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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簡介

財團法人中技社(CTCI  Found a t i o n )  於1959年10月12日創

設，(原名財團法人中國技術服務社China Technical Consul ta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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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導工程服務自許，參與國內外石化煉油建廠工程，

提升技術水平。1979年，工程業務由轉投資成立之中鼎工程(股)公

司承續，期以企業化經營，積極開拓海內外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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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邁入知識創新服

務期，以科技公益法人定位，建構環保與能源專業智庫，致力具經濟

價值之研發及獎掖人才等事務。

本社創立已逾半世紀，秉持理念，恪遵使命，關懷社會，弘揚學

術，贊助藝文，並參與國家經濟之建設與發展，充分發揮公益法人之

功能；長期以來的努力有目共睹，被譽為法人中之楷模。展望未來，

本社仍將以承先啟後之立場，因應全球趨勢，探索社會產業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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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財團法人

奉獻國家社會之承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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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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規模現已

擴充為新台幣2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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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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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究獎學金」。

九十九年，獎勵之研究主題聚焦於綠色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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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意獎學金」個人組，以獎勵具有綠色科技創意潛力之大

學生與碩士生。民國一○○年，「科技創意獎學金」另增設團體組，

以期激發學生群體創作精神，發揮腦力激盪的至高效益，將永續或節

能的創意應用於生活之中。

中技社獎學金自民國五十二年頒發至今適滿五十年，頒發金額已

逾壹億元，受獎學生三千餘人，遍及海內外，縱跨老、中、青各代，

橫跨產、官、學、研及理、工、商等各專業領域，欣見許多歷屆獎學

金得獎人已有相當之發展與成就，在各自的專業上勵精圖治，成為社

會的楷模、國家棟樑，充分展現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本社有感於歷屆

獎學金得主實已聚成寶貴智庫，乃於八十七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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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首度於台北圓山

大飯店舉辦「歷屆獎學金得主新春聯誼」。近年來，經由頒發典禮、

聯誼活動，以及「中技社通訊」的專訪與邀稿，凝聚薪火相傳的共

識。今後本社將秉持「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之創設宗旨，

持續為國舉才，奠定國家競爭力的基礎工作，期使人才生生不息，共

同為國家社會貢獻一分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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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律吟

國立台灣大學   化學工程研究所   博三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21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42篇
3.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國科會獎助學金(2010)；奇美實業獎學

金、長興化學公司獎學金、國際乾淨能源國際研討會海報獎(2011)；歐洲能源
會議博士班學生獎學金、傑出人才獎助學金、斐陶斐榮譽會員(2012)

4.參與專案計畫4項                                    

自我介紹

學生為台北人，高中畢業於北一女中，推甄進入台大化工系就讀，接著推甄
進入台大化工碩士班，並於一年後直升台大化工博士班，於三年後博士班畢業。
學生個性十分外向生性樂觀，樂於認識新朋友。在各方面均能主動學習，充滿好
奇心，遇到問題會努力找答案充實自己。興趣如研究、數學、桌球、游泳及烏克
麗麗等。學生於今年七月已申請千里馬獎學金，未來希望能赴美國從事博士後研
究，並期望能回到台灣從事教職工作，培養更多的優秀學生。

研究概述

針對系統各參數做最佳化調整，如對電極白金濺鍍時間、電解液、光電極燒
結溫度及基材厚度。利用低溫不含膠黏劑膠體於低溫製程解決此系統高溫燒結造
成鈦板表面生成非晶相金屬氧化物阻抗問題，提出網狀白金對電極以解決此系統
背面照光造成之光利用率下降問題。進一步研究利用一維結構之二氧化鈦奈米管
提升電子傳導能力，並結合二氧化鈦奈米粒子增加染料吸附量。移除二氧化鈦奈
米管之鈦板表面所殘留之印記可提高表面積以應用於對電極。

得獎感言

能獲得中技社獎學金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殊榮，這一切都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
何國川教授，他一路上諄諄指導，點亮了我在研究及人生路上的明燈。也要感謝
多年來陪伴我一起努力於研究上的實驗室同仁們，沒有你們的幫助與鼓勵，就沒
有今天的我。更要感謝我的父母和姊姊，支持我念到博士班，讓我沒有後顧之憂
的於求學之路上大步邁進。

2012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 究 主 題 ： 以 鈦 版 為 可 撓 基 材 之 染 料 敏 化 太 陽 能 電

池-光物理及光電化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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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吳 思翰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研究所   博六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12篇、國內期刊論文發表1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中國化學會九十六年研究生論文獎、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九十六學年度顏氏

論文獎、國立臺灣大學九十六學年度理學院院長獎、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九十六、一百學年度優良壁報獎

4.參與專案計畫2項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氧化矽奈米複合材料的設計與應用

自我介紹

目前為臺灣大學化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對於將材料應用於生物醫學方面充
滿興趣。感謝母校提供豐富的資源，使我有機會在修課期間，前往醫學院、農化
系，修習分子生物醫學相關課程及實驗操作。這些訓練讓我了解在不同領域中，
可利用的研究工具有哪些，以及在目前領域的研究瓶頸該如何突破，並體驗了不
同的邏輯思維方法。研究工作之餘，我的興趣是拉二胡，在練習樂器的過程中，
學會傾聽、傾聽自己及別人的聲音。希望可以透過冷靜思考、專注研究，知微見
著，改變一點點未來。

研究概述

研究發展多種氧化矽奈米複合材料，主要包含：(1)奈米孔洞材料(2)奈米空
心球材料。其組成及特性說明如下：孔洞材料具有高表面積及高孔體積的性質，
藉由引入有機螢光分子及無機超順磁奈米粒子，成功地將此材料應用於生物醫學
造影。奈米空心球材料具有較大的內部空間，利用此材料包覆金奈米粒子，證實
其在液相及氣相催化反應上有著優異的特性。此外，奈米空心球亦可同時包覆水
溶性及油溶性分子，作為藥物釋放的載體。

得獎感言

在研究生涯中，首要感謝牟中原老師的悉心指導及所提供的豐富研究資源，
讓我有機會學習許多研究技能，學會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很榮幸可以獲得
財團法人中技社的獎學金，感謝 貴單位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看世界。我將繼續在化學領域努力研究、創新，在不久的未來，有機會盡己之
力回饋社會，讓公益永續的願景精神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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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以雯

國立台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博五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8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6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5篇
3.2010 TDC壁報論文獎、2011 ACOE 壁報論文獎、2011傑出人才發展基金

會補助出國開會
4.參與國科會計畫及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自我介紹

大學時就讀於臺灣大學電機系，簡單涉獵各領域的基礎課程，對於光電領域
特別有興趣也較為擅長，大四推甄進入台大光電所碩士班，加入吳志毅老師的實
驗室，研究方向為當時正蓬勃發展的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碩士班課程結束
後獲得直升逕讀博士班，博士班一年級的下學期通過資格考成為博士候選人。在
實驗室中數次幫忙設計與架設OLED元件的製程設備，也學習用光電子能譜分析
儀(包含UPS與XPS)分析材料介面特性。

研究概述

研究主要包含兩部分，一為探討有機發光二極體起始電壓與有機載子傳輸層
能階的關係，並利用光電子能譜分析儀實際量測不同有機材料間的能階分佈；對
於選擇適當有機載子傳輸層以降低元件操作電壓提供新方向。第二部分則為使用
阻抗對電壓特徵曲線分析元件內陰極金屬的擴散距離，此方法可用非破壞性的方
式觀察元件操作在不同環境及不同時間之下內部介面特性的變化，在分析OLED
的劣化機制上為一個理想的新嘗試。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長久以來支持了無數投身科技的人才，並且給我這個寶貴的機會
和肯定。投入數年的心血就讀博士班除了對於研究的熱忱之外，更需要來自家庭
與社會的支持。也很慶幸能加入吳志毅老師的實驗室，在研究所數年期間獲得非
常多的幫助與成長，也遇過許多挑戰的機會，希望未來能有機會貢獻所學，回饋
學校與社會。

2012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有機發光二極體載子傳輸及起始電壓特
性之探討



7

得 獎 者

陳 偉銘 

國立台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8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9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
3.擔任知名國際學術期刊評審委員、受邀於美國紐約IBM華生研究中心-顧問研

究學者、受邀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年會-學術演講、斐陶斐終身榮譽會員、美
國AMD2010技術年會最佳學生論文獎

4.參與專案計畫8項
5.申請中專利2件

自我介紹
學生目前就讀於台灣大學材料系博士班，於97學年度學士畢業之後，即以

優良成績進入台大材料系攻讀碩士學位，並於一年的期間內再以系內表現優異且
受系所教授共同推薦之資格躍級逕修博士學位。於99學年度，偉銘受邀前往美國
紐約IBM華生研究中心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顧問，期間致力於開發具環境保
護能力之先進無鉛銲料，期使先進微電子構裝產業得以節約地球資源及減少環境
污染，並使其轉型成為綠色環境保護之科技產業。

研究概述

本研究開發一嶄新製程用以討論未來三維立體晶片構裝(3D IC Package)
中微米級銲點的介金屬化合物與其基板之成長方向性關係。依本研究所得之學理
基礎，微電子構裝產業未來將有能力預測微米級無鉛銲點中介金屬化合物的生長
織構，並進一步評估其機械可靠度。配合有效控制基板晶體方向之製備流程，本
研究將大幅增進環保無鉛銲料在綠色構裝產業實用化的可能性，並提升本國構裝
技術之研發能力及協助其在世界先進中建立技術領先與專利布局之灘頭堡。

得獎感言

財團法人中技社所設置之科技獎學金乃為我國高等學術教育中，極為重要的
學術成就指標。偉銘能承蒙 貴社之肯定並被授予此等殊榮，實感榮幸至極。中
技社自創社50餘年來致力於引進科技新知，並培育科技人才，實已廣傳為佳話，
近來更積極推廣對於環境保護科學之研究，更是為人所讚允。誠摯地感謝 貴社
對於我國科技發展之宏大貢獻。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環保無鉛銲料中介金屬化合物成長織
構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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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健元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博三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3篇、國內期刊論文發表1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5篇 
3.第34屆全國力學會議學生論文競賽固力材料組第一名、大專生參與國科會專題

計畫創作獎、多益英文測驗金色證書(955分)、研究成果於Nature Physics期
刊專文報導並展示於台灣大學網路首頁

自我介紹

我自幼對於自然科學就抱有濃厚興趣，在大三時申請國科會大專生專題計
畫並在次年獲得了國科會航太學門的創作獎，隨後在大學畢業後推甄進入台灣大
學機械所就讀。碩一下時因為研究題目相當有趣且內容廣泛可能無法做到盡善盡
美讓我決定逕行攻讀博士班。臺灣大學的優良研究環境與同儕對我的學術生涯造
成莫大的影響，使我相信傑出的成果需來自優秀的團隊合作與不受拘束的思考模
式。

研究概述

本研究以探討鳥類高操控性的飛行能力為出發點，在生物力學方面總共歸納
出小型鳥類的懸停轉彎機制、小型鳥類的視覺穩定機制、綠繡眼下拍時的空氣總
作用力位置與角度變化以及綠繡眼藉由尾翼開合來調整其身體姿態的俯仰擺動機
制。除了由這些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外，本文也展現出在研究如生物力學等複雜議
題時可以多元採納各種研究方法並將其整合來得到最佳的結果。

得獎感言

感謝楊鏡堂教授自我當專題生起的悉心指導與所有實驗室同仁平時的協助與
啟發。能夠在學術的殿堂上受到這樣的肯定讓我覺得無比榮幸，也覺得過去的努
力是值得的。未來不論投身何處我都會抱著學習與做研究的心態來處理每件事，
期許自己能不斷更上層樓並回饋於社會。

2012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小型鳥類高操控性飛行之氣動力學與生物
物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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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鄭 詠守

國立台灣大學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博五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5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8篇
3.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評審委員(IEEE Trans. Adv. Packag., IF:1.276; IEEE 

Trans. Circuits Syst.-II , IF:1.41)、傑出人才基金會優秀學生出國補助
4.參與專案計畫8項

自我介紹

成長於雲林斗六，就讀中正電機系期間即對電磁波領域充滿興趣與熱誠，而
後選擇就讀台大電信所電波組，專研先進構裝的訊號完整度研究。就讀碩博士班
期間，除積極參加國際研討會之外，也參與或主導多項產學合作專案，期許能發
揮所學提升產業界的技術能量，並擔任過相關技術培訓課程講師，分享所學知識
和研究心得，未來將努力成為優秀的研究人才，對於未來低耗能系統的研發進行
技術創新。

研究概述

為因應雲端運算所帶動的伺服器需求，本研究針對低耗能刀鋒伺服器的信
號與電源完整度進行分析，提出新穎的信號補償之低功耗等化器設計，提昇連接
器效能之連通柱與焊墊設計，結果顯示性能提昇可達36%，更重要的是，可大幅
減少中繼器的使用，亦即減少系統總功耗，可望實現高效率且低功耗的伺服器設
計。本研究也提出一被動有限脈衝響應等化器設計，和傳統設計相比，具有減少
電路複雜度和低耗電量的優點。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和評審委員的肯定，非常開心能獲得這項令人引以為傲的獎項，
不只是對我研究成果的鼓勵，更是增添學生持續研究的信心。首先要感謝恩師吳
瑞北博士六年多來悉心指導，吳教授對理論的要求與實務的訓練，學生銘記於
心，以及感謝一路上幫助過我的實驗室夥伴。感謝父母和祖母的栽培，這份榮耀
歸屬於你們。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低耗能雲端伺服器系統之信號與電源完
整度分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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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芳偉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五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8篇
2.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6篇
3.F.-W. Yuan, H.-J. Yang and H.-Y. Tuan, J. Mater. Chem., 2011, 

21, 13793–13800此文章被選為封面故事、Highlight文章、Hot文章
4.參與專案計畫5項
5.專利申請中2件

自我介紹

大學畢業於元智大學化材系，碩士班則畢業於元智大學生物科技與工程研
究所，進入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後，開始學習各種奈米材料的知
識、合成與應用，由於與碩班所學相差甚遠，因此用更多的努力及不放棄的態度
進行學習，培養出此領域的專業知識及技能，而目前主要於研究半導體奈米材料
及鋰電池負極材料。希望未來可以更拓展自己的視野與知識，將所學應用在更多
領域，且可為社會或是科學貢獻一份心力。

研究概述

本研究利用十二烷基硫醇(dodecanethiol )將鍺奈米線的表面進行化學改質
後，做為鋰電池的負極材料，以0.1C速率進行100次充放電循環後，可逆電容
量仍高達1130mAh/g。而化學改質後的鍺奈米線也具有能在重複高速率充放電
循環的能力，即使在11C的速率下，鍺奈米線負極仍然有555mAh/g的電容量表
現。另外，更與LiFePO4正極材料搭配製做出商業化的鋁袋型全電池，可同時點
亮超過60顆的LED燈泡。

得獎感言

十分榮幸獲得了中技社的「科技研究獎學金」，感謝中技社，此殊榮對於我
的研究是莫大的肯定，也增添了我的信心。感謝父母、家人的支持，讓我求學過
程沒有額外的負擔，感謝指導教授段興宇老師的付出與指導，讓我的研究有很好
的結果，最後要感謝女友一路以來的陪伴與支持，默默地為我付出。

2012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開發高效能鋰離子二次電池負極材料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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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吳 冠霖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博五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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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獎、國科會補助研究生赴國外研究計劃
4.參與專案計畫5項
5.專利申請中3件

自我介紹

從就讀輔仁大學化學系開始熱衷於研究無機配位化學，應用於孔洞材料開
發，碩士班進入國立中興大學化學所，期間鑽研於電化學分析之理論，成功開發
新型電極材料並應用於分析技術，完成碩士班學位後，秉持對化學領域的熱忱，
進入清大化學所就讀博士班，為期四年多的時間，以無機化學為根基，以電化學
為輔，致力於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相關研究。今年有榮幸獲得國科會補助博士生
赴國外研究計劃，前往瑞士的洛桑聯邦理工學院進行為期一年的學習，未來期許
自己能在專業的領域裡加以精進，創造一番成就。

研究概述

研究主題中，主要開發新型無硫氰光敏劑結合太陽能電池元件端的應用，光
敏劑的設計主要引入修飾的pyridine-pyrazole配位基，以避免配位化學中不穩
定的單芽配位基(-NCS)來增加光敏劑於長期照光下之穩定性，並在元件製作中
的各項組成加以鑽研，將其元件參數最佳化，目前可達到元件開路電壓為0.84V 
，光電轉換效率10.2%之成果，並可通過元件穩定性測試，期望未來能夠再加以
突破。

得獎感言

能獲得中技社的肯定是我莫大的榮幸，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季昀博士在
四年多研究的過程中，給予指導與激勵，從中學習對研究的執著與熱情，讓我懂
得精益求精來要求自我，也感謝我的家人在背後的支持，讓我永遠充滿動力向前
邁進。未來期許秉持科學研究的精神，致力於增強台灣綠能產業在世界上的競爭
力。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光敏劑於太陽能電池元件之工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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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俊安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   博五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12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7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國立清華大學理學院菁英人才培育獎學金、校長獎、物理學系期刊論文傑出

獎；中華民國物理年會論文優等獎
4.參與專案計畫6項
5.專利申請中1件

自我介紹
豐富的大學生活中，開始思考未來的人生道路要朝向何處？或許是這樣的

想法驅策行動力吧！在大三那學年獲得了理學院「菁英人才培育獎學金」，開啟
完全獨立生活的一頁，後來直接推甄物理系研究所，踏進了半導體物理領域；獲
得「校長獎學金」更是對我繼續留在清華大學的一種肯定。不間斷且裸露地問自
己：博士訓練應該要有哪些？我想除了要提升自己的專業和知性的能力外，對事
物也要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和品味。

研究概述
利用多種電性量測的方法，如電荷幫浦( c h a r g e  p um p i n g )的電流分

析、准靜態電容電壓量測與計算(qu a s i - s t a t i c  CV )、變溫的電導電壓量測
分析(conduc tance method)以及深部能階暫態頻譜(deep leve l t r ans i en t 
spectroscopy)分析，有系統地得到一致且合理的介面缺陷能帶密度圖。待測的
樣品有鍺(Ge)及不同含銦比例的砷化銦鎵(InxGa1-xAs,  x=0.2, 0.53, 1)材料等
高載子遷移率的半導體，氧化物亦有利用分子束磊晶(MBE)及原子層沉積(ALD)
技術所成長之高介電係數薄膜。這些結果將於未來CMOS科技持續微縮至10nm
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得獎感言
感謝財團法人中技社設置中技社獎學金，為社會做出人才培育及薪火相傳等

貢獻。更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郭瑞年老師）能幫我寫推薦函，為我申請此獎學金
提供有利的參考依據。進研究所念博士班的初衷是想讓自己接受更多的訓練，有
勇氣去接受未來更多種種的挑戰，絕不只是為了現實社會上所認可的一張文憑。
未來也希望能為我們的社會做出貢獻。

2012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 究 主 題 ： 原 子 層 沉 積 及 分 子 束 磊 晶 成 長 等 高 介 電

係 數 材 料 與 砷 化 銦 鎵 及 鍺 等 高 載 子 遷 移

率通道之介面缺陷電性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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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陳 文健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研究所   博五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6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5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4篇
3.2012國科會千里馬計畫、2011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Frequency Control Symposium and European Frequency and Time 
Forum(IFCS，11)-Best Student Paper Award (2nd author)、第十四、十五屆
奈米工程暨微系統技術研討會最佳論文獎、2010 國家晶片中心(CIC)晶片製作優
良設計獎、清華大學校長獎學金、清華大學工學院第九、十一、及十二屆研究生論
文發表競賽第三名、佳作及第一名

4.參與專案計畫7項

自我介紹
畢業於清華大學動力機械所，即以優異成績獲得工學院校長獎學金直升博士

班，並期許自己能為學術研究拓展新知，替科技研究促進發展。期間曾遠赴德、香
港、美、墨、中、法，參與高聲望之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研究成果。目前正接受國
科會千里馬計畫之補助；以訪問學生身分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電機與資訊科學
系進行一年的研究計畫；研發下世代新型混合式奈/微米機電共振器，應用於未來超
高頻訊號產生器或感測器。

研究概述
藉由CMOS代工技術製作結合CMOS電路與微機電(MEMS)共振器的整合式HF

至VHF(3MHz~300MHz) CMOS-MEMS振動式微機械電路，應用於時基(Timing 
Reference)元件及微感測器，以達到縮小體積、降低消耗功率以及增強整體系統
效能之目的。研究內容包含射頻元件製程平台開發、主動式類線性頻率調控、被動
式頻率之溫度補償、高Q值及低阻抗之微機械共振器設計；近期已發表之研究創下
目前CMOS-MEMS微機械共振器最高Q值之紀錄(Q>10,000)；以及新穎具內介電
(Internal Dielectric)轉換機制之超高頻(>3GHz)微機械共振器(於MIT進行中)。

得獎感言
如果自身能力是研究的主要枝幹，熱情與執著則是使研究開花結果的必要養

分。感謝家人的支持，清華大學方維倫與李昇憲兩位指導教授的栽培與教導，國家晶
片中心及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提供的製程服務，財團法人中技社及評審委員對本研究給
予的肯定。最後，以本人研究上的一句英文座右銘和各位先進共勉“Everything is 
possible, but nothing is simple.”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以通用CMOS-MEMS製程平台實現之
整合式射頻微機械共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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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宗倫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5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
3.財團法人李謀偉福聚教育基金會2011年優秀學生
4.參與專案計畫4項
5.申請中專利1件

自我介紹

來自於彰化，從大學至博士班皆就讀於成大化學工程系。從大學專題研究至
今，在指導教授鄧熙聖老師的帶領下，參與了多個計畫專案。研究方向為染料敏
化太陽能電池以及新型複合式量子點之開發並應用於量子點敏化太陽能電池上。
由於喜愛運動，大學至今皆為成大羽球隊一員，加入羽球隊除強健身心體魄，亦
使得博士班繁忙的研究生活得到適當的調劑並更加充實。在未來，期望能將在研
究所累積的實務經驗和獨立創新的思考邏輯加以發揮，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

研究概述

量子點敏化太陽能電池的光電極是決定電池效能的關鍵元件。光電極上之半
導體量子點敏化劑必須具有足夠高的導電帶位置，使光電子能快速注入二氧化鈦
薄膜中，並必須具有寬廣的太陽光吸收光譜。基於此點，I-III-VI族CuInS2量子
點相當適合作為二氧化鈦光電極之敏化劑。此外，首次應用於二氧化鈦光電極的
CuInS2量子點/CdS複合式共敏化劑，在分解水產氫和量子點敏化太陽能電池的
應用上，展現相當好的光電轉換效能，在當時為最高效率之一。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提供「科技獎學金」的申請機會，並感謝評審委員們的肯定，這
對學生而言實為一大鼓勵。承蒙指導教授鄧熙聖老師在研究所的悉心指導，以及
實驗室夥伴的協助，使得本研究在質與量兼備下順利完成，並有相當好的成果。

2012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硫化物量子點敏化光化學電極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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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林 嘉德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5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7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1篇
3.2011台灣液晶研討會“壁報論文獎”、2011 International Topical Meeting 

on Optics of Liquid Crystals “Award for Young Scientists and Ph. D. 
Students”、2011第二屆海峽兩岸光電科技研習營“學員互評最佳論文獎”、
2012 Nigata research forum“Excellent poster presentation award”、
2012中華民國物理研討會“壁報論文獎佳作”

4. 參與專案計畫3項

自我介紹

學生在服完兵役後，由於對光學相關領域有著高度的興趣，因此在進入成功
大學光電所就讀後，選擇液晶光學作為主要的研究領域，並在完成碩士學業後繼
續攻讀博士班。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為利用染料摻雜液晶發展可多功能調控微光學
元件，部分研究結果也有幸在國內外研討會獲得肯定，這也加深了學生繼續往此
領域鑽研的決心。未來學生計畫至國外知名團隊學習，藉由吸收頂尖的想法與技
術以發展更多嶄新實用的科技，成為世界一流的研究人才。

研究概述

本研究利用染料摻雜液晶混合物製作可以溫度、電壓、以及光場等方式調控
之激發雷射元件，以此方式製作出的雷射元件不僅體積小、製作簡便成本極低，
更具有外部可彈性調控性質，不論在微小光源或是感測器的應用上都極具發展潛
力。此外，若是將此類液晶混合物添加入光子晶體光纖中，則可發展出穿透頻譜
及強度可調之光纖元件，這些元件共同的特點就是輕巧且低成本，因此未來在積
體光路上皆極具應用潛能。

得獎感言

學生本次承蒙中技社獎學金評審委員厚愛，獲頒此獎學金，學生除了感謝之
外，更期許自己能不負大家的期望，成為一位優秀的研究人才。在求學的路上，
學生受到太多人的照顧和提拔了。希望將來自己不但能夠在學業上精進，更重要
的是，能夠運用所學成為一個有能力幫助國家的人。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染料摻雜液晶於可多功能調控雷射及光

子晶體光纖元件應用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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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郁仁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研究所   博三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25篇、國內期刊論文發表1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4篇
3.第一屆儀器科技創新獎佳作、第六屆龍騰微笑競賽佳作
4.參與專案計畫1項

自我介紹

我出生於花蓮，在待人處事方面，秉持著謹慎踏實、溫和謙虛的態度。自
高中以來就對自然科學有著濃厚的興趣，經過交大電物系在基礎科學紮實的訓練
後，我順利推甄上交大電子物理研究所，並在陳永富教授的指導之下，碩一即逕
讀博士班，目前研究專長在於固態雷射技術以及光電物理。在未來的求學生涯
中，將持續地向老師及同儕前輩們虛心求教，期許自己能夠在雷射光電領域貢獻

一己之力，成為傑出的專業研究人才。

研究概述

本論文利用摻釹晶體發展穩定輕巧的高功率Q開關雷射，並進一步將
1064nm近紅外光運用非線性光學技術，有效地轉換至355nm紫外光、532nm
綠光以及1552nm人眼安全波段的雷射光。紫外固態雷射具有高光束品質、高效
率及使用壽命長等優良特性，在學術研究、產業加工應用等方面皆佔有相當重要
的地位與價值；人眼安全固態雷射則因其波段的獨特性，極適合運用在光通訊、

醫學美容、雷射測距等實際的生活化應用。

得獎感言

十分感謝中技社給予我機會獲獎，並肯定我在雷射物理領域的努力與成果。
能得到此殊榮，首要感謝陳永富老師，由於他耐心的教導，使我奠定了深厚的學
術研究基礎及專業能力，也要感謝交大固態雷射物理實驗室裡所有夥伴的相互勉
勵。最後，非常感謝我親愛的家人及懿萱一路上的陪伴與支持，我會繼續努力，
將所學貢獻於社會！

2012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以摻釹晶體發展新穎的高功率脈衝固態 

雷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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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張 耿維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10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6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
3.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會員、2006聯電獎學金、Taiwan Future Leadership 

Program冠軍
4.參與專案計畫6項

自我介紹

自大四時開始接觸半導體領域研究，研究專題榮獲2006聯電獎學金並順利推
甄上交通大學顯示科技研究所。研究所期間，除了學術專業領域外，還積極參與
課外活動，於2007獲得Taiwan Future Leadership Program冠軍。碩士班畢
業時，更榮獲斐陶斐榮譽會員，之後繼續攻讀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期間，所參與的專案計劃讓我的學術知識除了向上提升也更加的多元化，未來將
持續努力使研究領先於世界，期許自己成為優秀的國家人才，對國內產學界貢獻
一己之力。

研究概述

近年來隨著顯示器產業的迅速發展，銦鎵鋅氧化物(InGaZnO：IGZO)半導
體為目前最具發展潛力的薄膜電晶體(TFT)主動層材料，我們一系列深入地研究
a-IGZO TFT元件的各種電性研究與其物理機制探討，並透過其傳導機制進而協
助製程技術之改善。由於氧化銦鎵鋅材料對於外界環境非常敏感，尤其對環境氣
氛、溫度、照光下的特性各有差異。因此，為因應顯示器的操作條件，我們模擬
不同的操作環境藉以釐清周遭環境對薄膜本身特性以及元件操作上之影響並進行
深入探討。

得獎感言

感謝張鼎張博士從耿維大學至今七年給我的指導，也謝謝戴亞翔博士對我的
照顧，他們開啟了我在學術研究上的道路，同時特別感謝家人的付出與栽培。也
謝謝一路上幫助我、給我力量的朋友們，是你們讓我有持續奮鬥下去的動力。最
後，十分感謝中技社給予我肯定，能夠獲獎是我莫大的光榮，我會秉持著我一貫
的態度繼續戰鬥下去。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 究 主 題 ： 前 瞻 金 屬 氧 化 物 薄 膜 電 晶 體 應 用 於 次 世

代 平 面 顯 示 器 之 電 性 分 析 及 物 理 機 制 研

究與製程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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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璟勝

國立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7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
3.九十七年土木工程高考三級及格、九十八年土木工程計師考試及格、第十九屆

水利工程研討會學生論文競賽第二名、TQC工程製圖Auto CAD技能合格證書
4.參與專案計畫3項

自我介紹

學生自高中時期就對古典力學深感興趣，所以選擇交大土木工程學系，大
學畢業後通過土木工程高考三級考試。學生熱愛理論研究，所以選擇交大環境工
程研究所的葉弘德老師，一年後直升博士班，完成第一篇論文，且通過土木工程
技師考試。博士班期間了解如何建立廣義、符合工程需求、且使用方便的理論模
型，共發表了七篇論文在水資源領域前10%的期刊。未來的就業目標以大學和研
究單位為主，發展兼顧原創和實用的理論模型。

研究概述

本研究發展了一個描述在鄰近河川的含水層由不同種類抽水井引起的三維地
下水流之閉合解。前人的研究結果顯示具有顯著影響力的兩個參數為河床的低透
水性和含水層中自由液面的重力排水，本研究所發展的閉合解不僅能容納上述兩
個參數，還可以考慮兩種不同類型的抽水井，包含垂直井和輻射井，而且在使用
上相當方便，不涉及複雜的電腦程式。未來可實際應用於估計河川入滲量和含水
層中的水力水頭。

得獎感言

今天能得獎，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還要感謝非常多的人。感謝父母親的支
持，讓學生能專心於學業上；感謝指導教授的教導，讓學生能做出優良的研究成
果；感謝過程中的行政人員，讓學生能順利地完成報名；感謝台灣社會的人們，
默默地提供學生每天的需求；感謝中技社提供這樣的獎學金，更感謝中技社對學
生的肯定。

2012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描述在鄰近河川的含水層由不同種類抽

水井引起的三維地下水流之閉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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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李  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研究所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13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8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5篇
3.2011臺灣化學工程學會58週年年會暨國科會化學工程學門成果發表會壁報論

文競賽優等獎共2篇、98年度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協會傑出論文獎、98學年研
究生金手獎專題競賽第三名

4.參與專案計畫8項

自我介紹

碩士班就讀生物技術所，學習細胞、生物化學等概念，畢業後擔任國科會
專任研究助理，協助行政業務與教導實驗。博士班期間，擔任教學助理，讓我具
備 好溝通能力及教學經驗，此外更有榮幸參與臺灣-印度交流計畫交換學生，兩
度參訪印度並與印度大學共同合作發表論文，目前所發表的SCI論文共有12篇，
我不因此自滿，期許自己能有更出色的表現，對於論文品質與數量會更積極的發
表，不斷精進自己的專業知識，並爭取國際研討會或合作機會。

研究概述

主要以奈米碳材料例如：石墨烯、奈米碳管、富勒烯與石墨烯-奈米碳管混
成材料結合生物分子之修飾電極，研究碳材與其他分子間的交互作用，並應用於
化學或生物感測器、生物燃 電池、電催化行為、電呈色、腐蝕防護、太陽能電
池以及光電化學之應用，透過合成新的奈米複合材料可製作生物感測器元件、開
發新穎的電催化技術、發展綠色能源、奈米材料研發與設計感測監控健康系統裝
置。

得獎感言

感謝父母予我「唸書、做學問是一輩子資產」的觀念，這個想法深深地影
響我的人生態度，讓我萌生繼續唸書深造的念頭，研究期間陳生明教授的悉心指
導，從碩士班、研究助理到博士班的訓練，讓我有機會榮獲 貴社獎學金，獲得
此次肯定與支持，我會更積極投身研究領域以求精進。

創 意

..................

科技研究獎學金

研究主題：利用奈米複合材料結合碳材開發生物

材料、生物感測器與能源裝置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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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靖雯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碩二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1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
3.ASME old guard oral presentat ion 台灣冠軍、亞太區亞軍、2012東元

科技創意競賽GreenTech亞軍、人氣獎、行銷獎
4.參與國科會計畫2項

自我介紹

從小在父母親嚴謹的教誨下，養成了我積極的生活態度，雖無過人天資，但
總願意努力嘗試。現在大環境不好，我們必須跟全世界的學生競爭、爭取工作機
會，多少對未來有些憂心。因此除了在機械系多元的教育中腳踏實地的學習外，
平時也盡量多充實自己、接受各種挑戰以累積經驗與增廣眼界。希望未來可以自
立自強，讓長輩知道他們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和教導沒有白費，他們替台灣培育
了一個可以為台灣打拼，把幸福和經驗傳承下去的青年。

創意概述

本研究提出一種創新的DNA濃縮技術，並將之應用於液珠式微流體系統，
研發出製作簡單、使用方便且具高生物相容性的液珠式DNA濃縮檢測晶片。傳
統的DNA濃縮須在晶片外進行，本研究所開發的晶片則可在不外加電、磁等驅
動力的情況下，於晶片內讓DNA在自由流動(free flow)的液珠內濃縮、分離並
收集，做法新穎，3.3s完成雜交，且可大幅提高過往的DNA雜交檢測極限至新
低濃度(20nM)。未來有望降低目前基因檢測的價格門檻，以低成本、高效能維
護民眾健康。

得獎感言

謝謝財團法人中技社給我這個機會，更感謝指導教授及一路以來支持我的親
人和實驗室同仁們的鼓勵與督導，今日才有機會獲獎。在研究過程中難免遇到瓶
頸與挫折，有時會因此失去信心、質疑自己的能力，那些時候，是你們給了我很
多努力下去的勇氣。未來的路還很長，我會帶著你們教導我的智慧繼續加油，並
傳承下去。

2012

..................

科技創意獎學金 (個人組 )

創意作品：創新 DNA 濃縮技術應用於液珠式 D N A  
 雜交檢測微流體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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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蔡 沅甫

國立台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碩二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4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3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5篇
3.2011年國際光電科技研討會最佳學生論文獎
4.參與國科會計畫3項
5.申請中專利2件

自我介紹

大學畢業於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後推甄錄取台灣大學光電工程所。研
究所期間在孫啟光教授的指導下，研究兆赫波技術在生醫領域上的應用。從紮實
的訓練中學習到積極地主動學習、良好的效率解決問題與建構合作夥伴關係的能
力，是我在碩士生涯的最大收穫。也了解到在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時代，除了專
業的技能之外，快速地組織合作團隊將會是我面對未來挑戰的優勢。期望有朝一
日能將所學回饋給社會。

創意概述

本發明欲克服現行的扎針採血量測血糖法。目前糖尿病患者依病情嚴重程
度，每日需要監控三至六次不等，使用此法監控血糖值不僅會造成疼痛感與感染
風險，並需要一筆額外的採血針與血糖試片耗材花費（約1美元/組）。本發明利
用兆赫波量測技術獲得包含血管及其周圍組織之二維兆赫波吸收圖形，分析此物
理吸收常數特性可獲取不同血糖值血液擁有相對應之兆赫波吸收常數，以實現快
速無痛且無感染風險之非侵入式血糖監控技術。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評審委員的肯定，讓我能夠獲得這份殊榮。在這次競賽中要感謝
孫啟光教授的指導，在老師扎實訓練下讓我對研究的熱情提升不少；感謝台大醫
院王宗道醫師，在合作過程中從王醫師身上學習到許多醫學上的知識與對事情的
看法。也要感謝台大光電超快光電實驗室的夥伴們，給予我無限的支持和鼓勵，
因為有你們，才能讓我堅持到最後一刻完成研究，謝謝你們。

創 意

..................

科技創意獎學金 (個人組 )

創意作品：兆赫波非侵入式血糖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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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健瑋

國立台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碩二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論文發表2篇
2.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東元科技競賽入圍、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台大創意競賽第五名

自我介紹

就讀台大化工碩士班期間，一路走來真的有苦有樂，開心的是可以努力在
自己喜歡的研究上，只要研究有一些突破，就值得開心一段時間。當然，其中的
不開心也是有的，實驗瓶頸、挫折也是常常發生。非常感謝吳紀聖教授給我舞台
讓我發揮，不敢說自己研究成果有多了不起，但在吳老師指導下，也是盡力將個
人所學發揮在解決環境問題上。貢獻自己，改善人們生活是我一直以來奉行的法
則，而我相信這法則也將伴隨我一輩子。人生的長度無法自己決定，但是高度和
精彩度是可以盡其在我的，未來我將持續努力讓生命更精彩也更充實。

創意概述

結合了葉綠素蛋白質和光觸媒，將其應用在二氧化碳還原領域。藉由葉綠素
強吸光性質增進光源利用率，利用共振方式將能量傳遞到反應中心，提升還原反
應的效果。以實驗去證實，發現結合葉綠素蛋白質的光觸媒在二氧化碳還原效果
可提升24倍，進一步的去思考是否可以利用dip coat ing 的方式將光觸媒固定
在反應器上製成二氧化碳減量器進而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像是工廠尾氣中CO2，
汽機車排放的廢氣等等。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給予我的肯定，另外也謝謝吳紀聖教授一路的指導與支持，最後
感謝求學路上一路陪我走來的父母和妹妹，沒有你們就沒有現在的我。貢獻自己
所學，為社會服務是一路走來的信念，而中技社願意給我這樣的肯定，讓我能無
後顧之憂且更堅定自己的想法。在未來我一定會更努力去執行心中的夢想藍圖，
讓夢想實現在生活的每個角落。

2012

..................

科技創意獎學金 (個人組 )

創意作品：仿生二氧化碳減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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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王 冠雯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碩二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
2.2010全國大專院校生物醫學工程創意設計、製作競賽-銀牌獎
3.參與國科會計畫1項及產學合作計畫1項
4.申請中專利3件

自我介紹

我是一個樂觀開朗的女生，在大學的求學過程中，除了按部就班地完成系
上安排之必修課程，亦廣泛修習不同領域的選修課程，以拓展自己的視野與相關
專業知識。研究所期間為了完成自己的夢想，選擇了生醫相關的領域，這讓我學
得了許多不同的知識，也讓自己有所成長，期許自己可以常保學習新知的習慣並
積極參與跨領域研究，希望在互相交流的過程中能讓自己獲得不一樣的見解與收
穫，並為團隊帶出更高的貢獻以及創造力。

創意概述

本研究結合微針貼片與光控制藥物釋放之概念，開發出可藉由近紅外光驅動
藥物釋放之新型高分子微針貼片。此微針貼片可經由近紅外光照射參數的掌控，
非侵入式地調控藥物釋放之時機、速率或劑量，不僅突破傳統投藥方式之瓶頸、
實現患者自主施藥之理念，並能依照病患需求精準地掌握藥物作用時機，減少投
藥劑量與頻率，達到降低副作用並發揮最佳治療效果之目的，未來將可應用於大
分子、抗癌藥物之傳輸與須長時間治療或多次用藥之疾病。

                 

得獎感言

很高興可以獲得中技社的科技獎學金，這對我是莫大的肯定。雖然我報名的
是個人組，還是要感謝實驗室夥伴們給予的許多協助，感謝指導教授 陳美瑾老
師的諸多教誨與栽培，並給了我許多機會和鼓勵；也要謝謝爸媽對於我所做的選
擇給予的包容與支持，讓我可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夢想。未來，我也會更加努力
地締造更好的佳績！

創 意

..................

科技創意獎學金 (個人組 )

創意作品：可依需求控制藥物釋放之近紅外光敏感 
型高分子微針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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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2.台灣區第五屆凌陽盃系統晶片創意應用大賽組周邊控制組--創意獎、2012萬潤

創新創意競賽電資組--金牌獎
3.參與國科會計畫1項及合作計畫3項
4.申請中專利1件

自我介紹

碩士班能夠進入成大工科所就讀是我人生中最幸運的事，在大學期間我走過
了高師大光電通訊系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訊導航工程系，也短暫受教於中央大
學遙測中心碩士學程，我期許自己可以藉由通資電全面性的工程背景推動整合人
文與遙測環境雙面的知識為自然與人帶來更加和諧的共生方式；我積極參與各項
專題研究及國際上各項學術活動及競賽，使自己能夠應對國際化企業化的發展，
並致力提攜新生領導人。

創意概述

創新概念源自個人用戶車自主防盜的主動警報功能，於車體被竊時即時發送
車體當前GPS定位座標和失竊簡訊給車主的手機與雲端資訊平台，對於第一時間
失竊車輛的警報和持續追蹤上有很大助益；另於正常行車視訊偵測器使用圖訊識
別技術，具有利用影像主動探查空位停車格的功能。整體系統具有正樣本回饋雲
端訓練機的架構設計，整體通訊回饋架構結合影像識別技術提供節省能源耗費的
車用適地性(LBS)雲端平台服務方案，提供了高彈性與高實用價值的服務。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中技社持續以來設獎的鼓勵，讓我設定其為這些年來努力目標夢想
獎項，踩著資訊科技的腳步不斷的往這個夢想方向前進，很高興能得到中技社的
肯定，完成實踐這個夢想。這六年來一步步的成長，伴隨著許多人的相互扶持，
為各自的夢想挺進，祝各位也能順利找到自己的夢想原動力。

黃 傑琦 科技創意獎學金 (個人組 )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碩二

創意作品：結合雲端服務之主動式戶外停車位探查
暨自主防盜行車記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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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

詹 金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科技學系   碩二

科技創意獎學金 (個人組 )

創意作品：多層玻璃之陽極接合技術開發 

傑出表現

1.國內期刊論文發表1篇
2.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4篇
3.參與國科會計畫4項、產學合作計畫3項以及中科計畫1項
4.申請中專利2件

自我介紹

在大學與研究所求學期間，除了加深自我專業技能知識外，也累積許多實務
能力與經驗。基於這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不變的定理，學生也不時參與各種學術研
討交流，除了探索各領域之技術與應用，也增添不少研究經驗，這都充分表現學
生之求知慾望。為延續學生在研究上的熱誠與興趣，於是選擇逕讀本系之第一屆
博士班，以共同指導方式於台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進行研究，以增添自己之
研究視野，未來將在林麗瓊教授與陳貴賢教授所帶領之研究團隊中，能有更進一
步的學習與發展，期望未來能為國家社會盡一份心力。

創意概述

本創意主要提出一多層接合技術，改善以往僅受限於三層接合或需分次接合
才能達到多層結構的缺點，可於單次迅速順利進行二至七層結構之玻璃接合。另
外，此方法也實際應用至一般封裝機台，初步測試可成功接合四吋大小之三層玻
璃。此方法提出之優勢，主要可大幅度節省製程時間、製程簡易、效率高、低成
本以及機台適用彈性度高等，未來期望擴大應用至各種基板，相信能提升產業國
際競爭之優勢。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財團法人中技社提供這樣的機會與各位評審們的肯定，學生主要
的靈感源自於生活中所接觸之人事物，能夠獲得這份科技創意獎學金的殊榮，是
我們所共享的!做研究已是學生一大生活重心之一，能夠把遭遇到的困難一一解
決，這樣的喜悅就像在電玩中，解決關卡頭目而順利晉級至下一階段一樣，有了
這項肯定與研究的熱誠，無疑地是我繼續下個里程碑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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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
2.國內期刊論文發表2篇
3.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發明競賽銀牌獎
4.參與國科會計畫1項及專案計畫1項
5.通過專利1件

自我介紹

學生劉宗祐，在大學生涯中，學生在課業上努力學習，不斷的自我要求，在
課餘時間學生努力進行創意創作，參加國際發明展、國內競賽來累積自我實力，
因為大學生涯中努力不鬆懈的態度備受系上教授肯定，系上推薦學生至美國台塑
德州廠擔任實習儀表設計工程師。在這知識爆炸與科技進步快速的時代，學生認
為唯有不斷的自我要求、充實自己，使之達到博學多聞，才能在這競爭激烈的環
境中勝出。

創意概述

我的設計理念是在於機車騎乘者必須要低頭觀看儀表板才能知道行車速度、
引擎轉速等行車資訊，在這低頭觀看儀表板的一至兩秒鐘，非常容易造成交通事
故。安全帽是機車騎乘者的必備裝備之一，然而目前市售所見安全帽大部分只有
防護功能，所以我想要改善目前市售之安全帽，讓安全帽、機車、智慧型手機結
合成一行車安全系統，提供騎乘者所需資訊，使機車騎乘者能夠擁有更安全與舒
適的行車環境。

得獎感言

首先要感謝中技社的評審委員給我這個機會得到此殊榮，並且要感謝明志科
技大學許多教授們不斷的鼓勵我去做嘗試，在過程中給予我許多專業知識的教導
與建議，不論嘗試結果是成功或失敗，師長們都會給予我肯定，使我充滿著動力
繼續追逐夢想。獲得中技社科技獎學金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與肯定，
鼓勵我不斷努力去實踐自己的夢想，也為這個社會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劉 宗祐 科技創意獎學金 (個人組 )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大四

創意作品：抬頭顯示的智慧型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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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傑出表現

1.參與國科會計畫1項
2.專利申請中1件

團隊介紹

「保庇系統」團隊為跨領域組合的團隊，由台大土木系康仕仲老師與台大機
械系林沛群老師帶領，成員來自不同領域背景。梁期鈞與楊耀畬為台大土木系學
生，負責程式開發、硬體設備整合；李傳恩為台大工管系學生，負責營運管理、
行銷規劃部分；另有設計師李姵儀、學生林毓祥協助外觀設計。本團隊特色為整
合與溝通，由討論創造出具有創意的構想，實作出成品，並且讓不同領域的成員

之間了解對方專業領域的基礎，展現出跨領域合作的價值。

創意概述

本研究提出一組新式輪椅後方安全預警裝置「保庇系統」。「保庇系統」主
要針對輪椅後方常是輪椅使用者視野死角的問題；尤其後方有高度的降低特別不
易察覺，輪椅使用者有翻倒之危險。「保庇系統」裝載於輪椅後方，自動提示輪
椅使用者後方有高程距離之改變，減少輪椅使用者往後翻倒的危險發生。本研究
設計「保庇系統」的外觀、整合內部機電設備，採用智慧型手機作為運算核心，

由相機拍攝照片，判斷是否有危險，並回饋給使用者。

團隊得獎感言

很高興能夠獲得中技社科技創意團體組獎學金，最初在老師邀請下組成團
隊，在開發過程中團隊成員們合作非常愉快，也發現其實學校所給我們的訓練在
實務上是真的有用處的。在成品初步完成後，每位成員都發現創意以及對市場需
求的敏感度都還有很大的開發空間，很感謝，能得獎很驚喜。

國立台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 工商管理學系

..................

科技創意獎學金 (團體組 )

梁期鈞    碩一    楊耀畬    碩一    李傳恩    大三    

創意作品：保庇系統BotBeep System─平價輪椅倒車預警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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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1.2010海峽兩岸大專院校創業競賽冠軍、2011台大創業週冠軍、2012 IDEAS 
SHOW評審獎、第二屆海峽二岸贏利模式精英邀請賽 評審團獎

2.SBIR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劃

3.專利申請中1件

團隊介紹

本團隊CliPick致力於網路購物的圖像辨識，透過圖像辨識的搜尋技術，聯
結使用者與服飾之間的關聯性。團隊利用半年時間，獨立開發圖像辨識技術，將
圖片拆解成特徵點，利用特徵點來建立服飾之間的關聯性，提供搜尋功能給使用
者。使用者可以透過CliPick的搜尋引擎，快速地根據自有的偏好，依照顏色、花
紋、甚至衣服上的特徵來進行搜尋。CliPick希望透過引擎記錄使用者行為，強化
使用者與服飾的關聯性，讓未來的廠商可直接瞭解使用者喜好，進而得到最佳化

的推薦。

創意作品：CliPick 網購服飾搜尋引擎

2012                                                  
科技創意獎學金 (團體組 )

..................

林昇慶    碩三    謝昀達    碩二

國立台灣大學   物理所 / 資訊工程所 / 應用物理所 / 資訊管理系

余致緯    碩三    謝  榕    碩二    林裕欽    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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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

創意概述

CliPick的創意在於網路服飾的圖找圖，而我們又利用CliPick的搜尋引擎來
達成快速搜尋。使用者可以透過我們的網站，或透過瀏覽器的應用程式，來使用
這項服務。只要登入自己的社群網站帳號(ex: Facebook)，使用者可以在逛網路
購物時，輕鬆的利用CliPick提供的搜尋引擎，搜尋相似的商品。除此之外，還可
以針對顏色、花紋、或者是衣服上面的小特徵進行篩選。同樣的，使用者也可以

到CliPick網站，針對自己的偏好做選擇，讓CliPick直接一次把商品都挑給您。

團隊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給我們的肯定，雖然不是本科出身，但我們竭盡全力希望能運用
CliPick這樣的搜尋引擎概念，在商場上找到創新的立足點。一路走來，我們團隊
都很刻苦，雖然人來人往，但夥伴們都能一起共體時艱，看著CliPick逐漸成長茁
壯。這次得獎的肯定讓團隊無比興奮，CliPick會繼續努力有朝一日讓大家另眼相
看。

科技創意獎學金 (團體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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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
2.第五屆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大學生專題論文競賽 第三名、2012年崇越論文大

賞競賽優等
3.參與大專生國科會計畫1項

團隊介紹
團隊指導：駱尚廉教授
胡奕博：專長－文獻資料之蒐集整理，並探索創新的研究方向；分析、解釋實驗數

據與結果。
　　分工－負責過度金屬在超音波中催化傳統Fenton與Fenton-like試劑產生

自由基氧化PFOA；過度金屬披覆光觸媒對UV光降解PFOA的影
響；中技社口試報告者。

吳怡君：專長－詳細記錄實驗過程與處理數據，對研究的創新領域有較好的洞察
力；能將實驗裝置與流程以圖畫方式清晰呈現。

   分工－研究不同CCl4劑量下自由基對超音波降解PFOA的促進作用；過度
金屬披覆光觸媒對UV光降解PFOA的影響。

創意概述
新興污染物對人類生態與環境的危害日益嚴重，本創意作品選用全氟辛酸

(PFOA)作為難降解新興污染物的代表，來研發能高效去除與礦化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的處理技術。根據實驗結果顯示，利用超音波-Fenton、超音波-Fenton-like、超
音波-CCl4及UV-過渡金屬觸媒等創新結合系統對全氟辛酸的催化降解具有可行性
與潛力。此研究成果有利於PFOA、PFOS、PPCPs以及EDCs等新興污染物降解理
論的研究，並推動新興污染物實場處理體系的研發和改進，最終可將成熟的處理技
術市場化。

團隊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中技社給予我們機會參與這次的創意性比賽，讓我們能腦力激盪地將

研究與創意作結合，並思考此創意作品對於民生及環境之貢獻。再來感謝駱老師的
指導並鼓勵我們積極把握任何機會表現自己，進而從學習與錯誤中成長。此作品或
許不盡完美，仍有改善與進步的空間，希望未來能繼續學習相關知識與實驗技術，
實際應用於工程。

創意作品：過渡金屬催化自由基於超音波與紫外光中降解新興污染物

胡奕博    碩二    吳怡君    碩二    

國立台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科技創意獎學金 (團體組 )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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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

傑出表現

1.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2.專利申請中1件

團隊介紹

我們是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的學生，由曾全佑教授與余致賢助理
教授所領導的機電整合實驗室，所組成的研究團隊，主要研究方向為車輛機電系
統，致力於能節能減碳的研究，以開發電動車及相關綠色能源為主。

創意概述

機車密度高的區域內，在怠速時所排放的廢氣對於環境、人體的影響造成
相當大的危害，廢氣內所含的懸浮微粒對於長期通車的機車族呼吸系統有相當大
的影響。設計一控制模組，裝置於噴射車輛上，在停等紅綠燈時，自動將車輛熄
火，啟動時只需簡易的操作即可重新啟動，透過使用此裝置能有效的降低怠速時

所排放的廢氣排放污染以及油耗量。

團隊得獎感言

很榮幸能參加財團法人中技社團體組的甄選，感謝曾全佑與余致賢二位指導
老師的教導與提攜，以及協助我們團隊的所有人。讓我們能在能源枯竭愈來越嚴
重的時代，能運用創意構想，減低目前嚴重的空污問題，並將創意實體化與產業
結合，讓生活的土地上能處處見到綠色的環境。

創意作品：機車自動怠速熄火與啟動控制器

曾浩源    碩三    邱昱翔    大四    廖益圍    碩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學系

科技創意獎學金 (團體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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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1.2012夢想起飛創意創新競賽 第一名
2.2012年第7屆校園戰國策創業競賽 第三名

團隊介紹

我們GREEN DRIVING的團隊成員都各自擁有自己專長領域裡的一些相
關證照，像是團員裡的黃泓霖與黃韋誠擅長於Protel製作電路及硬體製作應用於
電動機車馬達驅動及變結構電路、Visual Bas ic應用於人機介面顯示及監控、
Matlab數學數據運算及模擬、MPLAB應用於電動機車Microchip 4011單晶
片程式開發及燒錄與除錯、CCS 3.1應用於電動機車DSP2812單晶片程式開發
及燒錄與除錯等方面；而鄭夷涵、黃雅琪、陳柔諭則擅長於寫行銷企劃、計算財
務、擬定策略、電腦排版、文書處理等等。

創意概述

由於傳統電動車輛的續航力不足、效率欠佳、加速度及爬坡力不良等因素，
使得電動車輛始終無法普及全球，而未來的電動車輛改善勢必由驅動系統性能提
升、電池性能及使用效率、車身機構等方面著手。因此本團隊為了改善了以往傳
統電動車輛的缺點推出了「Green Driving電動機車」，我們秉持「穩定、環保
又安全」的設計概念，研發出結合了電子式變速器、容錯功能、限電流保護以及
實車整合技術的電動機車，比起以往讓使用者使用的更加舒適安心。

團隊得獎感言

很榮幸能夠參與此次的中技社獎學金甄試，首先必須感謝中技社團隊給予我
們的支持與肯定，讓我們對於未來創意研究更有信心，同時也要感謝我們的指導
老師王明賢教授與楊雪蘭教授在研究和表達能力上的指點和協助，並且感謝畢業
學長們提供研究上的基礎和幫助，讓我們有所成果和表現，再次感謝中技社團隊
認可我們的努力和付出。

創意作品：GREEN DRIVING 電動機車

鄭夷涵    大四    黃泓霖    碩二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 電機工程所 

黃韋誠    碩二    陳柔諭    大四    黃雅琪    大四    

科技創意獎學金 (團體組 )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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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者

..................

傑出表現
1.韓國首爾國際發明與新產品展銀牌、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銀牌、韓國首爾國

際發明與新產品展銅牌、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銅牌(2010)、臺北國際發明
展銅牌(2012)；共獲得全國競賽26個獎項

2.大專生國科會計畫1項
3.通過專利(發明1項；新型5項)

團隊介紹
團隊指導：張獻中 副教授
林允晟：專長於系統軟體方面撰寫，開發新式的模組應用流程與函式，設計單晶片 

周邊控制介面電路，以配合單晶片的應用，並且能有效的分配工作，在時
限內完成。

陳翰霆：專長於系統硬體方面設計，常於網路上找尋新式電路與模組，將它們應用
於系統上，並且有效的規劃電路與模組的位置配置，減少硬體大小。

劉俊成：主要於輔助程式撰寫、硬體焊接與文書處理，將上網收集的相關文章、統
計資料加入報告內。

創意概述
在現今市面上的電梯，雖然具有處理按錯按鈕的功能，能夠取消按鈕的設

定，但是這些動作是需要乘客來操作的，如果遇到有心人士，在出電梯時，把電
梯樓層按鈕亂按，造成電梯裡面沒有人，卻因為樓層按鈕被按下，讓電梯做出無
謂的運作，或是有人按了電梯外部上/下樓層的按鈕時，因為等太久而離開，但
電梯還是停靠此樓層，造成電能的浪費，而此作品可以節省過去電梯因為一些人
為不當的操作所消耗的電能，且使得它越來越人性化，不會停靠無人進出電梯的
樓層，讓電梯的用電量大大減少，同時縮減等待時間。

團隊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評審的認同，讓我們獲得中技社『科技獎學金』的肯定，獲此殊

榮對本團隊爾後在創新發明上將有莫大的幫助及信心。在此也謝謝“臺北城市科
技大學”協助提供我們團隊研究創新上的材料費，更感謝本團隊指導老師張獻中
副教授，帶領本單晶片團隊參加比賽，以及創新方面的指導。最後謝謝財團法人
中技社能給本團隊這次機會來參加科技獎學金的挑戰。

創意作品：電梯節能控制系統

林允晟    碩二    陳翰霆    碩一    劉俊成    大三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研究所 / 資訊工程學系

科技創意獎學金 (團體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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