壓成形之研究 

Post-312 周元昉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壓電超晶格的電磁幅射與應用 

Post-313 廖運炫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智能化線切割機技術之研究 

Post-314 葉銘泉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奈米碳管/奈米複合材料薄型導電雙極板之備製及其性質研究 

Post-315 王偉中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背光模組不同溫濕工作條件下之平面外位移場檢測暨最佳化分析 

Post-316 王偉中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TFT-LCD 玻璃基板殘留應力與 Mura 現象之光測力學探討 

Post-317 方維倫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二：二維感測與刺激晶片模組 

Post-318 陳文華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一先進固態熱容法及其於固態奈米材料物性熱效應之研究 

Post-319 陳文華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應用液滴表面張力於微晶粒自我對位與微液透鏡成形之研究 

Post-320 陳榮順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三：昆蟲刺激與行為監測平台之控制與系統自動化 

Post-321 賀陳弘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一：於昆蟲行為訓練及測試平台上進行多重刺激源模組技術開發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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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322 洪紹剛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即時奈米攝影機之設計與研究 

Post-323 顏炳華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彈性複合磨料的研發及其於晶圓再生上的應用 

Post-324 朱訓鵬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以密度泛函及分子力學理論研究不同尺寸之金與金銀合金奈米團簇結構及其對一氧化碳和一氧化氮分子氧

化反應之催化機制 

Post-325 蘇演良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不同底材表面粗糙度與鍍膜厚度對添加金屬元素(Ti, Zr)之類鑽碳及陶瓷次微米薄膜機械及磨潤性質之影響

Post-326 鍾震桂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表面張力驅動高黏度流體之微型檢測晶片設計、製作與應用 

Post-327 羅裕龍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新型無孔徑式近場光學顯微鏡信號改良之研發與設計 

Post-328 陳鐵城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奈米碳管在幾何變化與摻雜效應下之電性結構與場發特性之研究 

Post-329 黃聖杰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以鋁鎳合金箔為基礎的模具快速加熱與冷卻技術 

Post-330 劉德騏 國立中正大學精密模具研究中心 

電子封裝無鉛銲錫接點之高速剪向衝擊實驗發展與抗撞分析之研究 

Post-331 姚宏宗 國立中正大學精密模具研究中心 

以力回饋機構開發真實力模擬之人工植牙教育訓練模擬系統 

Post-332 趙修武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子計畫二：複合綠色成型製程具移動介面流動模擬分析研究 

Post-333 馮榮豐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全電式射出成型機肘節機構之多目標最佳化設計、動態系統即時鑑別與精密運動節能控制 

Post-334 康淵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工具機導軌表面被覆奈米鑽石及陶瓷粉體磨潤特性分析 

Post-335 鍾文仁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總計畫: 高外觀品質節能/節料/跨製程綠色成型與模具技術之研究 

Post-336 鍾文仁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三：節能/節料複合綠色成型模具冷卻系統的優化設計研究 

Post-337 陳夏宗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一：高外觀品質之複合綠色成型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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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338 亞歷山大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前瞻塑性應變梯度理論應用於微觀金屬成型之分析 

Post-339 陳道星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不同含銅量之 Al-Sc-Zr 合金的動態塑性變形行為與顯微結構分析 

Post-340 管金談 南開科技大學車輛與機電產業研究所 

銀髮族福祉行動載具之整合研發計畫 

Post-341 蔡穎堅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人類膝關節與其假體之工程分析與研製計畫 

Post-342 張元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應用奈米壓印及轉印技術製作奈米碳管薄膜之溫度感測器於軟性基板(2/2) 

Post-343 吳乾埼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介尺度三維量測之光纖探針式探頭光學感測技術(2/2) 

Post-344 廖洺漢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奈米級應力的探討以及其對於電子元件的應用最佳化 

Post-345 康仲豪 國立臺南大學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 

在行為限制條件下具殘留軸曲齒輪轉子系統之修正 

Post-346 黃育熙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壓電能量擷取系統之單層與多層壓電材料以電極設計與電極連接模式於實驗量測、數值計算與理論解析

Post-347 林宗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利用微透鏡光罩與近接曝光於微探針陣列成型技術研究 

Post-348 郭進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微創手術並聯式全解耦機器人之構造合成與運動分析 

Post-349 鍾俊輝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晶圓基板製程中線鋸切割之模擬及改進 

Post-350 李昌駿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使用矽穿孔技術接合三維晶片之封裝結構翹曲行為研究與可靠度分析 

Post-351 孫嘉宏 長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以聲子晶體做為高效率表面聲波反射柵之研製 

Post-352 鄭文雅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封閉泡沫材料力學行為之實驗及數值模擬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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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353 陳怡呈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修整形曲線齒輪對負載下齒面接觸分析與單齒腹測試 

Post-354 李泉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細胞在凝膠物質上之作用力-化學趨向性及貼附之研究 

Post-355 吳美玲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快速評估熱負載下之模擬與測試無鉛錫球閘陣列封裝之疲勞壽命與可靠度分析 

Post-356 魏伯任 國立成功大學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 

應用奈米壓痕技術量取牙齒微結構應力應變函數 

Post-357 田思齊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二自由度壓電平台之動力偶合效應補償 

Post-358 楊智媖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主動式防摔機構設計與控制器實現(II) 

Post-359 施博仁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敲觸式原子力顯微鏡在液體中振動研析 

Post-360 許進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具二維週期機械振盪子陣列之聲子晶體板波頻溝之分析與實驗 

Post-361 吳益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磁性諧波齒輪減速機之設計理論與創新開發研究 

Post-362 余致賢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可發電儲能之半主動式避震系統開發 

Post-363 曾光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研究所 

抗菌不銹鋼活性氬銲技術研究 

Post-364 吳育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齒形鏈傳動系統之動態嚙合衝擊分析模型與試驗平台之建立 

Post-365 江卓培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 

應變硬化誘發晶粒再細化效應在微 V 型槽壓鍛成形之成型性研究 

Post-366 蔡忠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利用成像位姿變化理論設計與分析六自由度光學量測系統 

Post-367 魏進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 

高速滾珠螺桿壽命分析與實驗驗證 

Post-368 毛彥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設計工程系 

自動補償氣簧式自調避震器之研究 

  

-31-



國家科學委員會 工程處 100 年度 
機械固力、能源、熱流學門成果發表會 

101 年 12 月 7-8 日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系 

固力學門壁報論文（二）  時間：（12/7） 14：00 – 17：00  地點：  理工長廊 
 

Post-369 黃自貴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設計工程系 

石英振盪器之溫度效應分析 

Post-370 林明宗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設計工程系 

多軸工具機動態與幾何誤差之誤差分析與補償 

Post-371 徐炯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 

可撓性光學透明薄膜基板結構於大撓曲下之特性研究 

Post-372 鄭宗杰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應用於次世代電子束微影之電子場發射模組製作與研究 

Post-373 林銘福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含螺旋槽橢圓刃球端銑刀的研磨數學模式之研究(II) 

Post-374 蔡立仁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類軟骨材料的動態摩擦特性研究(II) 

Post-375 許兆民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SAC305 錫球銲料拉力與剪力型潛變實驗之研究 

Post-376 張高華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垂直探針卡對錫鉛凸塊晶圓針測行為之研究 

Post-377 陳道星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含鈦鋁之鈷基超合金在不同溫度及應變速率下的動態塑變行為與顯微結構分析 

Post-378 林香君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奈米壓印製程機械與熱變形之數值研究與製程參數最佳化(II) 

Post-379 洪榮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超音波振動於微擠製成形之研究(III) 

Post-380 蔡明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研製 18 吋晶圓化學機械拋光所需之鑽石修整器 

Post-381 劉承揚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奈米級表面粗糙度之三維偏振散射光量測技術 

Post-382 翁輝竹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二：磁流體靜壓軸承之材料製備與性質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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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383 林建宏 中國文化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發展週期性奈米轉印模仁技術於表面電漿子結構特性之研究 

Post-384 朱力民 義守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表面力效應在粗糙接觸表面之擠壓薄膜彈液動潤滑問題研究 

Post-385 洪芝青 樹德科技大學生活產品設計系 

LED 混光燈具之機構設計與開發 

Post-386 翁永進 開南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創新型磁性皮帶滾壓系統設計開發與微奈米結構圖案複製壓印製程研究 

Post-387 劉建緯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資訊管理科 

應用田口法於單髁人工膝關節置換術參數選擇之研究 

Post-388 劉福興 龍華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生醫金屬骨骼支架模型製造技術之研究 

Post-389 李聯旺 龍華科技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 

氣壓人工肌肉基礎之隔振平台設計與分析及其在主動振動控制之應用 

Post-390 朱承軒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可攜式相位解析光學氧氣感測器之研究 

Post-391 蔡逢哲 嶺東科技大學科技商品設計系 

複合磨料噴射拋光技術對於不同材質表面精修效果之研究(I) 

Post-392 陳權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以平行分子動力學與密度泛函理論研究鎳鉭塊材金屬玻璃形成機制與機械性質 

Post-393 李明輝 陸軍軍官學校土木工程系 

模糊輸入估測法結合 LQG 於樑-旋轉機器結構系統主動式振動控制之研究 

Post-394 林玄良 陸軍專科學校車輛工程科 

先進 MIG 銲接製程應用於汽車鋁合金車體結構之可行性研究 

Post-395 彭德興 陸軍專科學校車輛工程科 

工具機導軌被覆陶瓷薄膜磨潤特性研究 

Post-396 盧建銘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多功能碳奈米線材與非晶態金屬氧化物之力學、熱學、電性之耦合效應探討 

Post-397 陳順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所） 

低成本超精密加工機開發與晶圓級光學模具陣列製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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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398 蔡宏營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子計畫四：多重動態影像即時擷取系統製作與分析 

Post-399 林派臣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表面處理後鋁合金摩擦攪拌點銲(FSSW)之製程開發與破壞分析 

Post-400 曾世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永續環保可重複使用之醫療注射器跨領域創新設計與研製 

Post-401 宋仁群 高苑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所） 

新的個人隨身電動摺疊自行車研製 

Post-402 薛明憲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機車太陽能殺菌散熱座墊 

Post-403 林明泉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光源組 

自製超導高頻共振腔模組先期研發 

Post-404 蔡宏營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生質能應用之擬球藻破壁力學模型建立與微觀破壞研究 

Post-405 林明澤 國立中興大學精密工程學研究所 

新穎奈米晶系薄膜材料之晶界遷移彈塑變能量內耗與週期及溫度潛變機制之研究 

Post-406 潘正堂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指叉式近場電紡 PVDF 用於生物自電式感測 

Post-407 陳國聲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薄膜機械疲勞之介面特性與壓痕行為之分析與實驗研究 

Post-408 詹魁元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實際工程設計問題之可靠度改善方針探討 

Post-409 李旺龍 國立成功大學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 

含非等向邊界滑移的潤滑理論 

Post-410 張復瑜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以飛秒雷射及奈米轉印技術開發血管支架 

Post-411 江家慶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具週期結構之長週期光纖光柵感測器研製及應用 

Post-412 李宗乙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蒸氣流場下橢圓管之電磁熱彈耦合行為力學分析 

  

-34-



國家科學委員會 工程處 100 年度 
機械固力、能源、熱流學門成果發表會 

101 年 12 月 7-8 日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系 

固力學門壁報論文（二）  時間：（12/7） 14：00 – 17：00  地點：  理工長廊 
 

Post-413 林肇民 吳鳳科技大學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 

異方性導電膜之複材特性對面板構裝良率、接合強度及缺陷的影響分析(II) 

Post-414 鄭友仁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以彈塑性機制探討薄板之壓力相依的降伏行為之研究 

Post-415 黃崧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高強度奈米結構銅、銅合金之功能性特性的研究 

Post-416 趙振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台俄國合計畫：利用分段導數黏彈模型分析人體肌骨力學系統之衝擊反應 

Post-417 黃永茂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金屬成形及衝擊荷重下由次缺陷導致之奈米結構次表層之剝離形成及特性 

Post-418 馬劍清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熱聲耦合非均質材料之彈性應力波傳的模擬分析與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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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工程處   能源學門成果發表會議程 
 

時間 
(12 月 7 日) 

學術研討會活動 
地點 

(中山大學) 

10:30~12:00 

能源學門專題演講 (I) 
(30 min，含 Q&A ) 

演講者：陳炳輝 教授 
題目：模組化微流道晶片的開發與應用 

圖資大樓 1107 室 

能源學門專題演講 (II) 
(30 min，含 Q&A ) 

演講者：洪哲文 教授 
題目：Multiscale Simulation and Design of Hybrid 

Photoelectrochemical Enzymatic Biofuel Cell 
(混成光電化學酵素生物燃料電池多尺度模擬與設計)

能源學門專題演講 (Ⅲ) 
(30 min，含 Q&A ) 

演講者：顏維謀 教授 
題目：Optimal Flow Field Design of PEM Fuel Cells 

(PEM 燃料電池流場設計之優化) 

12:00~13:00 午餐(便當)  

13:30~15:00 
能源學門規劃論壇 

洪振義 教授 等 

國際會議廳 

(圖資大樓 11 樓) 

15:00~15:30 茶敘、點心  

15:30~17:00 
能源學門座談 

(含新進人員相關計畫申請撰寫等事宜說明) 

學門召集人︰謝曉星 教授 
圖資大樓 1107 室 

備註 能源學門成果發表以海報方式張貼於圖資大樓 1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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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固力、能源、熱流學門成果發表會 

101 年 12 月 7-8 日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系 

能源學門壁報論文  時間：（12/7） 9：00 – (12/8) 12：00  地點：圖資大樓 11F 

計畫主持人 機關名稱 

         牛寰 國立清華大學  原子科學發展中心 

離子微射束生物細胞照射系統建立 

王士賓 黎明技術學院/創意產品設計系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堆性能最佳化與操作參數之選擇 

王怡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功能性複合膜的製備及其應用於質子交換膜可行評估 

王東安 國立中興大學  精密工程學研究所 

          基於卡爾曼旋渦道中之壓力波動的小型風力發電機的設計、製作與特性分析 

王金燦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微生物燃料電池槽體優化與電性改善研究 

王欽戊 國立中正大學  光機電整合工程研究所 

          結合快速儲能與電池管理系統之堆疊式壓電發電模組的創意設計、製作與應用 

王榮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所) 

LED 微發電均溫板元件之研製 

王曉剛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建築物節能與集熱以加強 OTEC/ORC 溫水池溫度之應用 

王錫福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氣膠沉積法製備中溫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電解質膜層 

艾和昌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金屬複層板太陽電池模組之戶外操作特性研究 

何志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應用於海洋船舶之鍍膜技術研製矽基熱電發電裝置 

何國賢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導電性聚合物作為氫能燃料電池電極材料的應用研究 

吳玉娟 台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中溫型 LaGaO3 基電解質材料內部缺陷結構與電性之關聯性研究 

吳玉祥 中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特殊導電高分子包覆奈米矽/石墨複合材料之動力鋰電池負極材料研究 

吳春生 康寧大學   休閒資源暨綠色產業學系 

結合微生物燃料電池提升微藻之生長速率及含油率並控 制其脂肪酸成分 

李志堅 台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濕式製程之高效率單層白光有機電致發光之開發及其元件物理和機制之研究 

李志源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探討微生物燃料電池之內電阻與分佈：試驗與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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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亞偉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機電能源及航太工程學系 

高功率電子裝置複合式熱管理技術研究 

李宜穆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結合 P 型電洞傳輸層金屬離子摻雜與介面熱退火技術對固態染敏太陽電池特性之研究 

李明三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電極中水的產生、移動、分布與排除 （2/2） 

李春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鍍微奈米鎳基合金之高效能電解製氫研究 

李昭德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離子源輔助全固態電致變色元件開發 

李國興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糖蜜廢液與紡織褪漿廢水合併醱酵產氫之研究 

李順晴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風能與太陽輻射能獨立與混合發電系統的實驗分析與數值模擬(I) 

李興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天文學式通用型追日系統之研發 

沈君洋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一種渦捲型式熱交換器之熱傳性能之探討 

沈昌宏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以濺鍍及低溫無毒硒化法研製可撓式硒銅銦鎵(CIGS)薄膜太陽能電池 

林大偉 國立臺南大學 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 

整合實驗、模擬及最佳化法之壓電型熱管發電機最佳化設計 

林岳輝 高苑科技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系 

連續式催化裂解廢塑膠及回收廢機油混合物生成再生油品能源之研究(II) 

林怡利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生質物烘燒技術的開發與應用 

林強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壓水式反應器自動化多週期燃料循環設計之研究 

林顯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可發電葉片應用於混合式垂直軸風力發電系統的數值、原型製造與實驗之整合研究(II) 

邱青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學系 

可攜式直接甲醇燃料電池製作及效能分析 

邱亦鵬 國立台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微結構太陽能電池元件的模擬分析之發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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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昱仁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直接甲醇燃料電池半實驗模型之過電位分析暨其效能衰減之探討 

邱漢傑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含細微流道液冷散熱器之沸騰研究 

邱德威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K2NiF4 型材料鎳酸鑭之製備及應用於中溫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陰極之研究 

金大仁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複合材料三明治風力葉片之損傷識別與完整性研究 

施純寬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沸水式核能電廠穩定性頻域分析程式 LAPUR6 之引進與應用 

施聖洋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前瞻高壓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實作量測及其與微氣渦輪機 複合發電系統之整合評估 

洪祖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 

應用於低焓熱源轉換動力之有機朗肯循環原型機系統之最佳化設計與開發研究 

洪崇軒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複合 p-n 二極體可見光感觸媒之陽光氫能生成系統研發與反應機制探討(2/2) 

洪逸明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中溫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金屬連接板 Cr 元素對陰極電極毒化機制之探討及其對單電池衰退率之影響

胡家勝 國立臺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前驅式電動車之建構與循跡控制實現 

孫明宗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具自動變節距角機構之小型風力機葉片應力分析與長期系統性能評估 

徐子圭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飛機工程系 

由垂直式風機啟動行程之紊流場動態模擬探討其流固耦合模式建立與驗證(II) 

徐樁樑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空間電力運轉參數感測模組與智慧電表設計製作之研究 

袁平 黎明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重組反應及水氣反應對具有非均勻入口流率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的性能影響 

高少谷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硬體共用之分散式智慧型再生能源最大功率追蹤晶片研製 

張天立 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科技學系 

有序式奈/微米結構之高亮度發光二極體技術開發 

張自恭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鈀奈米線之結構、力學、熱學、電性與催化性質之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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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彬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 

應用於太陽能照明之智慧型複合電池充電控制器研製 

張敏興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電紡奈米纖維製作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觸媒層技術研發與性能測試分析 

張舜長 大葉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電動機車省能與診斷管理技術之發展與研製 

張寬裕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暨研究所 

基於 T-S 模糊方法在範數約束下設計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之 LMI 追蹤控制器 

章哲寰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細微流道散熱特性之研析 

章學賢 景文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應用小波轉換於智慧電表非侵入式電能監測系統特徵萃取之研究 

許春耀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系 

蒸鍍法沉積金屬前驅層(CIG)及硒化製備太陽能薄膜(CIGS) 光吸收層之研究 

郭東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無添加黏結劑的 CIGSe 與 CIGSSe 網印製程與太陽能電池製作之研究 

郭俊賢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以田口方法進行可彎曲燃料電池之最佳化設計 

郭春寶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輪胎裂解生質油在柴油引擎排放氣體組成與油噴霧燃燒之特性關係之研究 

陳又立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太陽能史特林引擎之有限時間熱力學最大功率之理論與實驗研究 

陳永松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模擬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之溫度分佈 

陳奇夆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高效率動態控制節能顯示器背光模組 

陳昇暉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以光學能隙工程提升非(微)晶矽薄膜太陽能電池效率 

陳炎洲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系 

甲醇重組產氫之觸媒燃燒器性能研究 

陳振正 大仁科技大學  環境管理研究所 

兩階段混合營培養微藻結合生物反應器產製生質柴油之研究(2/2) 

陳斌豪 遠東科技大學  能源應用工程系 

奈米晶粒尺寸效應對氫原子於儲氫材料內擴散機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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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發林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 

臺灣低碳能源結構可能組合分析研究 

陳瑞堂 南臺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暨研究所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模組活化與染料更新升級研究 

陳維新 國立台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蒸汽重組及自熱重組於微波環境中氫氣生成及熱特性之研究 

陳增源 淡江大學  航太工程學系 

具翼緣擴散外罩多葉片水平軸式小型風力發電機之研發 

喻冀平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基板偏壓對射頻磁控濺鍍奈米結構氮化鈦鋯薄膜性質之影響 

曾重仁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600 W 金屬發泡材燃料電池組研發 

曾聖有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具尖端負載調節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研製 

黃秉鈞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系 

零能建築之熱性能分析與節能控制技術研究 

黃炳准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CsH2PO4 固態酸質子導體燃料電池之研究 

黃崇能 國立台南大學  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 

  以穩定風力發電輸出為目的整合可變速風力機、飛輪儲能系統與可調式電池系統之協調控制技術 

黃琮暉 遠東科技大學    自動化控制系 

以追日系統為基礎之智慧型充電技術暨系統晶片化實現之研究 

黃裕培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整合超級電容於高聚光型太陽能系統以提高發電穩定度之研究 

楊天祥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金屬氫化物儲氫系統之熱流分析：系統設計與操作參數優化研究 

楊立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綠色能源工程研究所 

液相燒結硒化物形成銅銦鎵硒 Cu(InGa)Se2 化合物薄膜之研究 

楊重光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製備高效能ㄧ維奈米陣列((CuIn)xZn2(1-x)S2)光觸媒進行 CO2 轉換甲醇之研究 

楊授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合成氣於移動顆粒床中的燃燒現象 

楊進丁 聖約翰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熱線表面沉積對奈米磁性流體熱傳導係數量測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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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儒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大型太陽能熱水系統儲熱槽之設計參數研究 

萬傑豪 明道大學 光電暨能源工程學系 

含奈米觸媒自組裝膜改善 DMFC 甲醇竄透與性能之研究 

葉秉慧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氮化銦鎵太陽能電池材料與元件之研製(II) 

廖國清 和春技術學院  電機系 

求解智慧型微型電網環保經濟調度問題-應用新的進化演算法 

管衍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整合微幫浦與微感測器之輕量化直接甲醇燃料電池的研發 

劉日新 國立中山大學  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以熱電奈米粉體改質之奈米碳管紙之熱電能源轉換研究 

潘  欽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微流道雙相循環迴路之研究 

蔡尤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以多參數統計分析作為建築能源系統效率診斷之研究 

蔡成章 遠東科技大學    能源應用工程學系 

利用固體超酸及鹼觸媒兩步催化棕櫚油泥漿製備生質柴油之技術開發 

蔡定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無電鍍共析鍍製備三元鈀合金複合膜之氫氣選透性能研究 

蔡明堂 正修科技大學電機系 

在碳交易市場中碳價格預測之研究 

蔡政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具柔性切換返馳式轉換器應用在電動機車鉛酸電池均勻充電與擾動之研究 

蔡國隆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所） 

矩型通道中三角翼型渦漩產生器對方型針狀式散熱器之熱流特性探討 

蔡博章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綠建築商用辦公室整合一兩級橢圓槽狀太陽能電池集光器 (TTCSPV/T)與鑲嵌薄膜太陽能板玻璃

(PVVentilated Glazing)通風窗戶雙創新技術之能源效率研究 

蔡耀文 大葉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磷酸鋰鐵電池之管理系統與複合電動車輛之技術發展 

鄭光煒 長庚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非真空法製備 I-III-VI 族粉體與光電池製備 

鄭泗東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風力發電系統強健控制與性能監測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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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建星 遠東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微波加熱製備多孔性二氧化矽抗反射膜 

黎明富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基於無線感測與電力線通訊之建築物內小型智慧電網之實現 

賴維祥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高溫型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堆設計及分析之研究 

謝承道 崑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整合 Wigner 分布與 Gabor 轉換於電力品質信號之分析 

謝明君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可應用於各種輕型電動載具動能回收系統之研究 

謝曉星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不同堆疊方式之微型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組、雙極板電流密度分佈、水氣分佈與性能分析 

鍾德元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以光激發光檢測太陽能電池特性 

鐘臧棟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氣化爐/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複合系統可用能分析 

簡良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學系 

空調冷凝水熱能回收裝置之熱質傳研究 

顏維謀 國立台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堆之動態特性實驗及數值研究 

顏維謀 國立台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ABPBI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備製、局部電流密度量測及數值分析 

蘇艾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系 

高機動產氫系統 

鐘志忠 國立交通大學防災與水環境研究中心 

時域反射法於太陽能版檢測技術研發 

李文興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應用太陽能煙囪效應於太陽光電板冷卻之研究 (II) 

洪哲文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混成光電化學酵素生物燃料電池研究 

張惠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探討在綠色製程下以不同奈米粉體強化光可聚合樹脂應用 於自動化電子構裝熱性質之研究 

鄭錦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應用於高效率薄型化單晶矽太陽能電池之低翹曲鋁膠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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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于凱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以電化學法製備應用於有機太陽能電池之奈米導電薄膜與分析 

傅佑璋 萬能科技大學生物技術系 

應用於滲透蒸發分離乙醇/水溶液之耐有機溶劑暨高溫操作薄膜之研究 

歐珍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石墨烯軟性高分子太陽能電池之研究 

鄧敦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奈米車用冷卻液的開發、特性分析與應用研究 

李元榮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建築鍊結圖應用在建築太陽能與風力系統之建構與模擬 

吳友平 國立宜蘭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運用氫氧自由基於製造生質柴油之探討 

蕭育仁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奈米元件實驗室 

以共蒸鍍法研製銅基四元素薄膜太陽能電池 

王行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材料科技研究所 

太陽能模組外殼上具耐水性及耐衝擊性抗反射膜之研究 

王明文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建構具多功能與可調變性之介電泳整合性晶片平台研究以全血中受二價鉛汙染細胞直接分離為例 

白益豪 國立東華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奈米複合觸媒製備與光電化學特性研究及其於均一化再生式燃料電池之應用 

吳茂松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電化學法製備透明性二氧化鈦柰米結構薄膜用於提升染料敏化型太陽能電池之光電特性 

李志良 德霖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四流道旋轉式熱交換器流體夾帶現象之探討及其熱性能最佳化分析 

周榮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設計工程系 

節能多功能型微生物固態發酵反應器之整合研究 

周懷樸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核輻射量測系統數位化研究 

林正乾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鋰鐵磷電池組充電與電芯平衡設備開發 

胡凡勳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發光二極體晶片電熱光耦合效應研究及壽命評估分析 

苗志銘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小型垂直軸風力發電機葉片組排列間距對輸出效率之優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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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金城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具氣體擴散電極之微流體燃料電池的氣泡排除及性能提升之研究 

馬小康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無閥壓電式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堆系統之研究 

馬德明 淡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太陽能動力無人飛機研製與試飛 

張嘉修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建構一套能轉換二氧化碳為生質柴油料源之微藻生質能源系統 

張錦裕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渦流產生器增強技術應用於矩形鰭管式熱交換器之三維熱值傳分析及最佳化性能研究(2/2) 

莊德豐 美和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污水生物處理系統微生物發電之模式建立與相關性分析 

郭振坤 國立台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系統熱回收模擬與控制研究 

陳志臣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LED 晶片熱電耦合效應設計分析 

黃介辰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所） 

生質丁醇：以合成生物學基因重組技術建構同步醣化醱酵菌種及程序 

黃博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所) 

追日聚光式太陽能光纖照明系統 

楊勝源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主動式模組化資訊交換與智慧型節能處理多重代理人系統之研發 II 

蔡健雄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聚光型太陽能電池內流體不對稱性流場之研究 

薛丁仁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以共蒸鍍法研製高效率無鎘可撓式銅銦鎵硒薄膜太陽能電池 

王興華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液態油料之噴霧燃燒 

蘇培珍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微型低溫薄膜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之研究 

朱明輝 東南科技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流量與壓力混合控制應用於節能電液負載感測系統 

吳春淵 東南科技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RF 磁控濺鍍沉積 GZO 薄膜於 PET 之光、電與機械性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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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清松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所） 

新型液體冷卻與蒸氣壓縮循環混合電子冷卻散熱系統之研發(I) : 

結合奈米科技提升液體冷卻式熱交換器效能之電子散熱系統 

林百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所） 

柴油引擎使用甲醇-水電漿重組器產生之氫氣-廢食用油-FT 燃料之混合燃料 

對引擎性能、油耗及廢氣排放的影響 

林欽裕 逢甲大學自動控制工程學系（所） 

智慧型先決控制法則應用於負載下溫濕度控制之研究 

姜真秀 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再生能源微電網之強健最佳化 

柯明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所） 

大型空調水路系統最佳化運轉動態模擬分析程序之建立與節能效益量測驗證(I) 

徐永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磁控濺鍍法製備氧化鉍基電解質薄膜及其特性之研究 

陳清江 義守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利用地下水氡作為受非水相液體污染含水層分配示蹤劑之研究與應用 

趙豫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有機高分子研究所 

可撓式氧化銦錫導電光學膜之低溫製程 

鍾雅健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旋轉力矩平衡式液體特性量測裝置之研究 

許寶東 樹德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以逆向法與灰色馬爾可夫模型臆測與預測非傅立葉熱傳導熱源問題 

趙中興 大華技術學院電機工程系 

控制與管理技術應用於鎂合金廢料製氫之研究 

薛康琳 國立聯合大學能源工程學系 

釩氧化-還原電池之隔離膜材料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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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主持人 機關名稱 

Post-001 劉政湖 建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工業用外環旋轉式氣磁浮混合軸承性能之研究 

Post-002 胡海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系暨研究所 

微渠道內具有平行微溝槽之對流熱傳與流體動力分析 

Post-003 李進得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電子工程系 

加熱段入口截面形狀設計對雙相熱虹吸管迴路操作特性之影響 

Post-004 李雨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含電雙層效應的廣義介電泳理論及實驗驗證 

Post-005 曾憲正 崑山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低雜訊放大器與超晶格雷射散熱構裝結構設計與研製 

Post-006 洪健中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定點照護型式微流體平台研發及與麻醉藥感測器之整合 

Post-007 駱文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奈米陣列管道微流體燃料電池的發電效率分析 

Post-008 石心怡 長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瑞士卷復熱器熱傳增強之性能設計分析與測試 

Post-009 陳志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 

連續流體 DNA 複製與電化學檢測晶片系統之研發 

Post-010 周德明 遠東科技大學電腦應用工程系(所) 

以田口法應用在水冷式 CPU 散熱座熱傳增強設計之研究 

Post-011 劉國基 遠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複層介質受脈衝加熱的非線性雙相延遲行為研究 

Post-012 林育才 元智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震盪型熱管之非均勻流道性能研究 

Post-013 侯順雄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使用預混火焰燃燒合成新穎奈米碳結構 

Post-014 許智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渦輪機轉子動葉片之流體自激顫振及強制響應研究 

Post-015 陳志臣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液滴於水平表面遷移行為之研究 

Post-016 鄭善仁 陸軍專科學校動力機械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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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仿生型流道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輸出效率之優化設計 

Post-017 傅龍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研究所 

快速微流體檢測晶片系統於甲醇/乙醇檢測之研究 

Post-018 洪振益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生質物經焙燒後與煤炭共氣化現象之數值模擬 

Post-019 李雄略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皮膚燙傷等級之診斷參數研究 

Post-020 汪正祺 遠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氣體浮環軸承系統之分析與控制 

Post-021 曹嘉文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新型微流體分離-質譜分析晶片 (uS-MS chip) 之研究與開發(2/2) 

Post-022 王金樹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電整合研究所 

可調控飲水機溫水溫度之板式熱交換器設計與製造 

Post-023 王逸君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液膜動力學之實驗研究及其在溴化鋰吸收式冷凍系統之應用 

Post-024 鄭鴻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所） 

紅外線冷凍真空乾燥的昇華現象數值模擬研究 

Post-025 范士岡 國立交通大學奈米科技研究所 

微奈米顆粒串電子紙(3/3) 

Post-026 林昭仁 桃園創新科技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 

非牛頓流變與外部磁場之耦合效應對於偶應力電導流體潤滑曲面圓板間薄膜擠壓性能之影響 

Post-027 王明文 亞東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 

建構具多功能與可調變特性之介電泳整合性晶片平台研究: 以全血中受二價鉛汙染細胞直接分離為例 

Post-028 蔡永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飛機工程系 

矩形流道中以具有槽孔之擋板誘發產生縱向渦漩及噴流對於熱源模組冷卻性能提升研究(2/2) 

Post-029 葉俊良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置換型式固相燃燒應用於合成介金屬、金屬硼化物與矽化物之研究 

Post-030 許聖彥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傾斜角度對火焰在固體表面傳播的影響 

Post-031 林顯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隱藏式風扇之開發設計與製作 

Post-032 黃景良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以 LMHTR 法求解不同熱交換器週延熱傳特性的圖控程式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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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033 黃美嬌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多晶及複合材料熱傳導特性非結構性網格蒙地卡羅模擬研究 

Post-034 鍾基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防排煙閘門於建築物梯間防排煙性能提昇計畫 

Post-035 鍾志昂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新穎固態儲氫裝置設計研發與相關熱流場之模擬與實驗研究 

Post-036 陳長仁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相變化儲能材料應用於改善高負載齒輪箱之尖峰熱負載與其模擬系統之建立 

Post-037 林震銘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脈衝雷射斜角鑽孔成形與輔助氣流效應之研究 

Post-038 曾建洲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拉格朗日連結結構對多相流動態行為分析之運用 

Post-039 黃智永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微分子壓力感測元件在先進微流體研究的量測與應用 

Post-040 許藝菊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壓電式微型泵浦系統製程穩定度提升及效能分析之研究 

Post-041 李福星 華梵大學機電工程學系 

電磁力致動微薄膜傳輸微流體系統研製 

Post-042 張致文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李群打靶法應用於求解多維非線性及非齊性時間反向熱傳導問題 

Post-043 簡良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所） 

蒸發冷凝式冰水機之灑水效率提升與熱質傳性能研究 

Post-044 周文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製造科技研究所 

奈米導熱材料熱傳性與介電性之研究 

Post-045 王金燦 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微生物燃料電池槽體優化與電性改善研究 

Post-046 王啟川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HFE-7100 微通道熱沉應用於高性能散熱模組研究 

Post-047 劉芳寶 義守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改良型粒子群最佳演算法應用於逆向熱傳導 

Post-048 陳建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設計工程系 

微流體熱傳之可變物性效應 

Post-049 何清政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奈米乳液在毫米與微米流道內對流熱傳遞特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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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050 戴昌賢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電動車新式致冷熱管理耦合系統開發 

Post-051 陳驊 康寧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超音波/震波與微氣泡交互作用之數值探討(II) 

Post-052 傅武雄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利用隱式大渦流紊流模式計算氣動噴流噪音 

Post-053 陳錦泰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積體化噴印製程與微流體光導元件應用 

Post-054 周煥銘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溫昇對沖壓模具拉拔油熱流動之影響 

Post-055 李宗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所） 

非共沸天然混合冷媒應用於內複疊低溫冷凍系統之研究 

Post-056 楊慶煜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以逆運算法估算摩擦熔接之熱輸入強度 

Post-057 曾憲正 崑山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高功率 LED 散熱技術應用於植物工廠之導光板 

Post-058 謝文馨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微粒子流體生化檢測晶片之設計製造與測試 

Post-059 呂金生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一般學科部飛機工程系 

具液膜蒸發現象之流體/多孔性介質複合系統的垂直通道混合對流問題探討 

Post-060 陳明志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動脈內血流流動與心血管疾病關係之數值研究 - 以先天性肺動脈疾病與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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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061 許政行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長氣泡在揮發性溶劑中暫態行為於不同角度下之研究 

Post-062 張建成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分散懸浮系統沉降行為之理論與計算 

Post-063 溫昌達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應用類神經網路於輻射測溫法以預測鋼材表面放射率與溫度 

Post-064 楊鏡堂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應用於生醫檢測之整合式微流體系統研發 

Post-065 莊書豪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暨生物安全衛生研究所 

噴霧誘導氣漩風力發電系統之研究 

Post-066 王安邦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熱聲引擎及其微小化之研究 

Post-067 何正榮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雷射退火應用於透明導電薄膜之製程與圖案化研究 

Post-068 許文震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脈衝式間歇振盪 EHD 噴流之增強散熱技術研究 

Post-069 方得華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石墨烯與奈米碳材之熱學,吸氫與機械特性及其在能源的應用研究 

Post-070 張烔堡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噴擊參數對三角形管群排列之內部噴擊殼管式蒸發器熱傳性能影響及最佳化研究 

Post-071 溫茂育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R-600a 冷媒-潤滑油混合物在圓管內具可分散式多孔性內插物之沸騰熱傳與壓降特性研究 

Post-072 鄭慶陽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雙分散多孔介質在傾斜波形板表面之自然對流熱傳遞 

Post-073 林振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 

水分在不同熱力學狀態下消光係數與粒徑分布之分析 

Post-074 鄧治東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具傾斜矩形縱向渦流產生器微流道中流體熱流行為之研究 

Post-075 吳佩學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圓形噴束對覆蓋具有集流空穴多孔層之凹面的衝擊熱傳 

Post-076 邵雲龍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晶格波茲曼法用於以熱氣泡幫浦驅動之混沌微混合器數值模擬與最佳化 

Post-077 陳育堂 德霖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科) 

銀奈米流體於熱管長度與傾斜角之性能測試與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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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078 鄭金祥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所） 

熱音式史特靈引擎之微尺度臨界值探討與微引擎之設計製作 

Post-079 蘇崇輝 吳鳳科技大學消防學系（所） 

綠建築通風換氣效應對建築消防安全之影響 

Post-080 呂立鑫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液體含量及黏滯性對顆粒體篩分效能的影響 

Post-081 曾銘仁 國立中正大學生命科學系 

開發小生物活性分子的核酸適體為檢測探針：篩選、合成與親和力鑑定 

Post-082 何慶炎 華夏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 

奈米尺度薄膜內的熱傳 

Post-083 李弘毅 華梵大學機電工程學系 

應用電液動技術冷卻散熱片之熱流特性分析 

Post-084 孫珍理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應用微紋影技術於微流元件的量化分析 

Post-085 鮑亦興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熱連體力學之變分原理及物質組成率(III) 

Post-086 黃培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運用奈米碳管陣列於金屬基材之仿壁虎吸附－分子動力模擬與實驗研究 

Post-087 劉耀先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LED 磊晶製程設備內旋轉效應對於熱流場影響之改進研究 

Post-088 梁智創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流體電磁式制動器數學模型 

Post-089 李達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所） 

無線電力驅動感測器網路開發 

Post-090 葉哲良 國立清華大學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用於三維多景深即時取像之高速微型介電式液態鏡頭 

Post-091 王安邦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振盪液滴與液面撞擊現象之關聯性分析與力學回顧 

Post-092 黃振康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冷凝熱傳的增強與抑制 

Post-093 蔡宜壽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磁導引奈米 Fe3O4 棒/矽膠一維熱傳導性質之研究 

Post-094 張智淵 高苑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所） 

真空輔助樹脂轉注成型之新式氣囊法製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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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095 蕭述三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土石崩塌機制與流動行為之研究 

Post-096 趙隆山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所） 

方向性凝固之實驗與數值分析暨凝固實驗改善 

Post-097 洪銘聰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微升體積取樣之奈米流體與巨分子流體中之奈米熱傳現象基礎研究 

Post-098 王冠閔 大同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自我修復材料內建格狀流道系統熱傳效能之最佳化 

Post-099 王啟昌 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3 維金屬儲氫罐熱質傳逆問題之理論探討與實作驗證 

Post-100 饒達仁 國立清華大學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電濕潤數位液珠平台於單一核咁酸多型性判定之研究 

Post-101 楊馥菱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濕顆粒流之宏觀行為及微觀機制之實驗與模擬探討及理論推導 

Post-102 曾憲中 建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具微奈米金屬和石墨之 LED 燈具散熱器之設計與製程技術之開發 

Post-103 簡瑞與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具濃差之奈米流道離子傳輸及其在能源開發應用之探討 

Post-104 黃俊誠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暨研究所 

全 Knudsen 流分子力學算則 

Post-105 周文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製造科技研究所 

提升高導熱散熱片黏性之研究 

Post-106 許立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研究所 

蒸汽腔體於 LED 散熱之研究 

Post-107 陳榮洪 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軸向振動對溝槽式毛細結構熱管之影響分析 

Post-108 鍾孟軒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工程科技研究所 

均勻流經過一個位於自由液面下方的橫向振動圓柱之數值模擬 

Post-109 楊自森 臺北醫學大學牙體技術學系 

利用生物單分子技術進行藥物分子與 DNA 結合反應之熱力學參數圖譜定量量測 

Post-110 魏蓬生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固化表面形態研究 

Post-111 王訓忠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運作平管熱管中多種毛細結構在不同表面親水性下之蒸發熱阻量測與蒸發機制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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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112 劉通敏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紡綻狀動脈瘤血液動力特性數值模擬及實驗量測 

Post-113 呂明璋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應用微奈米結構增強沸騰熱傳 

Post-114 陳發林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電紡噴流力學行為控制之理論與實驗研究 

Post-115 羅安成 國立臺灣大學能源研究中心 

以磁場控制電紡奈米絲不穩定運動之理論與實驗研究 

Post-116 湯朝暉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因激光引起的單一奈米粒子超快熱傳導及動力學與發展飛秒共軛顯像光譜技術 

Post-117 賴君亮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以簡化的理論分析模式探討蛇及軟性機器蛇的游動特性 

Post-118 鄭博仁 遠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黏彈性聚合物液膜滾筒塗裝之液動穩定效能分析 

Post-119 李雨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以廣義介電泳及微流技術對微粒和細胞作特性描述及檢測 

Post-120 楊照彥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量子統計粒子之格子波茲曼方法理論與計算 

Post-121 吳志勇 高苑科技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系 

氣化燃料與合成氣火焰穩駐與傳播之基礎研究 

Post-122 吳志陽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折射散射介質之輻射熱傳的積分方程式解及修正離散方向解 

Post-123 王啟川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大管徑波浪型鰭管式熱交換器空氣側性能研究 

Post-124 楊瑞珍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所） 

光流體元件之研究 

Post-125 洪振義 國立中興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 

免疫磁性減量生物檢測中磁性試劑在交流磁場下行為的探討 

Post-126 林昭安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熱晶格波茲曼法發展 

Post-127 楊玉姿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電子冷卻技術的多目標數值最佳化 

Post-128 林清發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利用彈性可移動細線來增強 FC-72 池沸騰與流動沸騰熱傳之新奇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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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129 施陽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所） 

具正斜角的側面冷卻對二元合金溶液凝固過程雙擴散對流形成之影響 

Post-130 陳朝光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晶格波茲曼算則在複雜邊界流動之研究 

Post-131 錢景常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噴霧冷卻在佈植奈米碳管表面之熱傳增益研究 

Post-132 楊憲東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所） 

噴霧冷卻在佈植奈米碳管表面之熱傳增益研究 

Post-133 陳慶耀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磁性粒子操控之力學探討與於微奈米系統之應用 

Post-134 林大惠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利用液態燃料火焰合成奈米碳結構 

Post-135 陳炳煇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綠能模組化微流元件研發應用 

Post-136 范士岡 國立交通大學奈米科技研究所 

通用電操控微流體平台 

Post-137 黃吉川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所） 

奈米材料與核醣核酸、蛋白質及免疫細胞之交互作用研究 

Post-138 盧彥文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奈米結構智慧型表面對沉積物的預防在微電子冷卻及生物晶片的應用 

Post-139 陳慶耀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磁性流體電能轉換裝置於流場量測之開發與應用 

Post-140 楊建裕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表面粗糙度對熱傳及流動之影響 

Post-141 苗君易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所） 

表面粗糙度對熱傳及流動之影響 

Post-142 宋齊有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流體滑移─接觸角關係及超疏水性介面對微奈流影響之研究 

Post-143 洪振義 國立中興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 

具被動式傾角變化之垂直軸風力發電機系統之整合及研究 

Post-144 王安邦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運動液體在介面擴展技術之研究 

Post-145 陳希立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可彎曲薄型熱管微機電製作開發與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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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146 陳寒濤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矩形鰭片陣列於矩形外殼內之熱傳係數的預測 

Post-147 謝曉星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電場驅動微流體於微奈米渠道檢測面之 DNA 分子拉伸形變研究 

Post-148 陳發林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噴流穩定性分析與關鍵應用技術研究 

Post-149 閻順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新式非預混雙旋流燃燒噴嘴設計與分析 

Post-150 崔燕勇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新式非預混雙旋流燃燒噴嘴設計與分析 

Post-151 賴新一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飛秒雷射退火誘生修補與長晶製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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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02 學年度博士及碩士班招生簡介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分為熱流組、固力組、控制組、設計製造組、微奈米系統

組。目前之研究方向有：微熱傳力學分析及微流通元件之製作、綠能科技與能源工程、顯微力學

解析、半導體封裝技術、光機電整合實務、微奈米檢測技術、超精密加工技術、生醫機電科技等，

強調基礎理論學習，重視實務教學及工程上之應用，並強化工程學識及技能，畢業後不論升學或

就業，均可具備雄厚之實力。 

 

招生班別 碩  士  班 博  士  班 

名額 
甲組 10 名，乙組 10 名，丙組 7名，丁組 9 名，

戊組 8名 

甲組 4名，乙組 4名，丙組 3名，丁組 3名，

戊組 4名 

考試科目 甲組(熱流組) 
1. 工程數學，2.熱力及熱傳導、熱輻射學（熱

力學65%），3.流體力學及熱對流（流體力學

65%） 
 
乙組(固力组) 
1. 工程數學及科技英文。 
2. 書面審查(50%)，科技英文(25%)，工程數學

(25%)，若同分，以書面審查、科技英文之排

序，分數較高者錄取。 
 
丙組(控制組) 
1. 工程數學，2.自動控制，3.應用力學（靜力

學與動力學） 
 
丁組(設計製造組) 
1. 工程英文。 
2. 書面審查(50%)，工程英文(50%)，若同分，

以書面審查分數較高者錄取。 
 
戊組(微奈米系統組) 
1. 科技英文。 
2. 書面審查(50%)，科技英文(50%)，若同分，

以書面審查分數較高者錄取。 

ㄧ、資料審查【佔 50%】 

二、面試【佔 50%】 

 

博士班資格考試：修習兩門本組及一門外組核

心講授類科目，成績達 70 分且修課成績名列

該門全班成績前 1/2（含）。 

 

報名日期 101 年 12 月 13–25 日 待公告 

考試日期 102 年 2月 28 日 待公告 

獎學金 

校碩士班獎學金：一學期 2萬元，共發 2學期。
申請條件：由本校大學部進入碩士班就讀，且其大學部畢

業成績於全系（班）排名前 10%或各組正取前 10%者。 

 

系所碩士班 RA 助學金： 一二年級全職碩士生

每學期皆可支領 RA 助學金。 

校博士班獎學金: 績優學生學校頒發一學年 8

萬元獎學金，共發放 2學年。 
申請條件：大學部、碩士班均於本校就讀之博一新生其碩

士班成績表現優良者或各組正取前10%者。 

系所博士班RA助學金一學年12萬元共發2學年。
發放條件：本校及其他頂尖大學機械相關科系就讀本系博士班。

其餘一至三年級全職博士生每學期皆可支領

RA 助學金。 

本系網址：http://mem.nsysu.edu.tw/ 

本校招生組網址：http://exm.oaa.nsysu.edu.tw/bin/home.php 

選擇中山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是您未來升學及就業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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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營各種“電化學”儀器:   

●  Scanning Electrochemical  Microscope (SECM) 
●  Electrochemical  Quartz Crystal  Microbalance (EQCM) 
●  Control led Intensity Modulated Photo Spectroscopy  
●  Four-Probe Conductance Meter 
●  Electrochemical  Analyzer  
●  Battery Charge /  Discharge 
●  AC Impedance Analyzer  
●  Mult i -Channel Potent iostat  
●  Rotat ing Ring-Disk Electrode (RRDE) 
●  太陽能檢測系統  
●  燃料電池特性量測  
●  腐蝕速率評估  
●  感測元件應用  

              

 / Electrochemical Workstation 
●  IM6, ZENNIUM AC Impedance Analyzer  
●  CIMPS (Controlled Intensity Modulated Photo Spectroscopy)                

(LED-based dynamic measurements on photo-active systems)  
太陽能電池性能檢測系統 
                                                                                          

AFM, STM(原子力顯微鏡)           3A 級 太陽能模擬光源  

 

ZENNIUM Electrochemical Workstation 

台北市農安街 245 號 2 & 3 樓  
電話 :  (02)  2500 6520 傳真 :  (02)  2502 8195
E-mail :  anatech@ms6.hinet .net   
ht tp: / /www.anatech1984.  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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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南～文化的古都、生活步調輕鬆、沒有塞車/停車的煩惱，

               適合厭倦緊湊的北部生活步調及塞車痛苦的你

1.台南～文化的古都、生活步調輕鬆、沒有塞車/停車的煩惱，

               適合厭倦緊湊的北部生活步調及塞車痛苦的你

科　　系：機械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航太、

                     系統船舶、光電、水利等相關科系

選擇南科TSMC的三大理由：

職務類別：半導體設備/工程師
學　　歷：大學、碩士

職務類別：半導體設備/工程師

～台積電歡迎你的加入～

               聯絡人 －林先生 06-5056688 714-2681 ctlinj@tsmc.com

                           聯絡人 －林先生 06-5056688 714-2681 ctlinj@tsmc.com

3.南部～物價低，賺一樣多的錢卻只有北部5~7成的花費，

               適合想快速累積人生第一桶金的你

2.南科～新廠快速擴建中，升遷機會多，適合有理想有抱負態度積極的你

登錄履歷網站:http://www.tsmc.com download 填寫完成後請聯絡並mail至下述信箱

聯絡人 －林政達 06-5056688 714-2681 ctlinj@tsmc.comc或親自面洽機械年會3號展覽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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