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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技術發展中心 能源技術發展中心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CTCI 中鼎集團
11155 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89號
Tel: (886)2-2833-9999 

Fax: (886)2-2833-8833

www.ctci.com

CTCI 中鼎集團
CTCI 中鼎集團 (TWSE: 9933、TPEx: 5209) 為國際級工程統包公司，
承攬多元化重大工程。創立於 1979 年，總部位於台灣台北市，業
務範圍包括煉油石化、電力、環境、交通、一般工業等工程領域，
致力提供全球最值得信賴的工程設計、採購、製造、建造施工、試
車操作及專案管理等服務項目。於全球設立數十家子公司公司法，
集團員工總數約 7,400 人，並入選道瓊永續指數 (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

業務領域
‧ 煉油石化
‧ 電力
‧ 環境
‧ 交通
‧ 一般工業

服務內容
‧ 專案管理
‧ 可行性研究及前端工程設計
‧ 工程設計
‧ 工程採購
‧ 設備製造
‧ 工程建造與維修
‧ 工廠試車
‧ 智能解決方案
‧ 自動化控制
‧ 無塵室與機電配管工程
‧ 結構頂升及挪移
‧ 地盤冷凍工法
‧ 操作及維護

產品項目
‧ 設備製造
‧ 化學添加劑
‧ 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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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簡介

財
團法人中技社(CTCI Foundation) 於1959年10月12日創設，(原名財團法人中

國技術服務社China Technical Consultants, Inc.)，以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

人才，協助國內外經濟建設及增進我國生產事業之生產能力為宗旨。

成立初期，著力石化煉油建廠設計與監造，啟動我國石化工業之欣欣向榮，

並逐步累積統包工程營運實力。1979年，由於國際化拓展時勢之需，轉投資成立

中鼎工程(股)公司承續原工程業務，本社則投入科技研發、技術顧問諮詢及社會

公益等業務。2005年，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產業衝擊，本社以科技公益法人定

位，建構環保與能源專業智庫，針對產業需求，建置資訊交流與政策研議平台；

同時致力具經濟價值之研發，出版推廣專書及專題報告，辦理獎學金及學術講

座，襄贊科技與文創相關活動。

本社創立至今逾半世紀，秉持理念，恪遵使命，關懷社會，弘揚學術，贊助

藝文；長期協助政府推動工業發展，建設國家現代化，在工程建造、科技研發、

社會公益，均有彌足珍貴之長遠貢獻。展望未來，本社仍將以繼往開來之精神，

深化知識服務，在既有的基礎上日益精進，致力前瞻科技研究並強化成果之推廣

應用；獎勵優質與創意人才，贊助學術與文創活動；朝「科技創新．公益永續」

之願景，實踐公益法人奉獻國家社會之理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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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簡述

本
社於民國五十一年設置「工程教育研究基金」，以其孳息辦理各項獎學金、學

術講座及科技研討會等社會公益活動。中技社獎學金獎項名稱曾先後以李遠

哲、朱經武、李國鼎、金開英、孫運璿、李登輝先生等知名科研財經人士命名，獎

勵大學院校優異學生。

為順應新科技及高等教育向上延伸，九十六年起，針對國立知名大學之相關理

工科系優秀研究生，頒發中技社「研究獎學金」。九十九年起，獎勵之研究主題聚

焦於綠色科技、綠色創新、能資源、及環境保護等相關領域；另為鼓勵投入有市場

價值之綠色創新與研發，設置「創意獎學金」個人組，以獎勵具有綠色科技創意潛

力之大學生與碩士生。一○○年起，「創意獎學金」另增設團體組，以激發學生群

體腦力激盪之創作動能。一○三年起，除延續「研究獎學金」、「創意獎學金」獎

項之外，為獎勵在台正式修讀碩、博士學位之優秀研究生(含大陸、港、澳地區)順利

完成學業及增進學成後留台工作意願，特增設「境外生研究獎學金」。本(一○五)年

度為擴展科技獎學金之範圍，除延續研究獎學金、創意獎學金、及境外生研究獎學

金三個獎項，另針對需要經濟協助的境外生，於申請「境外生研究獎學金」時可附

加申請「境外生生活助學金」，使其在台求學期間生活無虞，而能專心學習。

中技社獎學金自民國五十二年頒發迄今逾五十寒暑，頒發金額逾壹億元，受獎

學生近三千五百人，分別於產、官、學、研界頭角崢嶸，展現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本社乃於八十七年起與歷年獎學金得主加強聯繫與互動，並於九十一年擴大舉辦第

40屆獎學金頒發典禮，九十二年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歷屆獎學金得主新春聯

誼」，一○一年欣逢獎學金頒發屆滿半世紀，隆重舉辦第50屆 學金頒獎典禮。

近年來，經由頒發典禮、聯誼活動，以及「中技社通訊」專訪等，凝聚薪火相

傳的共識。爾後，本社將秉持「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之創設宗旨，持續

獎掖後起之秀，期使人才生生不息，彼此攜手發揮群創的恆久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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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技社

潘 文炎 中技社　董事長
 ▓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 昱晶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主要經歷

 ▓ 國光電力公司　董事長

 ▓ 中油公司　董事長

余 騰耀 中技社 執行長
 ▓ 財團法人中技社　執行長 
 ▓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理事長

主要經歷

 ▓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執行長

 ▓ 中鼎工程(股)公司　專案經理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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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會

陳 力俊  評審委員會召集人
 ▓ 國立清華大學　特聘講座教授
 ▓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董事長

主要經歷

 ▓ 國立清華大學　校長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副校長
 ▓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　理事長
 ▓ 中華民國顯微鏡學會　理事長

官 政能  評審委員
 ▓ 實踐大學　副校長
 ▓ 德國科隆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設計學院客座教授
 ▓ 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novation Center」member of 

Advisory Board
 主要經歷

 ▓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創院院長，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創系
主任、創所所長

 ▓ 國立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設計組　創設主
持人

 ▓ 大同公司&美國CONAIR Co.新產品研發部　創設主持人
 ▓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　理事長
 ▓ 德國、韓國、中國、及香港等多項國際知名設計獎　評
審委員

林 聖賢  評審委員
 ▓ 國立交通大學　講座教授
 ▓ 中央研究院　院士

主要經歷

 ▓ 亞歷桑納州立大學　教授
 ▓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所長
 ▓ 金開英　講座
 ▓ 德國宏博基金會研究獎 ( A l e x a nd e r  Von  Hu m b o ld t 

Foundation)
 ▓ 美國斯隆研究獎(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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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會

張 國恩  評審委員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校長
 ▓ 臺灣數位學習與內容學會　理事長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常務董事

主要經歷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校長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館長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　主任
 ▓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 全球華人資訊教育學會年度貢獻獎  

陳 綠蔚  評審委員
 ▓ 中油公司　總經理

主要經歷

 ▓ 中油公司企劃處經濟市場組　組長
 ▓ 中油公司工關處新聞聯繫組　組長
 ▓ 中油公司企研處　副處長
 ▓ 中油公司副　總經理
 ▓ 中美和公司　董事長

黃 啟梧  評審委員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暨創新設計研究所　 
教授

 ▓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監事

主要經歷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暨創新設計研究所　 
副教授兼系主任

 ▓ 明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理事
 ▓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　理事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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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會

楊 鏡堂  評審委員
 ▓ 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終身特聘教授
 ▓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技術中心合聘　研究員
 ▓ 國立台灣大學工程科學與海洋工程學系　合聘教授
 ▓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執行長
 ▓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執行長

主要經歷

 ▓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常務董事
 ▓ 台灣仿生科技暨五生產業發展協會　常務理事
 ▓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16屆　委員
 ▓ 國家科學委員會熱流學門及航太學門　召集人 

蘇 慧貞  評審委員
 ▓ 國立成功大學　校長
 ▓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董事長

主要經歷

 ▓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第5屆　董事 
 ▓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第4屆　董事
 ▓ 國際科學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 
科學委員會　委員

 ▓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委員
 ▓ 國際室內空氣科學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oor 

Air Sciences, IAIAS)會員(Fellow)

鐘 嘉德  評審委員
 ▓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主要經歷

 ▓ 行政院　政務委員
 ▓ 行政院科技會報　委員暨副召集人
 ▓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　副總召集人
 ▓ 行政院科技會報　辦公室執行秘書
 ▓ 行政院數位匯流專案小組　執行秘書 

7

中技社2016 科技獎學金 64面.indd   7 2016/12/8   上午 11:24:09



評審委員會

鄒　倫        評審委員
 ▓ 中技社環境技術中心　主任

主要經歷

 ▓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 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 環保署「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管理委員會」　委員

王 釿鋊  評審委員
 ▓ 中技社能源技術中心　主任

主要經歷

 ▓ 元智大學化材系兼任
 ▓ 中央大學環工系兼任
 ▓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計畫分項共同召集人
 ▓ 財團法人中技社　研企室主任
 ▓ 財團法人觸媒中心　研究員

鄭 清宗  評審委員
 ▓ 中技社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主任      

主要經歷

 ▓ 中鼎工程公司
 ▓ 台灣省水污染防治所
 ▓ 台北巿政府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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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新平
國立臺灣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 博五

研究主題：高效率異質接面太陽能元件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21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8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7篇
3. 科林論文獎博士論文優等獎(2016)、物理協會研究生優良論文獎(2011)、12th IUMRS-IC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傑出海報獎(201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rfaces, Coatings, and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NANOSMAT-5)傑出海報獎(2010)、師範大學優秀學生獎(2005)

4. 參與專案計畫9項
5. 專利申請中1件

自我介紹

學生於98年錄取臺大光電所，碩士期間，致力於奈米結構之光性研究與探討，完成三個研究主

題，並多次參與國際會議，與國外研究接軌。由於碩士班多次的國際交流經驗，決定於博士班更突

破自己，希望能有機會與國際學生競爭。博士第一年修完博士課程與並通過資格考，申請科技部千

里馬計畫至UCSD作研究，並發表成果於知名期刊Nano Letters。而後，積極爭取機會參與兩年龍門

計畫，於103年至UC Berkeley進行兩年的研究，期許自己能成為國際優秀的研究人才。

研究概述

碩士期間，致力於奈米結構之光性研究與探討。博士期間，探討不同材料之異質接面太陽能元

件之光電同步設計，分析不同太陽能元件的光電條件，將適合的奈米材料與結構實際運用於各種不

同太陽能元件，以增加元件效率。於UCSD進行太陽能水分解之研究，利用異質接面產生的光伏及

結構設計，可達到高效率之光陰極及光陽極。於UC Berkeley學習利用VLS橫向成長大面積單晶三五

族薄膜，並討論磷化銦薄膜異質結構在太陽能元件上的應用。

得獎感言

非常榮幸能得到中技社獎學金，這是對我研究成果的一大肯定，也是對我未來繼續從事研究工

作的一種鼓勵。一路走來，我的研究過程獲得許多幫助，特別感謝家人及四位指導教授 何志浩老

師、林恭如老師、Deli Wang老師及Ali Javey老師的指導，同學們的相互扶持。更感謝科技部提供的

經費，讓我有機會去國外學習。也基於這些幫助與鼓勵，才造就現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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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維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博五

研究主題：利用元素摻雜探討二氧化鈰奈米顆粒之結

構與鐵磁性關連性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3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6篇
3. 2013年中華民國陶業年會論文比賽博士組第二名、2014年中華民國物理年會口頭競賽組Excellent 

Student Presentation Award、2015年中華民國陶業年會論文比賽博士組第二名、2016年亞洲磁學聯
盟國際會議(ICAUMs)口頭報告競賽組第二名

自我介紹

學生在大學時選擇了物理學系就讀，碩士班亦在物理研究所深造，期間主修拉曼光譜，打好深

厚的物理基礎。進入臺科大材料所後，學習了同步輻射的X光吸收光譜、穿透式電子顯微鏡，搭配

原本主修的拉曼光譜研究金屬氧化物的缺陷結構。期間在臺法合作計畫下得到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

中心(CNRS)進修兩個月的機會進行研究。在過去數年中，醉心於金屬氧化物之缺陷結構研究，在廣

泛的應用範圍下，希望未來能貢獻所學，為科技、為環境上，稍盡綿薄。

研究概述

利用元素摻雜探討二氧化鈰(CeO2)奈米顆粒之結構與鐵磁性關連性。學生使用沉澱法合成二氧

化鈰奈米顆粒，摻雜不同元素，結合不同的光譜技術，包括同步輻射中心的X光吸收光譜、拉曼光

譜以及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掃描穿透式電子顯微鏡搭配能量損失光譜(STEM/EELS)，分

析缺陷結構及分布，並使用震動樣品磁化儀(VSM)量測磁性並進一步探討缺陷結構與磁性的關聯。

經由此研究，我們建立了以光譜進行二氧化鈰系統缺陷結構之分析技術，亦可做為其他研究者的參

考。

得獎感言

感謝財團法人中技社及所有評審委員的肯定，榮獲科技獎學金對學生而言是莫大的鼓勵。學生

的論文從構思、實驗、到寫作完稿，承蒙指導教授陳詩芸老師多年來耐心指導，嚴謹務實的訓練讓

學生受益良多，銘記在心。另外感謝父母的栽培，能支持我繼續走這條漫長的研究之路，讓我能放

心完成學業。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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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欣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鹵化鐵輔佐3-(5-芳香戊-4-炔基)-2,3環氧

基-環己-1-醇與環型2-烯-1炔胺的環化反應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5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
3. 教育部103學年度大專院校綠色化學示範觀摩、中國化學會年度論文獎、博士班研究生優秀獎學
金、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生

4. 參與專案計畫3項

自我介紹

學生有幸考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研究所，在葉名倉教授的指導下，研究以路易士酸輔佐烯

炔醇分子進行環化反應，合成含氯螺旋化合物為主題完成碩士論文。在碩士班的過程中更進一步對

合成研究產生高度的興趣，因此決定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目前研究著重在於利用鹵化鐵作為反應試

劑，進行烯炔胺分子的環化反應。預計於105學年度完成博士論文，未來將持續努力進行合成方法

學之開發，期許對臺灣的合成及催化領域做出更多的貢獻。

研究概述

本研究著重在利用帶有炔基及烯丙醇基的分子、帶有2,3環氧基-環己-1-醇及炔基分子，以及帶

有烯基及炔胺基的分子之合環反應的嘗試，在鹵化鐵的輔佐下進行分子內合環。優點是成功開發出

快速合成複雜的多環分子之方法外，所選擇的反應試劑為便宜、易取得且對環境友善的鹵化鐵化合

物，相較其他種類的貴重金屬化合物更可以減少環境的負擔。

得獎感言

感謝葉名倉教授的指導、提供研究設備及經費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們有很大的空間去發展；每

當遇到瓶頸及困難時，老師都不遺餘力地協助我們解決問題。感謝我的父母及弟弟支持我的選擇，

成為我最堅強的後盾。也感謝中技社給我的肯定。我會繼續得努力進步，為臺灣的合成領域做出更

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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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俊佑
國立臺灣大學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博五

研究主題：高效率透明有機發光二極體研究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5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7篇
3. 教育部研究獎學金、光寶創新獎科技創新組優選獎、友達光電研發人才培育獎學金、亞洲有機
電子研討會壁報論文獎、美國光學學會固態有機電子研討會最佳論文獎、當選臺灣大學105學年
度優秀青年

4. 參與專案計畫5項
5. 專利申請中4件

自我介紹

真空鍍膜是輔大物理系發展重點之一，所以大學時期的教育便啟蒙了我在薄膜技術上的研究。

碩士班進入中央光電所進行有機雷射研究，於2011年獲頒教育部研究獎學金。博士班進入臺大電子

所進行透明有機發光元件研究。於2015年同時獲得亞洲有機電子研討會壁報論文獎、美國光學學會

固態有機電子研討會最佳論文獎、光寶創新獎技術組優選獎、友達光電研發人才培育獎學金，並於

2016年當選臺大優秀青年，未來畢業後將持續奉獻所學致力於OLED技術研發。

研究概述

本研究提出一種使用貼合上電極技術製成的透明有機發光二極體的方法。我們將此方法應用於

小分子磷光材料，製作出外部EQE達11.4%的透明OLED，效率高於目前世界上發表過的其他使用貼

合電極技術製作出來的透明OLED。此元件具有非常平衡的上/下側電致發光強度與頻譜、很寬的穿

透頻譜帶以及達77%的最高穿透率。此研究提供了一種簡單又有效的製程方式來製作高效率透明有

機發光二極體，此種方法未來也能夠應用於可撓式元件或是捲對捲製程的應用。

得獎感言

承蒙諸位委員青睞使俊佑有幸獲得中技社科技獎學金的榮譽。感謝李正中老師與吳忠幟老師的

推薦，老師們深厚的學術涵養與開明的指導風格使我擁有最完善的學習環境。最後我要感謝一路支

持我的家人與朋友，因為你們我才有勇氣去面對求學過程中遇到的重重挑戰。未來，我願貢獻所長

給栽培我的國家以及社會，盼為社會回饋一份心力。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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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姿瑩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一階段濺鍍法製備銅銦鎵硒太陽能電池之

製程開發與展望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5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8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 2016清華大學國際會議獲獎論文獎勵、2016歐洲春季材料年會最佳海報獎、2015清華大學工學
院論文競賽口頭報告組第二名、2014清華大學工學院論文競賽論文海報組第二名、2012清華大
學工學院論文競賽論文海報組佳作、清華大學校長獎學金、斐陶斐榮譽學生會員

4. 參與專案計畫9項
5. 專利申請中1件

自我介紹

學習材料科學背景下已將近十年的時間，從碩士班開始投入於能源領域中之銅銦鎵硒薄膜太陽

能電池至今也已有六年之久。我擅長結合對材料科學的知識與分析經驗套用於解釋成因機制並進

一步解決問題。女性特有的細心、敏銳與耐心，讓我在面對研究課題與挑戰時有不同的思維邏輯去

處理問題。希望我能貢獻自己的知識與能力於材料及能源相關領域，回饋給培育我的國家與臺灣社

會。

研究概述

我們致力於研究薄膜型太陽能技術以期未來能取代現有的發電技術與拓展太陽能應用領域。銅

銦鎵硒太陽能電池已經成為薄膜型太陽能電池界的領導者，也是目前薄膜型太陽能電池中最高效率

的紀錄保持者。本研究重點為一階段濺鍍法製備CIGS薄膜的技術開發與分析，此成果可能為將來的

銅銦鎵硒產業，引入一低成本和高產出的作法，搭配系統化的材料暨光電檢測技術，未來更可將其

研究方法拓展至其他光電研究領域。

得獎感言

成長是一種經歷，成熟是一種閱歷，在生活中你想獲得什麼，你就得先付出什麼。我付出了青

春與努力，在博士班的這段歷程裡往人生理想更進一步，未來將繼續延續自己對科學研究的熱忱，

以材料人為期許，繼續從事材料相關之研究，融合學術理論與實務應用，未來希望將在尖端能源科

技領域裡擔負起重任，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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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黃譽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系　博三

研究主題：The Optimization of the White Light-

Emitting Diodes by Quantum Dots, 

Polymers and Photonic Crystals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9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6篇
3. 上海交通大學海峽杯兩岸大學生創業計畫邀請賽銅牌獎、最佳人氣獎(2014)、經濟部技術處搶鮮
大賽-創意發想類-佳作(2014)、龍騰微笑創業競賽入圍獎(2015)、東元科技[Green Tech]國際創意競
賽亞軍(2015)、Symposium on Nano Device Technology (SNDT) 2016, Taiwan 論文優等獎、2015創新
創業激勵計畫入圍前20強、2016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入圍前20強、2016 臺積青年築夢計畫入圍15
強決賽

4. 參與專案計畫7項
5. 專利申請中2件

自我介紹

學生林黃譽，出生於新竹，由於父親是個獨立自強且用功之人，常利用空閒的時間讀書；因此

培養我獨立自強的人格，凡事自己動手做，並從小培養我的讀書習慣，除了學科之外，也培養我許

多才藝及如鋼琴、圍棋及在藝術上的涵養。目前就讀於交大光電郭浩中老師實驗室之博士班，在學

習以及實驗的過程中，遭遇到了許多挫敗、瓶頸，但在不斷的參閱書籍文獻及同學、學長姐、老師

們細心、不厭其煩的教導與討論下學到了許多知識及寶貴的經驗，這過程中的酸甜苦辣使我體會作

學問時一個深刻的經驗。

研究概述

本研究利用光子晶體DBR結構優化LED色均勻度與發光效率，已完成二微光子晶體DBR的設

計，並應用於LED提升均勻度與發光效率，並結合全彩微發光二極體，減少多餘的UV光，目前已完

成製作驅動電路，能播放動畫。利用奈米小球所製作的一維光子晶體蜂巢結構螢光粉PDMS film，

優化remote phosphor白光LED封裝體。另一研究主題為結合高分子PFO(Green B)與Quantum dot已成

功製作高演色性及高R9之高性能的白光LED，應用於LED與可撓式發光二極體上。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給我這個機會獲得科技獎學金，在研究的過程中雖然辛苦，但最後皆有一定的結

果，這次能獲獎代表我於研究中的辛苦沒有白費，研究方向是有價值會受人注意的。在求學過程中

我也積極參加各種比賽與計畫的執行，我的一切努力被看到，再次地感謝中技社肯定我的努力。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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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裕涵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以光注入半導體雷射週期一非線性動態進

行應用於光載微波系統之全光訊號處理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4篇、國內期刊發表1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5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4篇
3. 科林科技論文獎2012最佳學生論文、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comm 

Technology 2013最佳學生論文、32th symposium on Spectroscopic Technologies and surface sciences 
2014最佳學生論文、Optics and Photonics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5最佳學生論文、SPIE 
Photonics West 2016最佳學生論文

4. 參與專案計畫6項
5. 通過專利5件（申請中2件）

自我介紹

學生裕涵，大學就讀於元智大學通訊工程學系，碩博士皆在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就讀，主要研究光注入半導體雷射週期一非線性動態之物理特性，並利用其特性進行光載微波通訊

系統中全光訊號處理之應用。目前累積著作有四篇國際期刊，兩件美國專利與三件臺灣專利。未來

我期許自己的研究能夠持續有所突破及發展，並且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有能力幫助大眾、幫助國

家的人。

研究概述

週期一非線性動態係光注入半導體雷射非線性動態中的一種，其具有微波震盪之特性，研究指

出此微波震盪頻率具可調性且可調範圍寬廣，可由數十個GHz 至數百個GHz。此外，此動態也具有

極佳之光波調制深度以及單邊帶調制等特性。本論文乃利用此動態所具有之特性進行光載微波通訊

系統中全光訊號處理之研究。本研究成功完成高品質光電微波訊號產生器，光電微波訊號混頻器，

光電微波放大器以及從雙邊帶調制訊號到單邊帶調制訊號的轉換器。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黃勝廣博士對於我這些年的耐心指導與啟發；我也感謝實驗室的夥伴

們，他們的陪伴與鼓勵讓我有向前的動力；更感謝我的家人，他們的支持讓我永無後顧之憂。特別

感謝中技社長期以來對於科技創新，公益永續的堅持，以及對於科技人才的培育與支持。我希望不

久的將來，我也能夠回饋大眾、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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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睿紳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研究所 博五

研究主題：Sb-Se-Pb-Sn 綠色熱電材料系統之相圖

建構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13篇、國內期刊發表2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0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20篇
3. 獲獎事蹟；104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美國TMS學會功能材料學門最佳研究生海報論文
獎、臺灣化工年會「學生英語專題報告競賽」特優獎、中國材料學會年會「海報論文競賽」

優等獎、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計畫」、清華大學「NEXT POWER 優秀博士生獎學
金」、明基材料研究獎學金、財團法人樹本教育基金會獎學金、達興材料博士班獎學金、奇美

實業人才獎學金、100年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4. 參與專案計畫6項

自我介紹

學生目前就讀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所，有幸能成為指導教授陳信文老師的研究生，學習關於

能源材料及綠色無鉛銲料的開發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深感對於學識探究保持著莫大的興趣，故研

讀完碩士班一年級後，學生便決定以逕讀的方式攻讀博士班。過程中，學生努力地學習各項分析方

式，在學術文章的發表上也有豐碩的成果，更因為扎實的外語能力，得以與外籍學生交流，並前往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與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進行移地研究。

研究概述

熱電材料為近年來解決能源問題的重要能源材料，其可應用於吸收各式製程中的多餘廢熱並將

其轉換成電能，增加能源使用的效率，被認為是具有開發價值的能源材料。近年來更因為半導體製

程技術與奈米技術的發展，讓熱電材料成為熱門的研究主題。相圖是材料之基本資料，對材料的開

發與應用具有重要的價值。學生的研究致力於建立Sb-Se-Pb-Sn熱電材料之四元系統相圖，提供上述

系統之相平衡資訊，對於提升材料性能及穩定性有相當大的助益。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中技社對學生研究之肯定及激勵，十分榮幸能獲得中技社研究獎學金。博士班階段不

論出國移地研究或是參與各類競賽，皆感謝指導教授陳信文老師的細心栽培與教誨，讓學生有機會

增進視野並提升學術涵養，最後謝謝家人及實驗室夥伴的陪伴及鼓勵；藉由這次的得獎，期許自己

不論在學術或是業界都能貢獻所長、回饋社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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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峯溢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研究所  博三

研究主題：利用具自組裝功能之多甘醇分子於反式高

分子太陽能電池作為一製程簡易且具廣泛

性之陰極介面修飾層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7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 2015 BASF Taiwan Excellent Dissertation Award. ICSM2016 Poster Awards.
4. 參與專案計畫4項

自我介紹

學生自大學時期起對於研究有相當的熱忱，因此開始進行專題研究，此經歷讓我學習到有機實

驗室的運作、有機合成之技術。畢業後於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分子科學研究所進修碩士學位，在

鄭彥如教授實驗室學習有機太陽能電池元件之製作與改良。畢業後攻讀博士班學位，繼續於鄭彥如

教授實驗室學習。博士班研究以有機高分子太陽能電池元件的介面改良為主，期間得到巴斯夫獎學

金，迄今也已發表一篇文章於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期刊。

研究概述

本研究中利用水溶性的多甘醇分子以自組裝的製程方式，導入反式高分子太陽能電池的主動層

和銦錫氧化物合金電極中，取代一般常用的無機金屬氧化物作為電子傳導層。在元件的表現中，

選擇六種高分子予體的系統，其在元件上都有顯著的效果。此外我們亦以滴式及浸泡式方法製作元

件，其效率非常接近以旋轉塗佈製作之元件，此類簡易的製程方法也適用於未來製作大面積元件。

得獎感言

很開心也很感謝中技社給我這個機會獲得科技研究獎學金獎項，更感謝實驗室老師的指導與支

持，讓我可以盡情地進行我的研究。博士班期間遇到了很多挫折和瓶頸，總是在堅持和努力下撐過

去。我想要得到一個好的成果並非偶然，只要堅持自己的信念，若累了就先停下來思索一下再繼續

前進，也許會為自己開闢出另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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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 立暐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博四

研究主題：電漿子奈米結構之製作應用於表面增強拉

曼散射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7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8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4篇
3. 國立臺灣大學與日本物質材料中心國際合作研究生獎學金、日本物質材料中心第三屆科學藝術
影像競賽銅牌、2016臺大材料顯微攝影競賽優等、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會員

4. 參與專案計畫2項
5. 申請中專利1件

自我介紹

大學時期就對光電材料十分感興趣，除了廣泛的學習相關知識外，在研究所生涯中也積極地從

事相關研究，目前致力於光電奈米材料在生醫檢測上的應用，希望能更近一步提升效能，對社會有

所貢獻。除了自身能力提升外，也試圖拓展國際視野與國際研究機構合作，除了過去已在日本材料

物質中心進行為期11個月的研究外，目前正在德國微電子機構進行研究。

研究概述

本論文探討不同表面電漿子奈米結構增強檢測之表現。首先討論輪廓領結型奈米結構在不同尺

寸和輪廓大小下，區域電場增強和共振波長之關係。接著提出銀奈米球裝飾懸架式石墨烯，因表面

電漿孔穴效應，待測物拉曼訊號被大幅增強，並使用時域有限差分法來印證電場增強場和表面增強

拉曼因子。最後以奈米球微影技術和金屬輔助化學蝕刻製作懸架且具週期金奈米三角板，並在可見

光區域調控表面電漿增強之異質介面裝置。

得獎感言

非常榮幸能獲得中技社研究獎學金，感謝獎學金主辦單位與評審的肯定，這筆獎學金在我未來

的研究規劃上具有相當實質的幫助。能獲得此獎學金必須感謝指導教授薛承輝老師幾年來的指導，

盡情地讓我發揮，使得研究上不斷有所突破。也要感謝父母在任何時候都能給予最大的支持與鼓

勵。當然還有實驗室的夥伴，才能讓研究如此順利。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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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曜滕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系　博五

研究主題：雜質於半導體中的作用: 矽和氧化鋅基板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5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 中央大學優秀學生獎學金、研究績效獎學金、中華民國物理年會優秀海報佳作、科技部博士生
千里馬計畫

4. 參與專案計畫4項

自我介紹

學生於中央物理大二時即開始當實驗室專題生，並逐漸對學術研究產生相當的興趣，確定推甄

上中央大學物理所後，於大四下提前加入凝態物理實驗室致力於矽基板半導體物理研究。為了尋求

解決方法，便繼續報考中央大學博士班，博班期間除了研究矽基板相關之半導體物理也研究雜質於

二六族氧化鋅之半導體物理；博四時成功申請科技部千里馬計畫並赴比利時歐洲跨校際微電子研究

中心實習。未來將持續致力於研究期許自我成為優秀研發相關人才。 

研究概述

本研究區分為雜質於矽與氧化鋅基板的作用。雜質於矽基板的熱穩定性是工業應用的一大課

題，本實驗研究釐清雜質退火成長之不穩定的機制，並提出可以解決雜質不穩定性製程模組；對於

氧化鋅而言，因為氧化鋅天然的缺陷導致穩定的形成 P型氧化鋅相當的困難，我們利用多重離子佈

植方式摻雜多種雜質，不僅可以再更為廣泛的退火區間生成 P型氧化鋅也可以使載子濃度達到相當

高的濃度。兩部分的研究成果均可能應用在未來的半導體工業應用上。

得獎感言

感謝凝態物理實驗室溫偉源教授在學術與生活各方面指導，幫助我解決許多在學術研究上的困

難與疑惑，並鼓勵我嘗試不同的研究領域，才讓我得以接觸到更多不同的物理知識與技術，也感

謝家人的支持與鼓勵，讓我無後顧之憂一路順遂求學至博士班，最後感謝中技社提供這個獎學金機

會，對於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的我是一大鼓勵與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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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晉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研究所　博七

研究主題：應用計算機流體力學模擬微粒於靜電場中

之運動軌跡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6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0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6篇
3. 臺灣氣膠研究學會九十八年度最佳技術論文獎、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104年度最佳論文獎
4. 參與專案計畫16項

自我介紹

晉源出於臺北一個普通的小家庭，父母北上臺北打拼30年，對生活態度始終秉持「克勤克儉」

 、對知識汲取抱持著「與時俱進，終身學習」、對人生各階段目標能夠「貫徹始終」，因此對我求

學秉持不斷學習及接受挑戰的原則、待人處事圓融通順有著重要的影響。有幸進入北科大攻讀碩博

士，知識的汲取與研究難題的解決使我成長了許多，而且指導老師不論是在做人、做事、做研究，

各方面更是讓我受益良多。期許未來能貢獻所學、回饋社會。

研究概述

本研究應用計算機流體力學軟體探討微粒在靜電場內之運動軌跡特性。將微粒直徑、電場強

度、帶電量、攜帶氣流流速等因子納入探討，進行模擬分析。近年來已針對不同形式的靜電集塵設

備進行多項研究，包含線板、針板、板板型靜電集塵器測試，擴散式充電對微粒帶電特性之影響，

應用CFD模式分析靜電集塵器內流場分布，針對空氣場與靜電場對微粒運動之影響方面已有初步的

成果，目前正致力於建立靜電場微粒運動相關模型。

得獎感言

能夠榮獲中技社研究獎學金，首先要感謝北科大環境所林文印教授對晉源的指導，以及臺大陳

志傑教授、韓國Hyuksang Chang教授、臺大黃盛修博士對研究的協助，使得晉源於氣膠及空污相關

研究上取得成果。更感謝家人的支持，使我無後顧之憂地學習與研究。也感謝研究室大家的激勵。

最後，感謝中技社能夠給予晉源獎學金，未來希望能繼續精進，對社會有所貢獻。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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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肇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以短波長脈衝雷射直寫與混紡奈米線技術

於即時核酸增幅檢測之研究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5篇、國內期刊發表1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2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
3.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人力扎根計畫獎學金(2009)、世界日語教育大會受邀請人(2010)
4. 參與專案計畫8項
5. 申請中專利1件

自我介紹

我出生於臺灣新北市，於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取得碩士學位，目前就讀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博

士班三年級。大學時期，主要興趣培育自己在應用力學及熱流模擬的能力；研究所時則加強自己在

機電領域的基礎，亦研修 LED 光學、雷射光學及其加工應用。我喜愛閱讀多方不同的工程雜誌及其

技術應用，同時學習了英文、日文及其在相關學術、技術問題上的溝通方式，更加激發我對於學術

上的研究熱忱，期許能帶著這份正面能量繼續傳遞下去。

研究概述

本研究結合短波長脈衝雷射直寫與混紡奈米線技術於即時核酸增幅檢測之應用，是以開發石墨

烯(Graphene)電阻抗式(Electrical impedance method)微型電極取代傳統金屬電極，並以石墨稀與聚乙烯

醇(Polyvinyl alcohol, PVA)混紡奈米線技術實現多孔特徵，成為高導電/熱與高靈敏度之環保感測奈米

纖維結構。更進一步透過雷射直寫製作微流體結構，完成即時溫控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之節能晶片開發，此外，物理及化學研究上更加說明了石墨稀材料的發展潛力，非常

適合於微型生物感測器應用。

得獎感言

很榮幸也很感謝中技社能給肇祈這個機會。這一路走來，肇祈秉持高斯的一句話：「給我最大

快樂的，不是已懂的知識，而是不斷的學習。不是已有的東西，而是不斷獲取。不是已達到的高

度，而是繼續不斷的攀登。」肇祈願加倍努力，以飲水思源的態度積極進取，無論處在何處皆竭盡

心力貢獻所長，並以身為臺灣的研究學者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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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一平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量子點敏化劑與碳

材對電極之研究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22篇、國內期刊發表1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0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7篇
3. 102學年度奇美實業優秀人才獎學金、行天宮資優學生長期培育獎助學金、國內外研討會論文獎

10項、2012第40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銀牌獎」、2013第65屆iENA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銀牌獎」、2016第44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牌獎」與「銀牌獎」

4. 參與專案計畫5項

自我介紹

學生成長於古都臺南，因本身對科學研究相當有興趣，於大學三年級時開始進行專題研究，在

此期間學習到扎實的訓練與嚴謹的實驗態度。就讀碩士班期間致力於分析並改善染敏太陽能電池中

各界面間的電荷傳導問題，有幸在碩士班期間即能出國參加會議增廣見聞。退伍後再次投入相關研

究領域攻讀博士學位，目前致力於碳材與量子點等低成本材料於敏化元件的開發與應用。期許未來

可出國進行短期研究，提升研究視野並精進專業能力，日後為社會做出貢獻。

研究概述

本研究首先致力於開發一新式電化學法來合成量子點敏化劑並應用於製備敏化光伏元件。藉由

此方式不僅可大幅增進量子點沉積速率，改善敏化劑於二氧化鈦孔洞結構中的分佈均勻性，更可有

效降低光伏元件中的漏電情形並顯著提升光伏轉換效能。此外，本研究亦藉由一可取代昂貴白金的

低成本碳黑材料來製備光伏元件中的對電極。此材料在鈷系統電解質中不僅展現出極佳的電化學催

化能力，更高度適用於製備可雙面照射元件中的高透明度催化薄膜。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所提供的科技獎學金，更感謝評審委員們的肯定。能獲得此獎學金，對學生而言不

僅是份莫大的殊榮，更是一股正面力量，期許自己再接再厲，將來能為臺灣社會貢獻所學。研究路

途上固然漫長與艱辛，由衷地感謝這一路上曾經諄諄教導的師長們及共同奮鬥過的夥伴們，最後感

謝家人在我求學生涯無條件的付出與鼓勵。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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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禹辰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通電對材料相平衡的影響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3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8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4篇
3. Larry Kaufman Scholarship of CALPHAD Inc. (臺灣第一位獲獎人)、Stiftelsen för Tillämpad 

Termodynamik (STT) grant、�e Best Oral Presentation Award in HERCULES School、中鋼教育基金
會獎學金、TPCA Packaging outstanding paper award、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獎學金

4. 參與專案計畫3項

自我介紹

大學三年級起便加入成大材料系林士剛老師的團隊從事專題研究，2013年獲科技部大專生研究

計畫獎學金，執行3DIC連結材料的開發研究，以及通電對於材料的相穩定性評估。大學畢業後逕行

攻讀本系博士班，延續「通電對材料相平衡的影響」主題，以計算與實驗深入探討電遷移效應。去

年獲本校國際處雙向研修獎學金，至日本大阪大學產業科學研究所菅沼克昭教授實驗室進行短期研

究，並曾參與CALPHAD、TMS國際研討會，與各國專家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研究概述

隨著電子產品的微縮化，產品內的連結導線上流經的電流密度不斷提升，電遷移效應與之顯

著。電遷移效應指材料受電流影響而發生擴散的現象，常見問題是孔洞/凸塊的形成，造成電子產品

可靠度大幅下降。電遷移效應研究結合基礎學理探討與產業應用，本研究主要從材料熱力學的角度

出發，探討電流對於材料相平衡的影響，結合先進第一原理計算、有限元素分析法以及電鏡、同步

輻射X光之臨場通電實驗，嘗試提出新穎的機制來解釋電遷移效應。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指導教授林士剛老師的帶領，老師提供給我們不只是最充裕的研究資源，更在每次討

論的過程給予最關鍵的建議與方向，受益匪淺，也因此能在很短暫的研究生涯中快速的學習發現問

題、解析問題，並解決問題，真的很謝謝老師！也要感謝我的父母，爸媽從不在我的求學裡給予壓

力，任由我恣意發展，是我最棒的後盾！

23

中技社2016 科技獎學金 64面.indd   23 2016/12/8   上午 11:24:16



賴 威博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博五

研究主題：二氧化鈦光催化氧化法處理環境水體中抗

癌藥物：反應機制、中間產物、毒性及常

見水質參數影響之探討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5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0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
3. 2016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會員、2015史丹福大學訪問學生(Visiting Student Researcher)、2015臺大
工學院研究生代表(代表出席AOTULE研究生會議)、2011 KKNN國際研討會最佳海報獎

4. 參與專案計畫5項

自我介紹

學生大學就讀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其實在大學時期的我對未來缺乏目標，但所幸

於過程中我逐漸振作、並找到自己的志趣而進入本校工學院環工所就讀，亦開始發現了自己對於

學術研究的熱忱，因而直升博士班，並於博士班期間持續精進並努力。「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會」，我期盼於未來能貢獻所學，除了在研究領域、亦能對於臺灣社會、及未來臺灣的學子們能夠

更多地付出。

研究概述

由於水資源的日益缺乏，水回收再利用成為現今發展之重點。在水資源的永續利用上，新興污

染物(水中之藥物殘留)已成為必要關切的議題。而傳統污水處理程序無法有效去除水中殘留藥物，

因此本研究探討使用具有前瞻性之二氧化鈦光催化氧化法處理環境水體中之殘留抗癌藥物，並探討

反應過程中之機制、中間產物、毒性變化及常見水質參數之影響，期盼能降低廢水所存在的健康風

險，並達成綠色水資源永續發展之目的。

得獎感言

能獲得中技社之肯定，學生感到萬分殊榮，亦感謝評審委員能給予學生此機會。環境科學及工

程領域之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當此方面研究更趨成熟及完整時，才能更加改善臺灣的環境問題。在

未來學生也將持續於相關研究領域精進。另外也感謝指導教授林郁真老師於研究上之殷殷教導，以

及家人之栽培。最後再次感謝中技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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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進龍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暨化學研究所  博四

研究主題：含共平面－共軛核心之小分子及高分子材

料的設計與合成及其有機太陽能電池之

應用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10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7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 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千里馬計畫，2015-2016)、奇美實業優秀人才獎學金(2014)、傑出
教學助理、長興化工優秀研究生獎學金(2013)、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傑出人才獎學金(2012)、
臺灣石化合成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2010-2011)、臺灣電力公司獎學金(2007-2012)、中華民國斐陶
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2011)

自我介紹

就讀臺灣師大期間即對於有機化學有相當熱忱，隨後有幸逕行錄取上臺大化學所，加入了汪根

欉老師研究團隊。碩士班期間主要從事熱聚型電洞傳導材料及提升導電度之混摻物之開發，在碩士

班期間受汪老師啟發良多，想再更進一步了解光電材料領域的我選擇了直升博士班。目前研究著重

於開發具多稠環芳香結構之有機材料，並將其應用於有機電晶體、有機光伏等元件；今年在美國空

軍及汪老師幫忙下亦前往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Stephen Forrest教授實驗室從事短期研究，獲益良

多。未來將持續努力延續這股研發能量，進行更多元且更深入之研究。

研究概述

本研究論文係希望透過分子設計來提升有機光伏元件之光電轉換效率，我們根據馬可士電子轉

移理論設計具共平面多稠環雜環構築單元，並且將其引入各共軛系統當中建造具光活性之小分子或

高分子材料，希望藉由化學結構的剛硬化來有效提升有機半導體的電洞遷移率，而改善載子傳輸，

進而獲得更高的光電轉換效率。

得獎感言

衷心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汪根欉老師、及推薦我獲獎的周必泰老師和陳協志老師，也非常感謝家

人的支持，才得以順利完成這些研究。另外也非常謝謝中技社能夠提供此獎學金鼓勵國內研究人

才，相信對於國內未來科技之發展具有重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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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俐雯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碩二

創意作品：開發具主動標靶與多重酸敏感性的自組裝

多胜肽奈米藥物載體應用於癌症藥物傳輸

及腫瘤轉移抑制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2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4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6篇
3.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會員獎章、第21屆國際生物醫學科學與科技研討會海報論文競賽─第一
名、2015組織工程暨再生醫學國際研討會-世界大會─ travel award獎勵、第一屆生物醫學工程暨
第九屆亞太醫學與生物工程國際研討會研究生論文競賽─最佳論文獎(口頭與海報)、2014國際
生醫材料與再生醫學研討會研究生與大專生論文競賽─優等獎、2014海峽兩岸暨生醫材料與藥
物制放研討會海報論文競賽─特優、2014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創意設計製作競賽─佳作獎、
2015全國大專院校微流體技術應用學生專題實作競賽─優等獎

4. 申請中專利2件

自我介紹

在研究生涯的一開始，我就鎖定了研究主題：藥物傳輸載體，這是由於我的祖母曾因大腸癌而

接受過化療，我親眼見證了化療可怕的副作用，於是當我聽到藥物載體這個概念時，我的內心激

動無比，就這樣開啟了我的生醫材料研究之路。除了學術外，目前此載體正在申請專利與國家新創

獎，希望藉此與產業接軌並實踐「帶給患者更好的生活品質」的核心價值。最後，我期許自己到美

國繼續專攻生醫材料博士班，學成回國後，希望能助臺灣生醫產業一臂之力，藉此提供社會大眾更

好的生活品質，進而回饋社會。

創意概述

乳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見的癌症，且其已成為女性癌症相關疾病之第二大死因，90%的乳癌致

死病例是由於乳癌細胞轉移至遠處器官。本研究欲利用天然材料(多胜肽與磷酸鈣)開發一刺激敏感

性之自我聚合多胜肽奈米載體治療轉移性乳癌，此載體經由特殊設計達到理想藥物載體特性且具備

以下幾項新穎優勢：循序漸進式之內源性酸鹼刺激敏感性、磷酸鈣保護殼層、主動標靶分子LyP-1、

具有包覆不同疏水性因子之潛力。

得獎感言

非常榮幸能夠得到評委的肯定並獲獎。首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王子威老師，在大學專題以及

碩士班研究期間的指導與鼓勵，並讓我了解「如果你不鼓足勇氣去嘗試，那就永遠沒有成功的機

會。」這句話的真諦，也感謝戴念華教授，在我對未來感到困惑迷惘時，總像是一盞明燈給我指引

方向。我會帶著這份熱情與衝勁繼續在生醫領域持續向前邁進。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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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鈺棋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大四

創意作品：綠色合成有機蛋白質保護金奈米團簇－非

侵入式光動力結紮與螢光顯影

傑出表現

1. 國內研討會海報發表1篇、國外研討會海報發表1篇
2. 元培醫大五創元年創意競賽榮獲創意獎、H.I.T for Asia生醫黑客松-齡時啟動團隊榮獲第二名、第
一屆立創光電盃應用論文競賽榮獲銅質獎

3. 參與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1項

自我介紹

我生活在一個單純平凡的小家庭，從小父母就很在乎孩子的為人品行，教育我們正確的人生

觀念。管教方式在自由和權威中取得平衡，使我養成能獨立自主又不失紀律的性格。對這廣大又

未知的世界我懷著滿滿好奇心，總是喜歡問為什麼；有發現問題的需求才有機會激盪出創意的靈

感來解決問題。『「駑馬十駕，功在不捨」，只要持之以恆的更加努力，一定也可以完成同樣的事

情。』，這是我從小就不斷告訴自己的話。我從不認為自己有超群的能力或過人的智慧，因此，我

努力不懈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來彌補自己的不足。

創意概述

近年來多倡導替寵物結紮以減少流浪動物的產生，也能避免老年疾病的發生，然而目前犬貓的

結紮皆為開刀進行，卻也增加傷口感染的風險，若能以光動力結紮則可以降低這個問題的發生機

率。我們以簡單的方法合成蛋白質/金奈米團簇，攜帶光敏藥物以光動力進行結紮，並同時進行螢光

顯影追蹤定位。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的肯定以及中技社提供的機會，很高興獲得本次的創意獎學金的殊榮。感謝專題指導

教授黃志嘉老師用心的培養，提供我很多機會去參加研討會學習相關的知識和技術，充實自己並拓

展專題研究的發展，也提供與實驗室學長姐們教學相長的環境。最後，我很感謝父母家人和身邊朋

友們的支持和陪伴，讓我可以開心無虞的學習。希望創意作品在未來能夠實際應用上，以期更進步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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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育誠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碩一

創意作品：結合開源物聯網硬體之智慧聯網微服務

平臺技術

傑出表現

1. 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2. 2016智慧節能黑客松優等獎(用心節電)、2016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系列活動(第二名)、誰與爭鋒

2016創新智造大賽(最佳人氣獎)、2016臺灣黑客松th8最佳技術獎(影像辨識違規系統)、2016臺灣
黑客松th10最佳簡報獎(互聯網自救系統)、2016臺灣黑客松th11最佳簡報獎(黑客卡系統)、2016臺
灣黑客松th13綜合表現(結合雲端物聯網智慧飲水機)、2015經濟部搶鮮大賽「佳作」、2015智慧
城市黑客松(潛力無限獎) 。

3. 參與產學合作與專題金額達250萬元

自我介紹

研究所階段碰到了啟蒙恩師，讓我在專業知識與專案開發經驗不段的成長茁壯，與團隊參與了

許多產學合作專案開發包含智慧雲端飲水機、資策會的恆溫機具控制、安普新股份有限公司雲端物

聯網平臺建置等，透過與企業的溝通讓我了解了產業的動向與最新的需求。因為熱衷於開源硬體的

推廣與教育，目前也受LetSchool聘任負責物聯網教學與開源硬體的推廣，並曾參與日本Hackathon 

Startup Summit Fukuoka展示開源硬體與雲端平臺的整合。

創意概述

未來智慧聯網服務鏈不再只是裝置製造商，將轉為由軟硬體整合系統服務商來規劃與應用，此

模式的重要核心技術在於雲端系統在不同應用加上系統軟體定義(Software Defined )架構，進一步針

對特定智慧聯網應用需求提供彈性化的軟硬整合解決方案。現今智慧聯網應用需著重軟硬體整合，

透過本研究在不同應用場域收集環境數據，並建構各式應用服務，促使企業針對應用需求，發展專

屬的系統服務快速整合裝置端、各式網路、雲平臺、營運服務與應用程式系統。

得獎感言

首先要感謝中技社的評審委員給予我的肯定，讓我有機會獲得此殊榮，在此更要感謝從大學一

路指導我到碩士的指導教授陳弘明博士，在過程中不斷給予我專業素養與知識教導，讓我充分體會

到許多課程上沒教的事物，更讓我透過產學合作貼近產業，使研究具有學術與產業價值，同時要感

謝本資工系imac行動應用開發社團團隊，一起參與專案與比賽，並互相勉勵與督促，最後感謝父母

對我的支持，才能成就今日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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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宜辰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碩二

創意作品：開發適用於商業化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

低成本高性能材料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3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
3. 2016第44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銀牌獎」、2015化工年會壁報論文競賽E組－電化學技術
「優勝」、2014化工年會壁報論文競賽E組－能源工程「佳作獎」

4. 參與專案計畫3項

自我介紹

學生出生於桃園，大學即對於研究非常好奇與感興趣，因此大二即進到實驗室，從事觸媒的研

究，此過程的收穫豐碩，促使我決定攻讀研究所，並順利錄取成大化工所。以大學對於觸媒的研究

為基礎，碩士班期間致力於開發適用於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新對電極觸媒材料，以取代昂貴的白

金對電極。研究之餘，學生也喜歡到國外參加研討會與自助旅行，拓展國際觀與開拓的心胸，並在

旅途中成長、磨練。未來學生會繼續努力，期許為社會盡一己之力。

創意概述

太陽能是一取之不盡的綠色再生能源。本創意應用低成本材料與簡易製程，致力於拓展染敏太

陽能電池之商業價值。首先應用低成本的碳黑作為染敏電池之正極催化材料來取代傳統的白金電

極，藉此可成功將正極觸媒材料成本由每克31.48美元下降至0.017美元，此碳黑電極亦可應用於窗

戶或面板等透明裝置中。此外，本創意進一步開發出可印刷式電解質，其效能不僅與一般液態電解

質相當，更具有極佳穩定性，並且可適用於捲軸式大規模生產製程。

得獎感言

感謝財團法人中技社所提供的獎學金，並感謝評審委員們的肯定，能夠獲得此獎學金，學生真

的覺得非常的幸運與感動！此肯定使學生有更大的勇氣與更堅定的信心朝未來邁進；亦感謝求學與

研究過程中師長們的耐心指導與解惑，讓學生逐漸成為獨當一面的研究學者。感謝我的家人、所有

幫助過我的人與我所愛的一切，是您們成就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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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翔崴
國立臺灣大學　生醫電子與資訊學　碩二 

創意作品：重度憂鬱症之最佳治療預測系統

傑出表現

1. 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2. 全國醫工研討會優等獎、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平臺－創業傑出獎、時代基金會國際青年創新創
業競賽、優秀好人網、臺大鑽石種子基金五十萬創業獎、MIT舉辦的全球癌症生醫黑客松－冠軍

3. 參與專案計畫12項

自我介紹

學生胡翔崴，就讀臺大生醫電資所碩士班，未來期望能進行醫療器材創業來造福人群，發揮自

我生命最大價值，個人對於商業模式發想以及創業具有極大的熱誠，從前年二月開始，已經累計超

過十次的創業競賽經驗，也在劉子銘老師所開的臺大生醫創新與商業化系列課程，持續擔任核心教

學助教三年，共同創辦HIT For Asia 非營利組織，具有美國波士頓與以色列國際人脈與鏈結，能夠

將醫材創新模式帶來臺灣，期望臺灣醫材能夠蓬勃發展。

創意概述

憂鬱症盛行率相當高，在重度憂鬱症治療高副作用及各治療療效僅50%限制之下，期望能找出

預測憂鬱症療效的客觀判定方式，本預測系統能針對腦波訊號分析人工智慧的判讀，藉由機器學習

快速來找出重要的特徵值，預測精準度可達83%以上並且擁有極高的效率，能有效決定最佳的治療

效果，此系統建立資料庫之後，能提供病患最佳治療選擇，在治療上可避免用錯治療方式而延誤造

成惡化，也節省醫療負擔的成本，是未來憂鬱治療的重要工具。

得獎感言

此次得獎感謝主辦單位的賞識，能給予此創新想法的肯定，讓我有更大的動力逐步完成，也特

別感謝臺大醫院精神科廖士程醫師團隊，這兩年來的合作下來能擁有如此成果，在追逐夢想的路途

是遙遠的，很榮幸能夠獲獎，感謝我的母親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相信在未來在路途中能夠持續

往前走，直到將理想實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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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育豪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大四

創意作品：綠能捕手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1篇
2. 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
3. 2016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牌1面／銀牌1面、2016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銅牌1面
4. 參與獲得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1項
5. 通過新型專利1件

自我介紹

學生許育豪目前就讀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大二時發現自己對研究具有高度熱忱，因

此，在大三那年的暑假就開始加入本系楊文治教授的綠能專題研究團隊，在這一年的研究過程中我

對綠色能源方面有了相當的認識，對於現今環境保護議題亦深感興趣。目前除了將研究成果參與各

項競賽或研討會之外，我仍然會繼續努力，未來規劃在大學畢業後繼續攻讀研究所，更加精進個人

研究知識與技術，將來才有能力為國家社會貢獻心力。

創意概述

目前全球各國積極推廣綠色能源，以減少化石能源對環境所造成的汙染，為使綠色能源之應用

能融入民眾之生活，以擴大其應用範圍，我們研究團隊利用3D列印技術開發微型風力、水力、太陽

能發電機構，並且結合多輸入電源轉換系統及升降壓電路，使得風力、水力、太陽能三種綠色能源

得以混合供應直流電力給3C電子產品使用，提高民眾使用綠色能源之意願，增進政府推行綠色能源

環保政策之成效，進而減少火力與核能發電所帶來污染問題。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委員的肯定，使我能榮獲此份殊榮；其次感謝中技社所提供的獎金，這對我的研究幫

助甚大；更感謝我的專題指導老師楊文治教授，有他的指導與教誨才能有今日成就；最後感謝我的

父母，有他們的支持才能讓我無後顧之憂、全力以赴。現在我雖獲獎，但未來會更加努力，創造更

好的成績來回饋所有幫助我的人。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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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亮瑜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大四

創意作品：Dopingless SiGe Transistors and Metal-

Oxide-Semiconductor Ohmic Contacts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1篇
2. 2016年臺積電－成大聯合研發中心專題研究競賽亞軍、2016年臺積電大專學生專題獎學金獲選
人

3. 參與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1項

自我介紹

以繁星推薦方式進入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大三時因興趣而進入高國興教授的實驗室進行專

題研究，這兩年的專題學習中陸續對奈米元件的設計和新結構有許多認識以及研究，另外也積極參

與科技部研究計畫以及臺積電專題競賽，學到許多寶貴經驗和了解現在世界奈米元件的發展現況及

趨勢，之後也選擇繼續在成大深造，延續專題研究，希望對於奈米元件的設計有更進一步的研究和

貢獻。

創意概述

本研究利用Charge Plasma的概念來重新設計FinFET，透過金屬與半導體的費米能階差異來產生

載子以取代傳統的Doping技術，可以在免除摻雜及退火製程條件下做出元件，也對於元件本體透過

材料的改變來產生不同的電性表現。另外利用MIS結構來取代傳統Charge Plasma元件的MS結構，減

少費米能階釘札效應和MIGS的產生，讓元件的電性表現及良率獲得有效的提升。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評審委員的肯定，讓我獲得此殊榮，同時也十分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高國興老師在研

究的道路上給予的許多幫助和教導；最後要感謝我的實驗室的學長姐、同學們以及我的家人們的支

持和鼓勵，期許未來能夠有更好的成果。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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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伶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二

王勝遠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二

創意作品：利用微波裂解增進電子廢棄物之貴金屬回收率

傑出表現

1. 103學年度獲得全國大專生優秀青年、103學年度獲得宗卓章將助學金、103學年度中原大學全人
標竿獎

2. 學年度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

團隊介紹

團隊指導：駱尚廉教授

此研究分為兩大過程，利用微波裂解液晶顯示器之液晶面板中所含的銦錫氧化物回收金屬銦，

以及利用微波裂解廢棄電路板回收貴金屬金以及鈀。

周思伶：利用微波裂解廢棄電路板之前處理提高金屬溶出效率，後續再利用薄膜萃取以及反萃取之

方式，濃縮回收貴金屬金以及鈀。

王勝遠：以微波熱裂解廢棄液晶顯示器中液晶面板部分，以提高後續酸溶的溶出率，酸溶以微波消

化進行，提升酸溶的效率，最後利用萃取、反萃取濃縮純化稀有金屬銦。

創意概述

設計單向(聚焦)式微波之最佳參數，以提高貴金屬之回收效率，減少現今回收過程中耗費的大

量能源以及產生的污染，以較環保之設計流程─微波裂解取代傳統焚燒冶煉等方式，解決目前電子

廢棄物回收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本研究希望能研究出降低環境污染以及能有效回收銦、鈀及金

的方法流程，有機會能應用在實際工廠中。

團隊得獎感言

非常榮幸獲得中技社創意獎學金團體獎的殊榮，尤其感謝第二階段口頭報告時，評審委員們針

對我們的研究所提供的建議以及看法，未來我們會努力將此項研究的成果做到最好，期望此項研究

能在市場中看到實際應用的案例，在環境不被破壞的情況下，達到循環再生的目的，進而創造最高

的經濟效益。

周思伶 王勝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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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偉家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四

吳永福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四

沈哲宇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碩士班　碩二

創意作品：區域語音宣導系統

傑出表現

1. 國際獲獎9次：第十一屆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金牌、第八屆國際婦女發明創意展覽競賽－金
牌、2015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金牌等

2. 國內獲獎17次：第十一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競賽第一名、第十屆盛群盃創意大賽－金牌等
3. 參與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生計畫1項
4. 通過新型專利1件

團隊介紹

團隊指導：張獻中副教授

本團隊來自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工系，秉持著「傳承」的精神，由張獻中副教授的帶領至今，

團隊的特色為從日常生活中的不便，找尋靈感並創作，讓每位隊員都能發揮所長，隊員間彼此相

互學習，規劃每禮拜討論作品架構，分享各自的想法，讓作品更加完整，並積極參與國際與國內發

明競賽，從競賽中學習、成長，專長為各式嵌入式單晶片TI、HOLTEK、RENESAS、MICROCHIP
等，也擅長ANDROID系統手機APP與電腦VB程式撰寫。

創意概述

本專利是將FRS與大樓廣播和環境監控結合，平時可藉由FRS來傳遞廣播訊息通知用戶，萬一
有異常狀況產生時，環境監控的感測器就會感應到，並將異常資訊以FRS傳送到監控中心和其他用
戶，他們就可以根據此訊息來做相對應的處理，當災難發生時，也可以拿起無線電對講機向救難人

員求救，以減少災害的擴大和提高救援的效率。

團隊得獎感言

謝謝中技社給予我們這次的機會，也感謝各位評審的指教，藉由評審們的經驗，在本次的口試

中，我們學習到許多在學校所學不到的，因為做一個「專題」是很容易的，但做一個能賣給消費者

的「產品」，所要考慮的就非常的多，這次讓我們收穫良多，再次感謝貴社與評審的肯定，最後感

謝學校與實驗室給予技術與經費上的支援。

唐偉家 沈哲宇吳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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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勛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研究所　碩二

洪迎馨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 大四

創意作品：CRISPR/Cas9系統於大腸桿菌進行無痕之基因組編輯：動力學研究

傑出表現

1. 國外期刊發表1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團隊介紹

團隊指導：吳意珣 教授

高培勛：中技社口試中擔任報告者，專長於邏輯推理分析以及領導，將所學應用於生物科技領域以

及數據分析，給實驗數據合理的解釋，在領導方面，其能夠冷靜及沉著的提供意見，並整

理歸納不同的想法而後給團隊新的方向。

洪迎馨：專長於精細的實驗手法以及強力的理論基礎，細膩的實驗技巧決定了研究成功與否，加上

其強力的理論基礎，更增強了整個團隊的實力 。

創意概述

CRISPR/Cas9是近年來一個嶄新且強大的基因組編輯工具。大腸桿菌作為最重要的基因工程宿

主，本研究首要是為了探討CRISPR/Cas9系統於大腸桿菌的可利用性，將此系統整合lambda Red重

組機制，並調整載體進入菌體的順序，將可以免去抗生素使用的篩選，甚至於大腸桿菌的最佳編輯

效率可達90% 以上。近年來由於能源與環境的問題，未來希望應用CRISPR/Cas9在微藻代謝上的調

控，建立基於CRISPR/Cas9改造的突變藻庫，發展出一項以微藻生質能為基準的綠色與永續工程的

新技術。

團隊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中技社評委的肯定，讓我們的努力能夠被看見，也感謝指導老師吳意珣教授的指導與

栽培。全心投入並發揮創意而獲得一般人無法獲致的成果，可能是這次得獎者的共同經驗，堅持完

美與追求卓越，絕對是所有學術研究者的共同目標，掌握最新的世界趨勢，希望有朝一日能為地球

環境盡一份心力，為提升人類福祉做出努力。

 

高培勛 洪迎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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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雅洵　國立交通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碩二

李云蕎　國立交通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碩二

劉宜璋　國立交通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碩二

胡浩萱　國立交通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碩二

徐一心　國立交通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碩二

創意作品：Ace-analyzer 糖尿病呼氣檢測器

傑出表現

1. 國際獲獎事蹟：Finalist of the mai Bangkok Business Competition @ Sasin
2. 國內獲獎事蹟：交通大學第十一屆產學技術交流卓越貢獻獎

團隊介紹

團隊指導：唐瓔璋教授

康雅洵：執行長，曾任職於英國石油公司，擅長策略管理、業務行銷及專案管理。

胡浩萱：技術長，曾任職於臺灣積體電路公司，擅長科技管理及創新管理。

李云蕎：行銷長，曾任職於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愛立信股份有限公司，擅長市場分析及專案

管理。

徐一心：營運長，曾任職於寶成集團，擁有中國、印尼工作經驗，擅長供應鏈管理。

劉宜璋：財務長，曾任職於外貿協會，擅長財務規劃及投資分析。

創意概述

據國際糖尿病聯盟( IDF )統計，全世界有4.2億成人糖尿病患，每六秒就有一人因糖尿病辭世，日常

監控對病況的掌控十分重要。Ace-analyzer是為糖尿病患者設計之呼氣探測器，能夠準確測出人體呼出氣

體中的丙酮濃度，取代傳統以抽血測血糖、血酮、驗尿測尿酮等麻煩、疼痛具侵入性的方法。此產品具

有非侵入性、便於攜帶以及準確的特性，配以相應的app，配合大數據資料庫，能即時監控病況，以防

危急併發症的產生，達到智慧照護的目標。

團隊得獎感言

謝謝中技社評審委員給予D-Life團隊的肯定。感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呂家榮教授及簡日昇博士在技

術上的奧援，更感謝交通大學唐瓔璋教授的指導，我們由衷地感謝一路上曾無私提供幫助的貴人，包含

老師、同學以及受訪的病患及家屬等，因為有你們，D-Life團隊才得以成就我們的創意及夢想。

康雅洵 李云蕎 劉宜璋 胡浩萱 徐一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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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開方　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碩一

吳宥賢　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碩一

陳蘊函　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碩一

黃冠騰　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碩一

劉德風　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碩一

創意作品：下照式手機3D列印機

傑出表現

1. 2015 3D列印創新應用競賽－專上組金牌  3. 經濟部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1項
2. 105年度第一梯次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第一階段入圍 4. 通過專利3件（申請中1件）

團隊介紹

葉開方 : 大學就讀建築設計系，專長工業設計。 黃冠騰 : 大學就讀機械系，專長機械製程。

吳宥賢 : 大學就讀機械系，興趣材料開發。 劉德風 : 大學就讀機械系，專長機構設計。

陳蘊函 : 大學就讀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專長機電整合。

由於團隊成員擁有不同領域之專長興趣，故共同集結開發此機臺，我們擁有機構製造、組裝、

外型設計、樹酯調配、機電電路與程式編寫的能力，因此能夠各司其職，互相相輔相成，以達到整

體技術開發的能力。

創意概述

3D列印已對人類生活帶來多重影響，產業發展也已具有一定規模，然而目前面臨到的困難是機

臺過於昂貴與龐大。目前消費性3D列印系統，以熱塑線材機種為主，但列印精度低；光固化式精度

較佳，但圖案化紫外光光源或雷射成本高。

因此，本團隊使用手機螢幕作為動態光罩，以手機APP進行圖形選擇，透由手機螢幕播放圖

像，利用螢幕之可見光源對材料「光固化樹脂」進行光固化。只要持有智慧型手機，人人都可以成

為製造者Maker！

團隊得獎感言

非常榮幸能獲得中技社105年度科技獎學金，對本團隊實屬莫大殊榮。特別感謝中技社與評審

老師給予指導與肯定，也感謝指導教授及研究室的各位同仁在研究上給予協助。期望不久的將來能

透過手機光固化3D列印，實現3D列印技術普及化，讓人人都能成為Maker，實現屬於自己的夢。

葉開方 陳蘊函 劉德風黃冠騰吳宥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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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珈琦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所　碩二

鐘幻苹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所　碩一

創意作品：微波熱處理仿生材料樹葉渣作為陰極觸媒應用於燃料電池中

傑出表現

1. 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6篇、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2. SCI國際期刊發表1篇
3. 100及103學年度第2學期書卷獎、智育優良獎第一名、全校2015校外實習心得競賽－佳作
4. 通過專利1件(申請中1件)

團隊介紹

劉珈琦：具有良好的口才以及有邏輯性的思考能力，可以將研究主題整合並且規劃完整，積極進取

的她也因此擁有一篇國際期刊、一個國際研討會論文以及專利，而且在各個會議表現上都

十分傑出並獲獎。她也是這個團隊的領導者。

鐘幻苹：具備創新、創意等思考模式，能夠跳脫傳統思維並結合電化學以及環保概念，將樹葉渣以

家用微波爐熱處理後作為觸媒應用在燃料電池上。不僅如此，也兼備分析能力以及出色的

英文表達能力，因此在研討會以及英語論文報告競賽上獲獎，在這個團隊裡的她扮演著不

可或缺的靈魂人物之一。

創意概述

本創意利用家用微波爐作為熱處理裝置，而樹葉渣作為燃料電池觸媒，將兩者互相結合製備而

成的燃料電池觸媒，最大的優點為製程時間短且成本低。不僅如此，它的效能也高，其電子轉移數

可以達到3.90，非常接近傳統商用白金觸媒的電子轉移數4.0，而且此觸媒穩定性遠比白金好，經過

長時間的定電位測試，樹葉渣觸媒幾乎不會減少其活性，反之，白金觸媒則會損失原本40 %的活

性，可見其樹葉渣觸媒的發展潛力以及優越性。

團隊得獎感言

榮獲中技社創意獎學金，首先感謝指導教授王丞浩老師的悉心教導，讓我能夠有機會爭取申請

此項獎學金。尤其感謝合作夥伴鐘幻苹與學長張孫堂的鼎力協助。無論資料的準備或研究的建議，

都讓我獲益良多。最後感謝我的父母願意栽培我，使我專注於課業，心無旁騖的充實自我。感謝中

技社提供機會，讓我們獲得無上的殊榮。

劉珈琦 鐘幻苹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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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有倫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四

蔡謹勵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四

張愷文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四

創意作品：熱水器之安全輔助系統

傑出表現

1. 國內研討會論文2篇
2. 2015第十一屆國電子設計創意競賽－佳作、2015元培醫大五創元年創新發明競賽－創意獎、第
十屆數位訊號處裡創思設計競賽－佳作、2015年首爾發明展－銀牌、2015年臺灣彰化國際青少
年發明展暨海報競賽-銅牌、105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具長照與物聯網概念之居
家老人關懷系統』之補助等

3. 大專生國科會計畫3項
4. 通過專利3件

團隊介紹

潘有倫：資料蒐集，零件購買，控制程式之撰寫，作品模型規模大小規劃與製作，繪製電路圖，硬

體線路規劃與焊接，硬體電路彙整，報告流程規畫。

蔡謹勵：資料蒐集，零件購買，元件選擇，作品模型製作，硬體線路規劃與焊接。

張愷文：資料蒐集，零件購買，報告撰寫，零件採購，作品模型製作，焊接電路與測試。

創意概述

本作品『熱水器之安全輔助系統』在熱水器啟動後，它可偵測一氧化碳與瓦斯濃度、可檢測

一氧化碳與瓦斯感測器是否故障、具語音提示/警示、LED 提示/警示、雙風扇功能、打開窗戶到定

位，以及可與手機連線等等功能，不僅可降低一氧化碳產生的機率，還可改善生活品質與提高人身

的安全性。

團隊得獎感言

自從大二加入專題團隊後經過了這幾年的磨練，團隊中的三位都各有所成長，能獲得此獎是對

我們團隊最大的肯定，這個榮耀與心中的喜悅是言語無法表達的，相信本團隊的不論任何一位以後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遇到任何困難，回想這個過程都可以調整心情當作激勵自己的方式。

潘有倫 張愷文蔡謹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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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Ki Ong (王路祺)

國籍：Indonesia (印尼)

學校：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Chemical Engineering

年級：2n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Simultaneous utilization of waste cooking oil for 

Cu-contain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biodiesel 

production

傑出表現

1. 19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6 research projects
3.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Scholarship in 2014
4.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hD Fast Track scholarship recipient in 2015

自我介紹

My name is Lu Ki Ong. I come from Indonesia. Currently, I am a PhD student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It is my second year of my PhD program by now. My research 

interest is about the renewabl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rocess. I have an interest in the integration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nvironment in Taiwan has 

directed me to think globally. After I graduate, I wish I can pursue my career in the academic world and become a 

renowned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

研究概述

Integrated process to produce renewable energy and treat wastewater is interesting. Heavy metals are a 

persistent pollutant in nature and may cause serious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problems. Copper (Cu) is one of 

heavy metals found in nature due to its extensive use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electronics. Cu-containing wastewater 

is utilized directly to hydrolyze waste cooking oil and the hydrolyzed oil is used to make biodiesel. Meanwhile, 

copper removed from wastewater through the ion exchange mechanism with fatty acids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catalyst for biodiesel production.

得獎感言

It is a privilege for me to be nominated for the CTCI Foundation Scholarship 2016. I believe that numerous 

applications with fascinating research subjects were submitted this time and therefore, I feel so glad and lucky to be 

selected as an awardee this year. I personally take this award as a memento, which motivates me to dedicate more to 

the world of research. I hope this award can aspire many student researchers as I am to give their best now and later. 

�ank you for all who support me and special thanks to CTCI foundation for this generous opportunit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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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anand Kumar (古大亞)

國籍：India (印度)

學校：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系所：Electronic Engineering and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年級：2nd years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Study of Transition Metal Oxide Resistive Switching 

Memory With Cross Bar Structure

傑出表現

1. 1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 Involved in 1 research project 
3.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Scholarship for the year 2014/2015

自我介紹

My name is Dayanand Kumar received the MS degree in the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from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IT), Varanasi India, in 2012. Scholarship awarded by Ministry of Human Recourse 

Development (MHRD) Government of India for pursuing master programme (July 2010- July 2012). I have 

also quali�ed Graduate Aptitude Test in Engineering (GATE) with all India rank with percentile score was 88.20. 

Recently, I am doing Ph.D. in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Currently, I am working on the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resistive switching 

memory devices with focus on memory structure innovations and reliability.    

研究概述

With the continuously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computer technologies, a new memory type is needed that 

will be fast, energy e�cient and long-lasting. It shall combine the speed of random access memory (RAM) and non-

volatile in the same time. Resistive RAM (RRAM)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candidates in this respect. RRAM 

has attract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owing to its potential as a possible replacement for �ash memory in next-

generation nonvolatile memory (NVM) applications. Recently, the conductive bridge switching memory (CBRAM) 

is seen as a major contender for future memory replacement with large on/o� ratio and good retention property. 

�e major challenge is cycle to cycle variation as well as device to device variation. �e nonlinearity I-V property in 

CB RRAM device is one of the potential solutions to achieve it.  

得獎感言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hank all the members of CTCI scholarship review committee for their positive 

decision for choosing me to receive this award.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sense of gratitude to my respected 

supervisor Prof. Tseung-Yuen Tseng, who has supported me & my research work with his knowledge. I also would 

like to thank my elder brother Dr. Umesh Chand for extending his support to carry out the experimental work and 

for many fruitful discussions. I am highly obliged and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the o�cial sta� of the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NCTU Taiwan.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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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vam Gupta (古達)

國籍：India (印度)

學校：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系所：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年級： 3r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Fabrication of carbon nanomaterials and their 

composit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nthesized 

nanomaterials in oil absorption and EMI shielding.
傑出表現：

1. 2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2 conference papers.
3.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s.
4. Submitted moonshot for “Google Solve for X” and I am pleased to inform that our moonshot was selected.
5. GATE scholarship 2012-2014. Recipient of NTHU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for the years 2014-2015, 

2015-2016 and 2016-2017.

自我介紹

I, Shivam Gupta, was born in India in 1989. I joined M. J. P. Rohilkhand University to ful�ll my aim as a 
researcher and successfully completed Master of Science in Physics in 2011. I completed Master of Technology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haragpur, India in 2014. I am pursuing 
my PhD in the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 Nyan-Hwa Tai 
at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aiwan. My research interest encompasses fabrication of carbon nanomaterials 
and their composites;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synthesized nanomaterials in energy, electric devi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研究概述

Oil spill accidents have urged scientists across the world to develop an immediate cleanup technology because 
the spilled oil signi�cantly a�ects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 Superhydrophobic and superoleophilic 
materials have shown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oil spill cleanup due to their outstanding absorption 
capabilities, high selectivity, chemical inertness and excellent recyclability. In this regard, carbon-based absorbents 
have been considered to be the best candidates as they possess high surface area, low density, excellent mechanical 
properties, good chemical stability,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nd large pore volume. In my research work, carbon 
nanomaterials and their composites were synthesize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oils absorption and separation.

得獎感言

I am extremely honored to be receiving such a prestigious CTCI award. I’d like to thank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the recognition I have received for my work. I am also thankful to my supervisor Prof. Nyan-Hwa 
Tai for his kind support and supervision. Winning this award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proper 
supervision I have received from my supervisor. I am also thankful to my colleagues who inspired me and gave me 
the strength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perform better at each stage. �is award has renewed my enthusiasm for PhD 
and I'll keep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in my scienti�c career. �ank you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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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 Yufeng (甘玉鳯)

國籍：China (中國) 

學校：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系所：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年級：2n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The optimization Analysis for the Rapid Spray 

Water Cooling of Complex-shaped Metallic Alloys 

傑出表現

1. 3 publications in domestic journals  
2. 1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Seminar, 1in Local seminar 
3. Involved in 1 research project  
4. 2013 global (Shanghai) low carbon creative competition, reward third prize、�e debate competition of 
“An Neng Cup”, reward forth prize、Chongqing University Graduate Students Scholarship for the year 
2010/2011and 2011/2012、J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Students Scholarship for the 
year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National（China）Undergraduate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ntest, reward second prize

自我介紹

My name is Ganyufeng. I’m a PhD student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With the major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eat exchange laboratory and my advisor is Pro Jang Jiin-Yuh. I’m from China, Hubei 

Province, I have finished two years of my PhD program by now. I finished the necessary coursework and 

qualifying exams. I am very motivated by the highly quality academic environment in my university and in 

Taiwan. I believe I will obtain the further research.

研究概述

The hot rolling process of complex-shaped metallic alloys is a highly nonlinear plastic deformation 

process.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geometric model, the general cooling method will cause the cooling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s not uniform, and resulting in residual stress caused by cracking, warping and so 

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metal,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numerical analysis 

software to simulate and analyze the complex metal hot rolling process, so as to obtain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deforma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lex-shaped metallic alloys during the 

cooling process. 

得獎感言

I’m so proud to acquire the CTCI Foundation Scholarship. It’s not just help for in my study, but also is 

a recognition for me. I really do have to count myself lucky to win – but win I did – and on a personal level, 

it’s a great feeling to be up here, with this award in my hand. �anks the CTCI, the member of the Judging 

Committee, and my teacher and my laboratory students. I’ll try my best to obtain the further achievement, and 

thank you all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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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khrambam Puspa Devi (伶香)

國籍：India (印度)

學校：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年級：5th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Electro-absorption Modulated Lasers with High 

Immunity to Residual Facet Reflection by Using Lasers 

with Partially Corrugated Gratings
傑出表現

1. 4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2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1 in domestic conference
3. Involved in 5 research projects 
4.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for Continuing International Ph.D. 

Students for the year 2016/2017.

自我介紹

My name is Pukhrambam Puspa Devi, PhD student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major in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I am from India. I have completed four 

years, and am I now in my �nal year of my PhD. I have self-motivated and hard-working attitude with strong 

willing for doing academic research. I always look forward to a challenging career in research which may even be 

arduous and demanding at times and I am also con�dent that with my sincerity and dedication, I will be able to 

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ongoing research developments. 

研究概述

Electro-absorption modulated laser (EML) is attractive as the light sources of optical interconnects for 

data center applications that are currently demanding ≥100Gb/s data rates per cable. �e application drives the 

high-volume production of the high-speed light sources. For mass production of high-grade EMLs, the device 

need to have robust performance of high single-mode yield, good extinction ratio,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high immunity to the residual facet re�ection. My research is focused to design and optimize the EML device 

structure with simple approach to make an EML laser structure highly immune to residual facet re�ection using 

partially corrugated grating structure.

得獎感言

I must say that I am humbled, honored, and at the same time excited to be to be receiving CTCI 

Foundation Scholarship award.  �is is the realization of a huge life dream. I feel very privilege and touched to 

received your support in my research endeavors.  I did not make the journey here alone. Numerous people have 

supported me along the way. I want to again say how grateful I am to receive this award - especially knowing 

that I work every day with students who are equally deserving.  I thank you all sincerely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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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i Ravindranath (李妮)

國籍：India (印度)

學校：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系所：Chemistry　 

年級：4th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Synthesis of nanocomposites for the removal 

of toxic pollutants and heavy metals 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xt generation power sources

傑出表現(Accomplishments)：

1. 8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1 papers in domestic conferences 
3.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
4. Winner 3 Minute �esis Competition (2nd Place)

自我介紹

I am currently a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 was a 

curious little girl who was always intrigued by science and stepping into the fascinating world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a world that held a lot of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that arose in me as a child wa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 made. As one of the 28% of women scientists in the world, my aim is to urge more women like me 

to pursue research in the �eld of STEM. 

研究概述

Titanium oxides (TiO2) have been extensively used as catalysts and photocatalysts. Photocatalytic composite 

TiO2-Au nanospheres (NSs) was prepared using TiO2 NSs formed by a solvothermal process and calcined. �e 

e�ect of deposited ions like Hg2+ and Ag+ were studied, revealing their extraordinary in�uence in increasing its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e�ciency, allowing it to be used for degradation of methylene blue and reduction 

of chromium(VI).  �is enabled us to develop a sensing strategy for mercury based on the di�erence in rate of 

degradation of MB in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Hg2+ doped onto TiO2-Au NSs. Our aim is to design a real 

time sensor to detect mercury ions in water, soil and �sh.

得獎感言

It is a great honor to be chosen by the esteemed panel members for the CTCI scholarship. With this 

support I will be able to focus my time and energy on research and bring laurels to my university and to 

everybody who has been a part of this journey. This kind of support will encourage more foreign scholars 

to pursue their studies in Taiwan.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their time and 

encouragement. It feels great to be recognized and considered for this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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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hin Shantaram Ichake (沙琴)

國籍：India (印度)

學校：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系所：Department of Chemistry 

年級：3r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N-Bromosuccinimide-Mediated Thiocyanation of 

Cyclohexene-Fused Isoxazoline N-Oxides

傑出表現

1. 3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3 research projects 
3.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Scholarship for the year 2014/2016 

自我介紹

I am Sachin S. Ichake from India presently perusing PhD under Prof. Ching-Fa Yao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Organic Chemistry. I have completed the necessary coursework and qualifying exams 

in two years of my PhD program. During these two years in NTNU, I acquire sound knowledge in synthetic 

organic chemistry and also handling valuable instruments like NMR HPLC. I am very motivated by the highly 

quality academic environment in my university and in Taiwan. I am very much ambitious towards academics.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 in NTNU will help me to shape carrier to academician. 

研究概述

Isoxazoline N-oxide derivatives play a key role in constructing new classes of organic compounds. On 

the other hand, �iocyan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tool for the synthesis of organosulfur compounds, 

which have found numerous applications in the pharmaceutical and agrochemical industries. We described the 

synthesis of organosulfur compounds via thiocyanation. of cyclohexene-fused isoxazoline N-oxides catalyzes 

by NBS. Subsequently, synthetic utility of newly synthesized thoicyano compounds for the synthesis of novel 

cyclohexanone ring fused isothiazole derivatives has also been demonstrated.

得獎感言

Firstly, I am thankful to CTCI foundation for selecting me as a recipient of your scholarship. I feel 

very humbled and honored to receive your support in my post-graduation endeavors. It is such an amazing 

sentiment for me personally to know that there are always these networks to back up students �nancially in their 

educational pursuits. I am delighted by this award and thankful to CTCI foundation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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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tami Chusnul Hidayati (辛大美)

國籍：Indonesia (印尼)

學校：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年級：5th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Fashion Style Analysis towards Multimedia Big Data

傑出表現(Accomplishments)：

1. 4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6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Seminar, 5 in Local Seminar
3. Involved in 6 research project
4. PhD student scholarship award from Taiwan Tech (Sep. 2012 - now)、PhD student research fellowship 

award from CITI, Academia Sinica (Sep 2012 - Sep 2016)、Honorary member of the Phi-Tau-Phi 
Scholastic Honor Society of �e Republic of China (2016)、Student travel grant award from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aiwan (MOST) to atte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broad (2016) 

自我介紹

My name is Shintami Chusnul Hidayati. I received the B.S. degree in informatics from Institut Teknologi 

Sepuluh Nopember, Surabaya, Indonesia, in 2009, and the M.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ei, Taiwan, in 2012, where I 

am currently working towards my Ph.D. degree. Prior to joining the master’s program, I worked at Institut 

Teknologi Sepuluh Nopember as a faculty member. I also have industrial research experience in reputed 

organizations in Indonesia as well as in Taiwan. My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ultimedia computing, especially in human-centric content analysis. 

研究概述

Driven by the huge profit potential in fashion industry, intelligent fashion analysis might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multimedia and computer vision research. Currently fashion experts who possess 

intensive fashio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mainly perform fashion analysis. Even for them, it is time-

consuming to collect and analyze fashion styles. �us, we see there is a need for intelligent fashion analysis. In 

particular, we are interested in pinpoint the locations of clothes in real-scene images, classifying the clothing 

genres, and discovering visual style elements that represent fashion trends. Consequently, a better fashion 

analysis in big multimedia data can be developed. 

得獎感言

It is a great honor to receive this prestigious award. I am indebted with the council who o�ered me this 

award. Receiving this award motivates me to continue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I dedicate this award to my 

parents and my teachers who take much of the credit for who I am today. I also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to all people who have helped and inspired me during my journey. And last but not 

least, I am very grateful to CTCI Foundation for providing this award.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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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 Lap Cuong (許立強)

國籍：Vietnam (越南)

學校：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系所：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年級：3r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Carbonaceous disinfection by products from 

different origins of algogenic organic matter

傑出表現

1. 2 SCI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 1 proceeding paper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3. 3 oral present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4. Involved in 3 research projects
5. Awarded by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Scholarship (2014-present)  

自我介紹

My name is Hua Lap Cuong, an international Vietnamese student i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 am 
now in the second and half years of my Ph.D program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 am of great interest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specially in aquatic environment science. As a young and motivated researcher, I have a 
consistent passion in academic work with the unceasing e�ort of build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consolidating 
the research experiences for my future career. My main research interest relates to the �eld of water/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I am currently studying in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of the algae-derived problems 
in water treatment plants. 

研究概述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water safety for daily drinking purpose has been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health concern. The formation of disinfection-by-products (DBPs) in treated water, which are 
carcinogens,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for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BP precursors 
and formation pathways is very crucial for water treatment plants. My work is aiming to investigate and 
characterize the organic matter derived from various algae,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precursor to 
disinfection-by-products when algal eutrophication occurs in fresh water. �is work will give a thorough insight 
into the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algae as the precursor to DBPs.  

得獎感言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st and deepest acknowledgment to the council of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your recognition of my research achievements.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be awarded by the CTCI Scholarship. 
I am truly excited and proud of it. �is is also a great chance for me to express my deepest thank to my advisor 
Prof. Chihpin Huang for his consistency and kindness on guiding me. Being awarded by the CTCI Scholarship 
is a big encouragement that will give me more motivation for studying as well as researching in the futur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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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h-Cuong Hoang (黃庭強)

國籍：Vietnam (越南)

學校：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系所：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年級：1s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An Innovative Reverse Engineering Approach to Multi-

View 3-D Surface Digitization Using Automated Robot 

Scanning and Image Registration
傑出表現

1.  2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s 
3.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gulations Governing Academic Research Fellowship for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Doctoral Students 

自我介紹

My name is Dinh-Cuong Hoang. I am twenty �ve years old, from Vietnam. I am currently a �rst year 
doctoral student in Mechanical Department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In spite of just enrolling 
from Spring semester of academic year 2015/2016, I have studied under Professor Liang-Chia Chen at NTU-
Precision Metrology lab for two years with the excellent academic environment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distinguished faculty. Thus, I quickly have achieved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 in my research. My goal is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and good researcher in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and to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ongoing research work at Taiwan. 

研究概述

My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developing robot 3-D scanning systems for generation of 3-D point clouds 
of an object by using multi-view 3-D scanning and novel data registration. Our approach mainly comprises two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next best probe pose and multiple-view point clouds registration. 
Our proposed technique uses a 3-D scanner to be mounted on a six degree of freedom-articulated industrial 
robot. It keeps moving probe continuously in the working range against the object and autonomously varying 
the probe with various gestures required for complete object scanning and for achieving best 3-D sensing 
accuracy. The robot scanning path is determined through a proposed algorithm us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latest scanning data and registered result of the object.

得獎感言

I am greatly humbled and honored to be receiving 2016 CTCI Scholarship for Oversea Graduate Students 
in Taiwan. I would like to offer my sincerest gratitude to my advisors as well as people have supported me. 
Winning this award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inspiration I have received from my seniors and 
my colleagues, for whom I have the deepest respect, and from whom I have derived the strength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perform better at each stage. From where I stand,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I’m delighted to accept this 
award, and thank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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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nsmorn Hwang (黃蓮花) 

國籍：USA (美國)

學校：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國立成功大學

系所：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環境工程

年級：4th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Spectral differentiation of seagrasses in South Australia 

(南澳海草光譜分析)

傑出表現

1. 2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11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2 papers in domestic conferences 
3.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
4. NCKU Distinguished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2013-2016)

自我介紹

As an extremely motivate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hD student at National Chung Kung University, 

my current dissertation research involves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advanced monitoring techniques, 

focusing on seagrasses along coastal waters. Moreover, both my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scienti�c insight 

gained during my career help me remain connected to both scientific communiti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My passion for water resources stems from my drive to enhance water quality for the well-being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achieve this, I have dedicated my life’s work to try providing a more sustainable balance between 

needs of humankind and requirements of aquatic biota.

研究概述

Due to limitations in both aerial record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vegetation seabed types, there has been 

difficultly assessing metro-Adelaide’s loss of 50 km2 coastal seagrass since the 1950s.  To improve seagrass 

detection beyond aerial images, establishment of a spectral reference library is first necessary to use/apply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ies.  �erefore, my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volve analysis/development 

of a spectral library for di�erent seabed species; and assessing potential spectral di�erences in benthic bottom 

types, seagrass species, and water depths.  Results from my PhD study can help improve technology to provide 

frequent, more-detailed benthic information at the small scale.

得獎感言

As an Overseas Graduate studying in Taiwan, I am tremendously honored to receive the 2016 CTCI 

Scholarship.  Benjamin Franklin once said, “An investment in knowledge pays the best interest.”  It is in this 

endeavor that I would like to thank CTCI for investing not only in me but in everyone that came before me.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my professors for their foresight, knowledge, and guidance.  I am humbled to receive 

this award and will strive to embody the goals of this institution through my work 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furthering eco-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ostering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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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hiban Venkatesan (潘華森)

國籍：India (印度) 

學校：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系所：Applied Chemistry 

年級：4th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Fluorescent Probes for 

Selective Detection of HOCl, Cu2+ and Hg2+ in Living 

Cells
傑出表現

1. 18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5 research projects. 
3. Participated for 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自我介紹

I am Parthiban Venkatesan, doctoral student under Prof. Shu-Pao Wu, a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NCTU), Applied chemistry, Taiwan and presently in my �nal semester of the PhD graduate programme.  I am 

studying in the area of Synthetic organic chemistry and drug delivery and my research is focused on Multistep 

organic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uorogenic organic compounds as a cancer targeting molecules. In last 

four years I have published 18 scienti�c articles in reputed journals (two as �rst author and sixteen as co-author). 

I believe that my experience in publishing the quality research papers have showcased me well enough to work 

both as a team and strong independent researcher.

研究概述

A new rhodamine-B based chemosensor with diphenyl selenium ligand RhoSe has been synthesized and 

its sensing behaviors towards various metal ions are investigated via UV–Vis and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ic 

techniques. Chemosensor of RhoSe shows highly selective and sensitive colorimetric and “o�–on” �uorescent 

responses towards Hg2+ ions over the other metal ions. Importantly, the reversibility of metal complex RhoSe-

Hg2+ was observed with addition of Na2S. In addition, confocal �uorescence microscopy imaging using HeLa 

cells and zebra�sh showed that RhoSe can be used as an e�ective �uorescent probe for detecting Hg2+ in living 

cells and organism. 

得獎感言

I am Parthiban Venkatesan from India and I am so honored to be one of the recipients of prestigious CTCI 

scholarship. Growing up in a less privileged community has not only o�ered �nancial and academic challenges, 

but has also helped me realize the value of higher education. I thank honorable president, CTCI foundation 

for his generosity. I am also thankful to my PhD supervisor Prof. Shu-Pao Wu for being my moral strength.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CTCI scholarship will help me earn credentials in the scienti�c research which will be 

gratefully acknowledging the CTCI foundation and the Taiwan government. �ank you all.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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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esh Perumal (藍米斯)
國籍：India (印度)

學校：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系所：Electrical Engineering　 

年級：4th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Closed-loop Deep Brain Stimulator for Parkinson’s 

Disease 

傑出表現

1. 4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3 research projects
3.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s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Scholarship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2013, 2014, 2015)、Merit Scholarship Award (2003) from Mepco Schlenk Engineering 
College, Sivakasi, India.、Best Performance Award (2002) from �eni Arts & Science College, �eni, India.

自我介紹

My name is Ramesh Perumal. I am a thirty-year-old PhD student specializing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Hsinchu. I am from the state of Tamil Nadu in India. With two master 

degrees in Electronics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I have completed three years in my PhD program by 

now. I �nished my coursework and qualifying exams after emerging as class topper in two courses. I have an 

everlasting passion towards exploring the brain-inspired computations and learning algorithms. I would like 

to work as a scientist in Taiwanese companies having their products in healthcar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

Parkinson’s disease (PD) is a severely disabling neurological movement disorder a�ecting multiple brain 

circuits in the cortico-basal ganglia networks. A computationally-less-intensive prediction algorithm for the 

high-voltage-spindles (HVSs) is in high demand for the implantable closed-loop deep brain stimulation 

(c-DBS) systems. �e local �eld potentials (LFPs) are recorded from eight di�erent brain regions of the PD rat 

model. I developed a simple prediction algorithm using a time-varying autoregressive model and the Kalman 

filter to predict HVSs in the LFPs.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a promising candidate to realize intelligent 

neuromodulation devices for alternative treatments of PD and other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得獎感言

Recognition for one's e�orts is always a special moment. �at is especially tru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cherish forever an opportunity such as this to remind them that Taiwan too is our home. Being the �rst 

university graduate in my family, this recognition is very precious to me and my entire family. For me, this 

award is a reserve of positive energy that keeps me moving forward with increasing con�dence. While I express 

tremendous thanks at this honor you have bestowed upon me, I also wish to thank my advisor, teachers and 

friends for their ongoing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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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diyappan Veeramani
國籍：India (印度)

學校：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系所：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年級：Final (3r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Eco-friendly Syntheses of Biomass and Polymer 

Derived Porous Carbon Based Nanocomposites: 

Biosensors, Energy Storage, and Conversion 

Devices Applications.
傑出表現

1. 27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1 research projects 
3. Won the Certificate of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 ‘Association of Chemical Sensors in Taiwan’ 

(ACST)2015、Special Scholarship award from Taipei Tech (July 2013-2016)、Taipei Tech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Scholarship for Ph.D (September 2013-2016)

自我介紹

Mr. Vediyappan Veeramani received his B.S and M.S degree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from Periyar 
University Tamilnadu, India. He received his Master of Philosophy (M.Phil) degree in the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from Madurai Kamaraj University, Tamilnadu, India. He will receive his Ph.D degree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pei, Taiwan. His Ph.D 
research work covered on a synthesis of carbon based nanocomposite for application of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biosensors and supercapacitors. Also,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s in batteries, and metal-air battery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

Carbon material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activated carbon, carbon nanotubes, graphene, and carbon foams. 
Among these, graphene and CNT is a top potential candidate, however, it has major drawbacks cause hazardous 
explosion and complicated instrumental setup, respectively. Fascinatingly, the procedure invoked for production 
of activated carbons (ACs) from biomass precursors is simple and more environment-friendly. In order to meet 
growing energy demands, and control the diseases, herein, we developed advanced porous carbons with their 
nanocomposite material is prepared by using e�ective bio-waste and polymer precursors with unique properties 
for the multifunctional applications such as biosensors, supercapacitors, ORR. 

得獎感言

I am Vediyappan Veeramani from India and it’s my great pleasure to accept this prestigious award. �is 
should be a great place to thank my parents and my PhD supervisor Prof/Dr. Shen-Ming Chen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s, lead to achieve this prestigious award. Further, I would like also thank to CTCI foundation 
for giving me this prestigious award. �is award should be more helpful toward my successful research life in 
Taiwan and elsewhere. I assure that my future achievements will be gratefully acknowledging the great Taiwan 
government. �ank you all.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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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ibius Simon (史拓立)

國籍：India (印度)

學校：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系所：Institute of Nanotechnology　 

年級：4th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fluorescence 

chemosensor and nanoparticles based biosensor 

for living cell applications.

傑出表現

1. 7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4 research projects 
3. Participated in 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自我介紹

I am, Turibius Simon, doctoral student under Prof. Fu-Hsiang Ko, a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NCTU), Institute of Nanotechnology, Taiwan and presently in my �nal year of the PhD graduate programme. 

In last four years, I have published 7 scienti�c articles in reputed journals (3 as �rst author and 4 as co-author). I 

am a person who has passion in doing researches. I believe that my experience in publishing the quality research 

papers have showcased me well enough to work both as a team and strong independent researcher. 

研究概述

A new ultra stable dual functionalized PE-Glu-AuNPs was developed and utilized towards naked eye 

colorimetric detection of clenbuterol (CLB). PE-Glu-AuNPs were synhesized by functionalization of AuNPs 

with Glutamic acid (Glu) and poly ethyleneimine (PE) via NaBH4 reduction method. We have elucidated 

the stability of PE-Glu-AuNPs over a period of six months and its selective to CLB sensing ability starts from 

300 nM visualized through naked eyes at pH 5. Moreover,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for the e�ective determine 

clenbuterol in human urine sample are under investigation in our present work.

得獎感言

It’s my great pleasure to won this prestigious award from the esteemed CTCI foundation. I am happy to 

acknowledge my sincere thanks to the honorable president of CTCI foundation. �is should be a great place 

to thank my PhD supervisor, parents and friends for all their valuable support. �is award will be more helpful 

toward my successful research carrier. I assure that my future achievements will be gratefully acknowledging the 

CTCI foundation and the great Taiwan government. �ank you al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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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Ngoc Tri (吴玉知)

國籍：Vietnam (越南)

學校：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Department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年級：4th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Smart Grid Big Data Analytics for Identifying 

Residential Power Consumption Patterns to 

Optimize Electricity Usage based on a Web-based 

Energy-Saving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傑出表現

1. 5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3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3 papers in domestic conferences 
3. Involved in 1 research project
4. Obtained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and best paper award in the conferences

自我介紹

I, Ngo Ngoc Tri, am 31 years old, a Vietnamese.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peaceful village in Phuyen 

province, Vietnam. I have been married since 2011 and have a 4-year-old cute child. I am currently a 4-year 

Ph.D. student at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 have the high progressive spirit in working and studying and always appreciate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My researches are data mining and analy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 in civil engineering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energy e�ciency, a web-bas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and prediction 

system. 

研究概述

The building sector is a major energy consumer. Improving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is imperative for 

reducing energy costs and environment impacts. �is study developed a smar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SDSS) 

for smart grid data analytics for increasing energy savings in buildings. A hybrid nature-inspired metaheuristic 

machine learning-based forecast system and a dynamic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re developed for achieving 

accurate predi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future energy consumption. End users can reduce their electricity costs 

by implementing optimal operating schedules for appliances, which are provided by the SDSS.

得獎感言

CTCI Foundation is wonderful that promotes the technological talents for Taiwan. I am with great 

pleasure to be awarded the CTCI Foundation Scholarship for Oversea Graduate Students in Taiwan-Additional 

Application for Life Grants. �is award is meaningful for my economic di�culty to ensure my living during 

studying in Taiwan. I would like to sincerely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CTCI Foundation for granting me 

the honor. �ank you in advance CTCI Foundation!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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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行
國籍：China (中國)

學校：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系所：Chemical Engineering　 

年級：2nd year of master course

研究主題：	 Photo-catalyzed Simultaneous evolution of H2 and 

organic waste water degradation

傑出表現

1. 7 co-author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total IF2015=23.906
2. 2 Chinese publications in core journals.
3. 1 granted patent.
4. 2016國立臺灣大學3MT英文演講比賽決賽選手、2016全國儲能應用專題競賽佳作獎、2016光寶
科技獎佳作獎。

自我介紹

學生李端行來自中國大陸的大連市。目前就讀於臺灣大學化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觸媒化學與

反應工程實驗室，師從吳紀聖教授。研究興趣為光催化處理污染物和光催化產新能源。大學專題時

期，我的研究課題是有機污染物的生物處理技術，碩班來臺以後，在吳老師的引導下，逐漸對光觸

媒產生興趣，又因大學修讀環境專業，時刻不忘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於是便催生碩士論文題目-光催

化降解有機廢水同步產氫氣。

研究概述

隨著工業不斷發展，人類社會面臨著能源枯竭和廢水污染環境兩大問題。本論文創新性得提出

將有機廢水轉化為可再生能源的構想。構想最初階段，借鑒了綠色植物光合作用中的 Z-scheme 模式

進行水分解。透過實驗室已有的雙胞反應器將氧化反應和還原反應分別隔離於反應器之兩側進行，

使產物氧氣和氫氣分離，避免逆反應發生，提高了水分解效率。在此基礎上，為了能同步消除生活

廢水並提高可再生能源的產率，我的碩士論文引入生活廢水作為雙胞反應器氧化端的反應物，利用

太陽光能作為驅動力，在光觸媒的協助下將有機廢水轉化為可再生能源，收穫了太陽能和有機廢物

中的化學能。

得獎感言

非常榮幸能夠獲得中技社境外研究獎學金和生活補助金二項獎學金，這獎學金對我在臺灣碩班

的研究學習有很大的幫助。感謝中技社設置境外生獎學金的獎項及中技社獎學金評審委員對我的肯

定。尤其感謝家人對我選擇到臺灣學習研究的支持，能夠獲此殊榮，離不開我的指導教授吳紀聖老

師平日的悉心指導，也離不開實驗室同仁的無私幫助。獲獎是對過去的肯定，更是對未來的鞭策，

我會繼續努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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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 Van Que (陳文桂)

國籍：Vietnam (越南)

學校：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系所：Department of Physics 

年級：4th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Mu-e Conversion in the Electroweak-scale Right-

handed Neutrino Model

傑出表現

1.  1 pub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1 research project
3.  NTNU Graduate Student Scholarship (2013), Physics department excellent student award (2013, 2015) 

自我介紹

My name is Tran Van Que. I was born in 1990, at a small village in the central of Vietnam. I am currently 

a 4th year PhD student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jor in Physics. I am conducting research on 

mirror fermion model which could explain the massive of neutrino, the most mystery particle in particle physics. 

Understanding the properties of neutrino w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in physics in this century. In 

particular, I and collaborators are investigating the changing �avor in charge lepton sector as well as its electric 

dipole moments in this model. My goal is to become a teacher and give all m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o my 

students.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knowledge will be more useful if we share it to the youth.

研究概述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lectroweak-scale right-handed neutrino (EW-νR) model, we calculate 

the rate for mu-e conversion with a particular aim at the sensitivities of the upcoming experiments, Mu2e 

(6×10¬-17) and COMET (3×10-17). Our calculations show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e for 

mu-e conversion and that for μ→e+γ. Upon comparing the projected sensitivities with the present limit 

from SINDRUM II (6.1×10-13) and including the upper bound on μ→e+γ (4.2×10-13), we found that 

approximately only half of the allowed parameter space between the SINDRUM II limit and the sensitivities of 

Mu2e and COMET is available (∼10-17>10-15).

得獎感言

I am so pleased to be awarded as one of the CTCI Foundation Scholarship receiver this year. Receiving this 

award is such an amazing honor.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get such an honor. I realize that doing the research on 

high energy physics is quite challenging. �ere are a lot of unanswered questions of the physics that need to be 

explained. And to answer those challenges, it requires very hard e�ort of thinking.  Without any supports from 

my parents, teacher, friends, as well as this award, 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overcome the di�culties during my 

research. I’m delighted to accept this award, and thank you all.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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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ph Nicolai Nasara (藍三)

國籍：Philippines (菲律賓)

學校：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國立成功大學）

系所：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年級：1s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Enhancing Li+ interfacial charge-transfer by 

highly oxygen-deficient lithium titanate oxide 

with conformal amorphous carbon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傑出表現

1. 1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2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5 papers in domestic conferences 
3.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
4. Adoption of patent (1 application) 
5. Distinguished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2014-2017)、 

Recipient, International Travel grant,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NCKU and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Excellent presentation award, 62nd Taiwan Chemical Engineering (TwICHE) Annual 
conference、1st place – Graduate Student Presentation, 5th ACTSEA

自我介紹

My name is Ralph. I am currently a first year PhD student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 just 

conferred my Master’s degree at the same university. I’m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came to Taiwan to pursue 

higher level, and higher impact researches. I am certi�ed battery geek! I have been working with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to further the quality and impact of such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My current motivation is to 

manufacture novel and cheap energy storage systems, and Taiwan has provided me with all the technical and 

critical learning to achieve this sustainable commitment. In Taiwan, I want to push the boundaries of current 

energy storage systems, if not exceed it. 

研究概述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novel synthesis of Li4Ti5O12 anode materials for Li-ion batteries. We want 

inexpensive and high-performing batteries. We have successfully truncated the conventional solid-state process 

while offering significant enhancements in high-rate capability thru a novel thermal reduction process. We 

reported 80% capacity enhancement at 10 C-rate a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ly prepared lithium titanate oxide 

(LTO). Using ab initio calculations, we are able to identify the best dopants, and foresight resulting properties 

that would further enhance high-rate capability which we will seamlessly incorporate with our one-pot, very 

e�cient and inexpensive proc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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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st gratitude to a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executives and members of 

the CTCI Foundation. I also want to congratulate all the other awardees of this coveted award. �ank you to 

everyone at the NEXT-G research group, my research Adviser, Shih-kang Lin for his unwavering support. And 

�nally, to my parents and family;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m.

To the young and bright minds, in whom I stand in front of, visualize your strategic direction. We are in a 

very blessed position, where multiple-facets of Taiwan are helping us de�ne and build those strategic goals. We 

must maximize this opportunity to engage and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s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people who 

are important to those strategic directions and goals. Work hard to dispatch results which meet your strategic 

goals. And soon, we will continue to deliver greater impact to Taiwan’s key industries and more! �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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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Jinping (師晉平)

國籍：China (中國)

學校：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系所：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年級：1s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研究主題：	 Emotion Prediction in Valence and Arousal Space 

with GMM Model from Microblog Data

傑出表現

1. 2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臺北廣西同鄉會馬君武博士紀念獎學金 (2015)

自我介紹

我叫師晉平，來自中國大陸廣西壯族自治區。目前就讀於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

所。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字與語音情緒識別以及自然語言處理。大學期間曾參與多個專案，主要研究

從事遙感圖像處理研究，發表SCI索引論文一篇；後在工作期間找到自己興趣所在，遂申請清大研

究所，目前從事大數據分析工作。

研究概述

We measure emotions in a continuous dimensional space rather than a discreet set, namely, an emotion 

conveyed by a tweet or review is measured by valence, which indicates happy nor not, and arousal, which 

indicates excited or not. Both valence and arousal can be rated by continuous number ranging from 1 to 9. �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edict valence and arousal of a text. �ough valence and arousal have been wildly 

utilized in image and music emotion detection, as far as we know, the prediction of valence and arousal of a 

text is remained to further study due to the insu�cient features of texts. �is research would be helpful in user 

psychological status tracking or mental disease diagnose research because text is the easiest way to access via the 

Internet, such as Facebook and Twitter.

得獎感言

十分榮幸也非常高興能獲得中技社科技獎學金，這是對我研究生生涯以及專業能力上的肯定。

獨自一人在外求學，該獎學金對我的生活與學業有很大的幫助。感謝中技社對我的肯定與關照，同

時也十分感謝實驗室同學的幫助和老師的悉心指導。我將繼續從事我喜歡的研究方向，積極增強自

己的專業能力。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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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ina Wijayanti (劉飛那)

國籍：Indonesia (印尼)

學校：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系所：Physics

年級：2nd year of master program

研究主題：	An Improvement in Proton Energy Estimation for 

Proton Therapy Application by using Least Square 

Monte Carlo Method

傑出表現

1.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s 
2. Indonesia ICT Award 2014 - Nominator in the category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自我介紹

I am Lovina Wijayanti, a second year Master student at 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 was born 23 years ago in Surabaya, Indonesia. I �nished all of the requirement courses in my �rst 

year at NCU. Now, I am joining with a research project about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at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I am very pleas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CGMH, in which Taiwan is one of 

the Country in Asia which has a proton therapy center and has started to treat the patients with cancer by using 

an advanced technique of proton therapy.

研究概述

Proton beam therapy as an advanced technique in radiation therapy o�ers a better accuracy and precision in 

dose delivery compare to the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by using photon beam. �ose bene�t of proton therapy 

will allow the patients to have a minimum side e�ect of proton therapy. �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proton 

therapy is to determine the proton range inside the patient’s body which will vary with the proton energy. �e 

use of Least Square method is hoped to improve the proton energy estimation which then can be used to give an 

improvement in proton range determination for a proton therapy planning system.

得獎感言

�ank you to CTCI Foundation that has granted me with the scholarship. �is really an honor for me 

and has given me an even bigger motivation to conduct my research. I also thank to my Professors and all of my 

labmates who always support me. Everything that I had is just because of the kindness of so many people who 

always help me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s. Eventhough, I am only a small girl but I believe I can be one of the 

person who can also help others as the kind people surround me who has helped me so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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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技術發展中心 能源技術發展中心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CTCI 中鼎集團
11155 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89號
Tel: (886)2-2833-9999 

Fax: (886)2-2833-8833

www.ctci.com

CTCI 中鼎集團
CTCI 中鼎集團 (TWSE: 9933、TPEx: 5209) 為國際級工程統包公司，
承攬多元化重大工程。創立於 1979 年，總部位於台灣台北市，業
務範圍包括煉油石化、電力、環境、交通、一般工業等工程領域，
致力提供全球最值得信賴的工程設計、採購、製造、建造施工、試
車操作及專案管理等服務項目。於全球設立數十家子公司公司法，
集團員工總數約 7,400 人，並入選道瓊永續指數 (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

業務領域
‧ 煉油石化
‧ 電力
‧ 環境
‧ 交通
‧ 一般工業

服務內容
‧ 專案管理
‧ 可行性研究及前端工程設計
‧ 工程設計
‧ 工程採購
‧ 設備製造
‧ 工程建造與維修
‧ 工廠試車
‧ 智能解決方案
‧ 自動化控制
‧ 無塵室與機電配管工程
‧ 結構頂升及挪移
‧ 地盤冷凍工法
‧ 操作及維護

產品項目
‧ 設備製造
‧ 化學添加劑
‧ 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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