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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簡介

1 9 5 9 年 財 團 法 人 中 國 技 術 服 務 社 ( C h i n a  T e c h n i c a l 

Consul tan 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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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宗旨而創設，

2000年更名為「財團法人中技社」（CTCI Found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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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創立近半世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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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因應全球發展趨勢，集 眾人智慧精華，促創新進步共榮；在既有的

基礎上精益求精，期使能以科技產業新型智庫的精神與實質，持續投

注科技發展，深化公益服務。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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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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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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依捐助章程所列相關理工科系，針對國立知名大學

之優秀研究生，頒發「中技社科技研究獎學金」。

獎學金頒發至今已47年，發放金額近壹億元，受獎學生三千餘

人，遍及海內外，其中多人為當今高科技產業經營者及學術界專業傑

出人士，在各領域中發揮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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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頒獎典禮、聯誼活動，以及「中技社通訊」雙月刊

的專訪與邀稿，不啻引燃薪火相傳的共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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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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任賢

國立台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4篇、國內研討會論文8篇
2.國外期刊發表14篇、國內期刊發表1篇
3.參與專案計畫10項
4.申請專利1件

自我介紹
在台大化工所就讀碩士班期間，除了積極參加校外的訓練課程及研討會之外

也參與多項計畫合作。研究領域方面，在教授的帶領，於積極討論與刺激創意之
下，使得相關研究有不錯的表現，除了於國內發表會議論文，也投稿論文於國際
期刊上，之後繼續在台大化工所就讀博士班。目前主要的研究著重在有機太陽能
電池與電致色變元件之組裝與分析，在台大攻讀博士班期間也參與國際會議，使
研究與世界同步，期許成為優秀且傑出之研究人才。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有機太陽能電池與電致色變元件之組裝與效能評估」：著重在能

源開發以及節能之光電元件，利用導電高分子與可溶式碳球混摻以後，製備多接
面有機太陽能電池。除了探討製程條件與元件結構以外，也開發新穎性導電高分
子應用於有機太陽能電池元件。本研究亦開發應用於節能顯示器、智慧型窗戶、
後視鏡與太陽眼鏡的有機電致色變元件，本研究主要針對提高元件之著色與去色
態對比、著色效率、響應速率以及長期穩定性做探討。

得獎感言
有這樣的學習機會，我有無限的感激，不只要謝謝我的家人一路的陪伴，

讓我有好的學習環境，也要感謝何國川以及朱治偉教授，他們在研究上給我的啟
發，讓我在短時間之內有這樣大的進步，也謝謝台大與中研院能讓我有齊全的設
備以及環境。當然這只是一個成果的階段，也期許自己更加精進，在這個領域有
更大的貢獻。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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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林 雲躍

國立台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研究所   博四

傑出表現
1.Nature Publication group Asia Materials Featured Highlight 2009 “Solar Power: Clean Up”
2.國外期刊論文23篇
3.國外研討會論文25篇
4.國內外專利7篇

自我介紹
由於對工程與科學具有濃厚的興趣，大學時選擇就讀機械工程系，大四畢業

之際參加碩士甄試，就讀材料工程所電子材料組。碩士班的學習生涯除了加強自
己對材料科學的知識外，並積極參加學術研討會以提升自己的表達能力。為了在
學術這條路上繼續深造，因此決定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研讀過程中深
深體會到學海無涯，如何細心觀察每個研究環節和統整累積的知識成為了這幾年
最大的收穫。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將所學貢獻給國家社會。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高分子有機無機混摻太陽能電池之研究」：主要針對有機高分子

混無機奈米材料製備太陽能電池進行深入探討，初步成果顯示，藉由表面改質與
應用具有週期性奈米結構可以有效提升太陽能電池之光電轉換效能。為提供低成
本、可撓曲且高光穿透的電極材料，本研究利用奈米碳管作為ITO透明電極的取
代。利用化學方法改質碳管表面，改質後的薄膜片電阻可大幅下降，並仍維持有
高光穿透的材料特性。本研究成果也展現利用碳管透明電極的前瞻性以及無限的
發展空間。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中技社本於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提供這麼巨額的獎學

金，讓我能夠在沒有後顧之憂下，專心完成研究所學業。得獎是一種肯定，也是
一項責任。我很幸運能夠享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社會資源，未來自然需要肩負更
重的責任。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將所學貢獻給國家社會，並回饋給更多需要幫
助的人們，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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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柏智

國立台灣大學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博三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發表6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7篇
3.參與專案計畫7項
4.申請專利4件

自我介紹
成大電機系畢業，以第一名成績考取台大電信所電波組，碩士班一年時間經

歷微波及毫米波積體電路設計之訓練，並獲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資格，隔年通過博
士資格考成為博士候選人。博士生涯裡，致力於毫米波射頻端靜電防護與無線通
訊積體電路之研製，突破現今技術瓶頸，成功開發出60GHz無線收發系統應用
之靜電防護電路。此外亦提出多疊接低雜訊低功耗組態放大器機制，對未來高速
通訊積體電路的產品化，非常有助於省電及大幅降低成本。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微波及毫米波低雜訊放大器與射頻端靜電放電保護電路之研

製」：在先進奈米製程上，針對無線系統前端電路，提出微型面積毫米波低雜訊
放大器，結合電晶體多疊接組態及雜訊抑制技術，具有低功耗、高增益及與低雜
訊特性。此外，將新式射頻端靜電防護電路結合於低雜訊放大器前端，以解決系
統因外在環境靜電造成晶片損害，此技術解決傳統射頻防護電路之高頻雜散效應
所造成之中心電路衰減，兼具高防護能力以及極佳射頻電路表現。

得獎感言
非常開心多年努力來的研究成果可以獲得肯定，讓我得到這項令人引以為傲

的獎項感謝指導教授幾年來辛苦的教導，使我能在這麼激烈的資格評選中，得到
眾多評審的青睞亦感謝中技社給我的殊榮，今後將更加努力地在研究上求突破，
期望自己未來進入社會之後，也能夠為社會創造更多福利與價值。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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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李 昇隆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博三

傑出表現
1.臺大博士班三年內共發表12篇國際期刊著作
2.2009臺大理學院：研究生院長獎、優良壁報論文獎
3.2008日本表面科學與奈米科技研討會：年輕學者旅行獎、最佳壁報論文獎
4.2006清華科技文教獎學金

自我介紹
龐大國家經費投入高等教育之際，除了代表國家的進步外，我認為這同時

也代表著未來台灣全球性競爭之重責大任將由我們這一代的學習者一同來擔當，
因此我以『世界級研究生』水準為己任。雖然實作過程中屢次失敗，這些艱困卻
沒有絲毫澆熄我對科技研究的熱忱，每次的阻撓，我都視為一個學習與嘗試的機
會，從中我也培養出研究與思考等的應變能力。我目前已攻得博士學位，將留任
實驗室做研發替代役，並進一步規劃前往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繼續深造，學有
所成將投入台灣科技研究單位貢獻一己之力。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以剪力製作長距離且單一軸向有序堆疊的單層分子膜」：近年來

「能源短缺」議題的衝擊，愈來愈多的研究與需求朝往化學品減量、成本降低、
製程簡易等的製程技術發展。我們發展一種快速、簡便與環保的方式以製備高品
質的分子單層薄膜。本實驗是運用流體運動在表面上造成的剪力(shear force)
來控制多環芳香族分子的站立或平躺之位向。產生剪力的方法乃採用纖維類紙張
(KimWipes)，因毛細現象促使溶劑流動，在液固界面造成擾動，使得分子因擾
動與流動使相鄰分子因電子雲吸引而站立。此結果有助於電子傳遞，期望未來可
應用於元件製程方面。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遴選我為「科技研究獎學金」博士班學生獲獎人之一，能獲得此

殊榮對於學生本人在研究發展方面意義重大，更加肯定學生本人在科技研究方面
的傑出表現。感謝指導教授陳俊顯老師在論文方面的指導，亦感謝臺灣大學化學
系系所教授的推薦。最後感謝我的父母，謹以此榮耀獻給我的雙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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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育熙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博六

傑出表現
1.國際期刊發表7篇
2.研討會論文17篇（國外5篇、國內12篇）
3.第三屆車輛工程論文獎入圍（民國97年）
4.執行9項專案研究計畫（含7件國科會計畫與2件業界計畫）

自我介紹
從大學至研究所的過程一路都就讀台大機械系，並由大學專題、碩士論文與

博士期間，皆於固體力學領域研究精進，且獲得國科會千里馬計畫至美國密西根
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訪問。研究領域涵蓋固體力學、振動學、有限元素法、光測力
學、以及壓電力學與壓電材料。期許未來將專業投身於科學領域，發展更新穎、
更有效率的感測器與致動器，並致力於基礎科學研究，分享所學知識與個人歷練
予後進，為國家貢獻所長。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多層壓電陶瓷結構三維動態特性之實驗量測、數質模擬與理論解

析」：壓電材料的電能與機械能以優良的效率互相轉換，可作為同時具備致動與
感測功能的智慧型材料，研究論文對壓電平板、具曲率變化的壓電薄殼、與多層
式的壓電雙晶片，其三維動態特性進行研究，以理論分析、實驗驗證、與有限元
素數值計算方法相互驗證，量測壓電元件的共振頻率與模態振形，並提出電極設
計的方法以增加壓電材料的機電轉換效率，另研究高頻運動下產生的溫度變化現
象，預防材料或結構造成因高溫而產生的傷害與危險。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給予學生獎學金的肯定，鼓舞了我從事研究的信心。而獲得此項

榮譽首要感謝的是台灣大學機械系終身特聘教授馬劍清。自學士專題開始，十年
光陰倏忽，馬教授學術上嚴謹的要求與務實的訓練，學生銘記在心；其從事研究
與教學的態度，更是我終生學習的榜樣。期待未來在研究上有更大的突破，對國
家發展有所貢獻。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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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陳 美杏

國立台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博五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5篇、國內研討會論文2篇
2.國外期刊發表8篇
3.參與專案計畫3項

自我介紹
高中畢業於花蓮女中，高二時，榮獲校內物理學科科展第一名，高三時，參

加全國奧林匹亞物理科競試，成績在全國前12%左右，接著參加校內物理學科能
力測驗，榮獲第一名。經由推薦甄選的管道進入交大電子物理學系就讀，四年後
亦經由推薦甄選的管道甄上交大電子物理研究所。在台大光電所博士班的入學考
試，以第二名的成績直接錄取。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N型摻雜有機發光二極體電子結構及界面化學之研究」：利用紫

外光以及X光激發光譜來研究並探討電子注入機制與介面的化學反應變化，以改
進元件效率。在有機發光元件中，探討碳酸銫在熱蒸鍍過程中的特性與電子注入
層中所扮演的角色。實驗結果顯示，導致有效電子注入機制之原因則與碳酸銫所
引起的N型摻雜物之效應有強烈的相關連性，不僅可以降低電子注入能障，並且
可增加載子的濃度。

 

得獎感言
非常感激中技社提供這個獎學金的機會給我們。謝謝對我的肯定，這是一個

很大的力量，讓我更敢大步的向前走。我知道這是一個競爭力很強的社會，所以
我也必須讓自己變得很有競爭力。今後，我會更加努力，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
之於社會的精神，為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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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嘉華

國立台灣大學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國內研討會論文5篇
2.國外期刊發表7篇
3.參與專案計畫6項
4.具環保署甲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證照

自我介紹
學生現就讀於台灣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博士班。大學時期就讀電機系時，

接觸電子元件領域後產生濃厚的興趣，因而決定報考研究所並順利應屆考取，得
以在電子工程領域繼續學習深造。在大學及研究所這段期間，曾修習半導體元件
物理、MOS 元件、積體電路工程、氧化層穩定度等有關積體電路方面的課程，
對此領域因此有更深的了解，更加深了我研究的熱忱，因此決定繼續鑽研博士學
業，期望學成之後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低製程高介電係數閘極介電層之金氧半元件特性研究」：在於低溫形

成之高介電常數閘極介電層(High-k gate dielectr ic)的開發及穩定度相關的研究，
並已開發出利用在濺鍍金屬時，以傾斜晶圓基版的方式，在同一晶片上得到不同厚度
的氧化層，並以模型分析氧化鉿/陽極氧化二氧化矽堆疊絕緣層之缺陷特性，可有效降
低製作成本及易於作特性分析。此外，亦嘗試開發低溫堆疊式快閃記憶體技術，期能
提供下一世代記憶體應用之參考。研究題目著重於在低溫下製備絕緣層，希冀能提供
未來低溫製程之絕緣層技術參考。

得獎感言
本次參與中技社「科技研究獎學金」甄選，很榮幸能有此機會獲獎。首先

感謝我的論文指導教授胡振國博士的悉心指導，教導我在論文研究上許多寶貴的
知識，同時謝謝我的父母的養育及栽培，也謝謝中技社評審賞識以及向小姐的幫
助。學生會更加努力，期望未來能有機會能替社會服務，以認真學習及團隊合作
的態度，貢獻自己的心力。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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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黃 懋霖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博五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發表26篇，平均論文引用率7.85，H-index為7 (至2009.08.04)
2.國際研討會論文6篇
3.參與專案計畫5項
4.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自我介紹
從臺灣師範大學畢業後進行一年的教學實習，對科學研究的渴望卻愈來愈

強烈。在取得教師證書後，毅然決定進入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研究所進行嚮往
已久的科學研究。指導教授洪銘輝老師與郭瑞年老師對我有深遠的影響，其強調
研究應重視主動學習與團隊合作，清楚的邏輯思考才能有效地解決疑問；追求學
問的嚴謹態度和努力不懈，腳踏實地的進行每一個實驗；豐富的資源讓我沉醉其
中，充份地享受做研究的樂趣，也奠定我立志邁向科學之路。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高介電常數氧化物-化銦鎵異質結構：界面性質與能帶參數」：

氧化鋁與氧化鉿利用原子層沉積技術成長於不同銦比例的化銦鎵 (InGaAs)化合物
半導體表面。實驗得知在已曝露於空氣中的化銦鎵，其表面生成的氧化在原子層
沉積氧化鋁與氧化鉿的過程中被完全移除，此化學反應已在電容-電壓量測中被證
實為化銦鎵表面費米能階沒有被釘紮(Fermi Level  unpinning)的關鍵因素。而相
關價電帶與導電帶的偏移量在不同銦含量的樣品皆分別大於1.5與2.5 eV。

得獎感言
能獲得中技社的科技研究獎學金是我人生中感到最榮幸的事。得到此殊榮，

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清華大學洪銘輝教授與郭瑞年教授，他們不但教導如何進
行研究，建立正確科學邏輯與拓展國際視野，並強調科學論理與提昇人格特質。
感謝實驗室的研究伙伴，團隊合作才能快速且正確地解決問題。最後謝謝我的家
人，陪我走過最艱難的時刻。人，陪我走過最艱難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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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承泰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系   博五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發表5篇、國內期刊發表1篇
2.2008中華民國物理學會年會壁報論文獎優勝
3.2007-2009清華大學物理系普通物理實驗講師
4.參與國科會計畫3項

自我介紹
自小在澎湖長大，大學聯考考取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這才第一次離鄉到

台灣居住，大四時以推薦甄試的方式進入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一年的
碩士班時間經過了物理系四大力學的洗禮及參與做實驗的經驗，對做研究產生濃
厚興趣，並且順利逕修博士學位。利用所學的物理學來研究新穎半導體材料，以
便找出其潛在應用價值。未來期許經過博士班的訓練，能夠成為傑出研究人才，
以自己所學來貢獻社會。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三族氮化物表面與其異質接面的電子結構研究」：三族氮化物半

導體的自然結晶型式是六角烏采結構，烏采結構具有相當強極化方向相關的電性
與光性。這些極化相關的物理特性對三族氮化物在電子與光電元件應用上有極大
影響，因此需要徹底的研究與了解。我在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利用光電子能譜
與顯微術，對三族氮化物異質接面、同質接面及表面做透徹且最先進的研究，以
期對這重要的材料系統研究有長足的進步。

得獎感言
感謝貴社提供獎學金給予我肯定。我要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尤其是我的母

親，她對家庭的無私奉獻使我能在學業上盡力衝刺。我還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
果尚志教授，在研究及人生課題上不斷的給我指導與鼓勵。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
人，我會繼續抱持著孜孜不倦的態度，追求更高的學問，並待他日可對社會有重
大的貢獻。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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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曾 士傑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五

傑出表現
1.國內研討會論文9篇
2.國外期刊發表8篇
3.榮獲97年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計畫
4.參與專案計畫7項

自我介紹
求學生涯從生物科學到醫藥化學領域，研究所主修為生物科技，而博士班主

修化學工程。雖然面臨很多專業科目不同，以努力和求知的心態面對這些專業科
目。藉由不同系所增進新事物的所見與發揮自己的能力，在跨領域方面增加了不
少知識和累積不同技術，以及尊重不同研究領域。在學期間雖非名列前茅，但成
績一直保持中上程度。相信不論所擔任的工作和研究性質為何，都能努力學習。
相信擁有團隊合作的默契，可以解決面臨的任何問題。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研發生醫材料調控基因表現或關閉系統之平台用於組織工程和

疾病治療」：將成長或誘導因子(蛋白質)轉換成前驅物DNA，這能降低成本和
突破蛋白質使用上的限制。運用奈米科技製備帶正電荷之奈米複合體(Polymer/
DNA)可以抵擋生物體酵素分解，藉靜電作用吸附鍵結在帶負電荷之生醫材料支
架。當細胞移植到支架上接觸到奈米複合體，將包覆的DNA轉變成特定蛋白質
表現；另外奈米複合體(Polymer/siRNA)可以用來關閉特定基因表現。

得獎感言
感謝指導教授湯學成博士，給予士傑不同領域研究機會，得以接觸跨領域的

人事物。並且教導研究態度和為人處事之本。感謝學長姐弟妹在研究和生活上幫
忙。感謝清大化工系讓士傑有機會參與中技社競賽。感謝中技社舉辦學術競賽讓
士傑榮幸得到98年度科技研究獎。感謝父母親還有姐姐和哥哥的鼓勵及支持，謝
謝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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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 宗翰

國立清華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9篇
2.國外著作專章1篇
3.國外期刊發表3篇
4.參與國科會專案計畫3項

自我介紹
以第一志願進入元智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截至畢業修滿180學分，含21學分

研究所課程)，大四以推薦甄試進入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利用一年
時間通過隨機程序、檢測與估計、數位訊號處理等基礎學科的訓練，並錄取逕讀
博士學位。展望未來，利用前瞻性盲蔽非負訊號源分離之訊號處理技術分析生物
醫學及高光譜遙測影像，可進一步達到癌症早期診斷與未知目標物鑑別；期許透
過完整的博士訓練，成為優秀且傑出之研究人才。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基於凸分析之盲蔽非負訊號源分離於生物醫學與超光譜影像分

析」：針對生物醫學與超光譜影像提出全新觀點，利用凸分析與最佳化方法研發
盲蔽非負訊號源分離技術，於生物醫學影像(如動態增磁共振成像、光學影像)抽
取癌症病人的相關訊息，幫助醫生診斷出早期癌症；亦於高光譜遙測影像中抽取
目標物(如水、土壤)之光譜特徵，進而鑑別出行星與地球表面有何種物質。此技
術已在真實生物醫學與高光譜遙測影像獲得驗證。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中技社評審們的肯定，讓我有機會獲此殊榮；也很感激清華大學

通訊所師長們的推薦，特別是祁忠勇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馬榮健教授在學生的博
士求學路上給予指導協助；感謝我的家人與未婚妻的支持鼓勵，成就我今日的研
究成果，這份殊榮應歸功於他們。另外，期許自己未來在生醫影像分析上有所突
破，對人類有所貢獻。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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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林 士豪

國立清華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   博三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8篇、國內研討會論文3篇
2.國外期刊發表16篇
3.參與專案計畫4項
4.申請專利3件

自我介紹
出身務農家庭的我，雙親沒有唸過很多書，只有告訴我兩句話；『書多讀

點』、『善事多做點』，傻傻的我，牢記這九個字，時至今日，受益良多。求學
的過程讓我深刻感受到知識與創新的重要，但雙親認分樂天的生活態度，更讓我
體悟感恩與知足才是富足心靈的根本。如果我的努力讓我為社會付出與貢獻了什
麼，我想告訴大家，請你們說聲謝謝，對我的雙親道聲謝謝。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高介電係數介電質應用於金屬閘極氧半電晶體與記憶體元件之

研究」：高介電係數介電質材料應用在邏輯與記憶體元件上，已成為半導體產業
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在本研究論文中，探討數種高介電係數介電質材料在互補
式氧半電晶體(CMOSFETs)、應用於Analog/RF DRAM的金氧金電容(MIM 
Capac i t o r )與金屬-氧化層-氮化層-氧化層-矽結構非揮發態記憶體(MONOS 
Non -Vo l a t i l e  Memo r y )等元件上的研究與應用。相關研究論文入選2008 
IEDM頂尖國際電子元件會議，也發表於國際電機期刊，並申請多項專利，密切
與國際半導體廠商合作。

得獎感言
除了感謝我不知道要說什麼，求學的路上顛顛簸簸，提攜與幫助我的人很

多（例如；中技社的先進）。這一路上，因為有師長、朋友，縱使感到艱辛與困
難，我都大步而勇敢的跨過去，我明白，『年輕人就應該往最大阻力處前進』。
謝謝所有幫助我的人，我知道你們早已在終點站迎接我的到來，請你們準備好掌
聲，我將迎頭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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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剛逸

國立成功大學   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   博二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9篇、國內研討會論文5篇
2.國外期刊發表11篇
3.參與專案計畫7項
4.申請專利6件

自我介紹
成大工程科學系的課程領域極為廣泛，綜合電子、電機、資訊、力學等多方

面領域，在大學四年學習中獲益良多，並培養出整合及運用的能力。大四時以推
薦甄試的方式進入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就讀，並以第一名錄取奈
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博士班。冀望於未來的研究生涯中，除更加充實許多
專業領域的相關知識，更能夠將所學之微流體晶片技術，整合進入臨床生物醫學
這個領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將自我研究貢獻於人類社會。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自動化快速臨床檢體前處理與疾病檢測平台」：近年來，生物

臨床檢體前處理之程序於醫學檢驗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其繁複的人工
操作步驟易增加檢體浪費與檢測之準確性。本研究提出一個利用微機電製程，以
免疫學之原理利用微型磁珠結合高專一性之抗體，以萃取特定之DNA、細菌或
病毒，並將以濃縮、純化、分離後，全自動型快速疾病之生物晶片系統。此研發
之微型晶片具製程簡易、低成本、低耗能及可拋棄等優點外，並配合各項微型元
件，可完成具有高解析度及靈敏度之檢體萃取與分析，並可達成所謂個人化醫療
的目的。

得獎感言
乍聞獲此殊榮，感到十分驚喜與榮幸，除感謝評審們對於自己研究與努力的

肯定外，更是莫大的鼓勵與榮耀。此外，要感謝指導老師李國賓教授給予的意見
與指導，及家人和朋友們無盡的支持鼓勵，才無後顧之憂的沉浸在漫長的研究之
路。希望有朝一日研究之生醫晶片，不僅能替個人化醫療提供一快檢平台，更能
帶動全體人類之福祉與醫學防治之演進。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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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邱 品翔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3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4篇
2.國外期刊(SCI)發表11篇、國外工程類期刊(EI)發表3篇、國內期刊發表2篇
3.專利1件、申請中專利1件
4.專書2項

自我介紹
本人是出生於花蓮縣玉里鎮，高職至研究所的求學背景，是屬於技職體系下

的學生。自南台科技大學電機研究所求學期間，受到指導教授於科學研究上的訓
練與栽培。碩士畢業後，順利考取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博士班。攻讀博
士學位期間，主要研究是針對特殊形狀的奈米材料之製作與特性分析，應用這些
奈米材料到各個科學領域上。對於從事科學研究上的方式與態度，主要受到指導

教授的教誨與引導，必須要有熱忱的態度以及積極求知。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金屬奈米結構的形狀控制合成之研究及光電應用」：主要的創

新研發技術，是利用電化學法、種子間接成長法與溶凝膠法，製作各種特殊形狀
的奈米材料，分別有奈米球、奈米狗棒、奈米棒狀、奈米氧化矽粒子、奈米立方
體、核心-殼層型奈米複合粒子、網狀結構、彎曲結晶結構、奈米啞鈴。另外，
將核心-殼層型奈米複合粒子應用於高分子發光元件的封裝，提升元件壽命。這

些研究成果的提出，對於工業上的應用或相關領域的研究上能帶來貢獻。

得獎感言
首先，要感謝財團法人中技社舉辦科技研究獎學金的活動，支持並鼓勵全國

優秀的研究生，非常感謝　貴單位對於本人於研究成果上的肯定。本次能有幸獲
得此殊榮，本人將會更加努力對於日後的科學研究上。另外，本人也要感謝指導
教授王永和老師與黃建榮老師於從事研究上與做人處事上的教導。最後本人會繼
續為科學研究上做努力，期盼未來能成為更優秀的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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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淑嫻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國內研討會論文3篇
2.國外期刊發表12篇
3.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博士班研究生赴德國研究【三明治計畫】

4.參與專案計畫3項

自我介紹
學生於大學時，認真向學，力求在學業上表現優異，日後順利推甄上成功

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碩士班。在碩士班一年級期間，除了專業領域的訓練外，更不
忘基礎科目的學習，一年後錄取逕修讀博士學位。除了在學術研究方面要求自己
外，更有多次國際研究交流經驗。這些訓練不只增長學術知識，也開拓了國際視

野及外語能力。期望自己能在未來人生道路上，能將取之於社會的回饋社會。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生物可分解性聚酯與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摻合體之相 為與微

態」：研究目標之一，試圖釐清聚丙烯酸甲酯與聚乳酸系統的真正相為。接著針
對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鏈段 體結構的 同(對排、同排與 排)，觀察 體結構的排 規則
性對摻合體相 為的影響。另外，在德國研究期間，主要是探討團鏈共聚物與 米
子混合後的自組裝排。在米子表面進行同的表面處，使米子選擇性的只停在團

亂共聚物的單一鏈段。

得獎感言
得知自己獲選為系上唯一推薦人時，我又驚又喜地在實驗室大叫，怎麼可

能!!接獲中技社得獎通知時，瞬間所有的煩惱都拋諸腦後。從沒想過自己能有此
難得可貴的機會獲得這項殊榮，真的非常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貴人，特別感謝恩
師吳逸謨教授和劉英麟教授。更感謝中技社及所有審查委員的肯定，讓我對我自
己更有信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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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邱 琮傑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博六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發表4篇(SCI)
2.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國內研討會口頭發表1篇
3.與國外學者合作研究2次

4.參與國科會與廠商計畫共3次

自我介紹
學生目前於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因對材料科學的喜

好，因此從學士、碩士直到博士班都是選擇材料系就讀。透過十多年來材料上的
專業訓練，目前已對材料結構、材料製程、材料分析等基礎學理有初步的認知。
目前正致力於電子構裝中之電遷移行為進行研究。期望透過不同的研究領域，拓
展對於材料科學上的認知；透過博士班的獨立思考訓練，強化組織邏輯上的概

念，並以此期許往後能成為專業的材料研究人才。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無鉛錫銀/錫銀銅銲錫與銅、金電極之界面反應與電遷移行為研

究」：針對目前無鉛趨勢以及銲錫接點常用之金屬層，嘗試以銅/無鉛銲錫/金為
銲錫接點進行電遷移行為研究。試著探討各種原子於不同條件之電子撞擊下其擴
散通量、方向和其界面反應行為。藉由顯微結構觀察、成分分析、界面化合物成
長動力學以及電極端消耗程度之估算，可判斷出電子對於原子遷移反應之影響，

進而提供通電後可能失效的行為模式。

得獎感言
很榮幸能夠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爭取到本次中技社所提供的科技研究獎學

金。對於還是博士班學生的我來說，真是莫大的鼓舞。一方面除了實質上的獎學
金補助外，另一方面能夠受到評審委員的青睞，肯定過去對於科技研究上的表
現，更是能激勵學生對於後續研究上的熱誠。畢業之後也期望能持續維持這份熱
誠的心於喜愛的工作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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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柏軒

國立交通大學   電信工程研究所   博三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8篇
2.國外期刊論文3篇
3.參與專案計畫3項
4.標準技術貢獻1件、申請中專利2件

自我介紹
以第一志願推薦甄試進入交通大學電信工程系，大四再以推薦甄試進入電信

工程研究所， 利用一年時間通過隨機過程、數位信號處理、計算機網路等基礎
學科的磨練，通過成績門檻得以逕讀電信所系統組博士班。目前研究領域為定位
估測的理論分析及演算法設計，以及定位對於無線寬頻網路換手機制的演算法設
計。展望未來，能以交大電信系提供紮實的專業能力訓練，加上自我的努力學習

以及自我要求的態度，對電信相關產業有所貢獻。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基於無線定位技術之寬頻網路協定設計」：針對定位估測演算於

估測時造成效能不佳的幾項因素，包含非直徑路線、訊號源不足、及基地台幾何
分布位置不佳等議題，進行理論分析及演算法設計，以改善效能。此外，針對藉
由估測得到的定位資訊，進一步配合無線寬頻網路的標準，針對其換手機制著手

演算法的設計，以增進效能。

得獎感言
很榮幸能通過甄選獲得98年度中技社獎學金，謝謝評審委員的肯定。此

外，感謝家人從小到大的栽培，感謝指導教授方凱田老師在研究上的指點、實驗
室同學的互相勉勵，並感謝系上教授的教導。期許自己將來能在學術研究方面更
加精進。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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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張 雅婷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系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發表9篇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國內研討會論文3篇

3.參與專案計畫6項

自我介紹
大學畢業於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經推薦甄試的方式進入電子物理學系碩

士班，於碩士班一年級期間學習與研究雷射物理。為了更深入地研究固態雷射，
我選擇逕讀博士班，主要致力於固態拉曼雷射與人眼安全雷射的研究。利用非線
性效應發展新波段的固態雷射，更進一步提升轉換效率與可靠度，期許自己能將

所學應用於實際生活上，以達助人便民目標。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全固態腔內拉曼雷射與波長轉換」：利用受激拉曼散射特性於釹

雷射，將固態雷射的波段拓展至可見光、紅外光與人眼安全雷射波段，並設計雷
射共振腔，發展精巧型的高效率新波段固態雷射。首先提出將雷射晶體與拉曼晶
體分開的方法，解決自發拉曼雷射之優化條件被限制的問題。之後，利用複合晶
體取代傳統晶體有效地改善熱透鏡效應並提升轉換效率。結果證實：以雙端復合

晶體當自發拉曼晶體可完成架構簡單且高效率的拉曼雷射。

得獎感言
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得到中技社「科技研究獎學金」，感謝中技社給予的肯

定與鼓勵，並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陳永富與蘇冠暐教授，能夠在老師的良好研究
環境做研究是我的榮幸。在未來的研究生涯，我將更努力，期許自己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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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士偉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博三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0篇、國內研討會論文20篇
2.國外期刊發表9篇、國內期刊發表2篇
3.參與專案計畫6項

4.申請專利2件

自我介紹
進入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並且加入王興宗、郭浩中以及盧廷昌三位教

授所帶領的半導體雷射實驗室。在學習過程中，經由光電子學、幾何光學以及傅
式光學等基礎學科的訓練，加上三位教授的指導之下，成功的製作出氮化鎵系列
光子晶體以及垂直型共振腔面射型雷射這兩大部份，希望能進一步與業界合作並
且將此技術商品化。希望不久的將來，透過博士班的訓練過程以及指導教授的教

導，成為優秀之研究人才。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氮化鎵系列之光子晶體與垂直型共振腔面射型雷射」：為了改進

現有藍光邊射型雷射的缺點以及專利限制，因而針對光子晶體奈米結構製作於共
振腔面射型雷射中。此結構成功的量測出光子晶體面射型雷射，並且顯示此雷射
具有較小的發散角等優點；另一方面，設計不同結構的透明導電層，進一步製作
出電機發垂直型共振腔面射型雷射。這兩種結構皆可改善雷射之激發特性並且突

破日本美國的專利限制，達到商業化之目的。

得獎感言
感謝財團法人中技社的支持與提供這次的獎學金，讓我獲此殊榮。也感謝學

校、教授以及家人的栽培與付出，讓我能有如此的成果。我將利用這份獎金多購
買相關書籍等，充實基本學識、技能並且擴展視野。再次感謝中技社提供這份獎
金，讓我提早實現夢想，謝謝！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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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闕 郁智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博三

傑出表現
1.國內、外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
2.國外期刊論文發表9篇
3.中國電機工程學會青年論文獎

4.參與專案計畫6項 

自我介紹
學生闕郁智出生於台灣宜蘭，2004年經推薦甄試進入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

腦與通訊研究所電波組，研究領域著重於後設材料之相關應用，碩士畢業論文榮
獲95年度中國電機工程學會「青年論文獎」之殊榮。2006年繼續攻讀博士，研
究領域除了延續碩士的研究外，並且增加探討超寬頻被動組件之相關研究。最
後，吾亦期盼自己的研究與努力，能拋磚引玉出更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為無線通

訊產業盡一份心力！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新型無線通訊平面濾波器之分析與設計」：首先探討複合式右

/左手共面波導與電磁能隙的結構所形成的新型殘段，並且使用提出的新型殘段
設計出小型化的雙頻帶通濾波器。另外，本研究提出的新型超寬頻覆背式共面波
導帶通濾波器由寬邊耦合傳輸結構與諧振殘段組成，達到超寬頻的頻寬與傳出零
點，並且利用兩組槽線結構對稱排列於共面波導的地平面上，可同時產生兩個帶

止頻率在5.2與5.8 GHz，消除無線區域網路的信號干擾。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給予學生的肯定，讓學生獲得「科技研究獎學金」的殊榮。感謝

指導教授毛紹綱老師，老師嚴謹的研究與處事態度，深深的影響了我，讓我在研
究的路上順利朝正確的目標邁進。感謝研究室的夥伴們，在漫長的研究路上，大
家彼此鼓勵。最後，感謝父母親的栽培與支持，讓學生無後顧之憂的攻讀博士，
再次感謝中技社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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