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技社科技研究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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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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衆眾人智慧精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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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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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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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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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志維

國立台灣大學  化學研究所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書冊論文發表1篇

2.國外期刊發表17篇

3.國內期刊發表1篇

自我介紹

從小看著父親辛勤經營栽植菇類事業，因而我相信讀書沒有捷徑，只有

付出時間與心力，才能達成目標。研究所放榜的那一段日子，是我這輩子最驕

傲的時刻，看到名字出現在台大、清大、中正的化學研究所正取榜單時，我知

道，堅持有了回報。指導教授周必泰老師也認為：「做科學研究，如果沒有實

際去嘗試，實際去做實驗，那將永遠是紙上談兵，只在表面上打轉，而無法進

到問題的核心」。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半導體奈米材料以及磁性奈米粒子的合成、探討與應用」：主

要專注在把超順磁性奈米粒子作表面修飾，然後將之應用在生醫顯影及癌症的

治療方面。在與台大醫院的影像醫學部合作下，利用將胺基酸先與氧化鐵表面

氧化鍵結後，其所裸露的胺基亦可以跟放光有機染劑，形成尿素鍵結，將氧化

鐵與放光染劑結合在一起，即可用光學儀器、流式細胞儀，觀測細胞在uptake 

放光性Resovist後的變化。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指導教授周必泰老師的推薦，才使我有機會可以得到中技社獎學

金。再來要感謝我的女朋友，沒有她，也許我沒有辦法堅持到現在。最後要感

謝我的家人，家庭溫暖是支持我研究的原動力，謝謝爸媽辛苦工作栽培我，我

愛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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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李 文亞

國立台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研究所  博五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2項

2.國外期刊發表7篇

自我介紹

家裡開印章工廠，父親帶我一起做印章，接觸很多化工原料以及機台，長

大後就喜歡自己動手做些手工藝，以及拆解一些小機器，開啟對自然科學的興

趣。今年申請到國科會千里馬計畫，前往美國Stanford大學，與國際頂尖知名

學者Bao Zhenan 教授共同合作，並同德國BASF化學公司，開發有潛力的

N-type有機半導體場效應電晶體材料。此行不但擴展了自己的國際觀，更體會

到國際合作的重要。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新穎電子施體－受體共軛共聚高分子於光電元件應用」：將

Fluorene-based的Donor-Acceptor共軛高分子製備成光電元件，並從化學結

構與表面型態對元件效能之影響對更深一層的探討；同時，研究高分子摻混對

於Fluorene-Acceptor Donor-Acceptor高分子光電性質與電激發特性的影

響。研究團隊因而共同開發新穎的Poly（triarylamine）有機材料，並發掘其

在白光發光二極體元件上的應用潛力。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中技社獎助之恩，此獎學金對我有著極大的激勵。在此也要特

別感謝陳文章教授給予數不清的協助與指導。同時也要感謝父母從小用心的栽

培，還有老婆葶葶在旁默默的支持並一直陪伴我。心中有太多的感謝，日後必

定更加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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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政營

國立台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博四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4項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8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4篇

3.國外期刊發表8篇

4.擔任光電工程學研究所助教

自我介紹

求學期間，喜歡和教授、同學討論問題，因為認為當我們在討論問題時，

可以把問題更精確地定義出來，而問題被定義明確時，往往答案就呼之欲出

了。課外活動方面，喜歡打籃球、慢跑、唱歌閱讀；工作上有好的表現，一定

要建立在身心健全與強健體魄的基礎之上。曾擔任Small Lab的管理人，協助

何志浩老師從無到有，建立實驗室與指導新進研究成員，這對未來建立自己的

研究團隊是不可多得的經驗。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氧化鋅奈米線殼層結構之製作與其光電性質之研究」：此研究

成果對於未來氧化鋅奈米線LED與氧化鋅奈米線雷射，提供可嘗試的方向。而

對於此特殊的效能增進，由於氧化鋁殼層改變氧化鋅奈米線的表面能帶彎曲，

且氧化鋅/氧化鋁在能帶上介面上的載子侷限，增進氧化鋅內電子與電洞波函數

之重疊，進而增強氧化鋅其能帶邊緣放光。若進一步釐清，將有助於奈米線光

電元件之開發。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以及評審委員們的肯定。由衷感謝指導教授何志浩博士與台

大光電所孫啟光教授，他們追求卓越的研究態度與積極正面的人生觀，是我學

習的榜樣。獲得獎學金是我博士求學期間的重大鼓舞，未來，我會更加努力不

懈，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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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林 靖茹

國立台灣大學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博五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2項

2.國外期刊發表3篇

3.優良助教獎 

自我介紹

就讀博士期間，數度獲補助赴荷蘭、美國、香港等地參加國際研討會，

口頭報告研究成果。2007年獲得國科會人才培育千里馬計畫補助，前往MIT 

CSAIL參與研究計畫。與MIT同學合作是個非常挑戰且難忘的經驗，除了能夠

學習到最高學府做研究的方式及態度，更能藉由實際的合作經驗，了解國外學

者的思考模式及對研究的專注與熱忱。在參訪的一年中，獲得MIT指導老師的

信任，完成兩項合作計畫。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利用多重位元速率機制以最大化無線網狀網路之傳輸效率」：

著重在多重頻帶與多重位元效率之資源管理，藉由跨層次的合作考量，以達

到可用資源最佳化利用，降低干擾現象，並且動態的調整網路架構以因應網

路變動造成的效能衰減。為達到上述目標，提出一套系統—MCR2（Mul t i -

Channel Multi-Radio Multi-Rate Wireless Mesh Networks）--有效使

用所有有效資源（包含頻帶、網卡及壓縮技術）。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辦理獎學金鼓勵學子投入科技研究，得知評審委員對自己的肯

定與鼓勵時，除了欣喜，更多了一份信心繼續專注於研究。特別感謝求學過程

中給我支持與教誨的師長及同學們，陪伴我熬過困難低潮期，也帶領我領略學

習成長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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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耀中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博五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4項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4篇

3.國外期刊發表12篇

自我介紹

研究所期間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成功製作出世界上首個使用高介電

材料之氮化鎵金氧半場效電晶體。除了是一個新的元件結構外，更具有比傳

統矽半導體元件更優異的元件特性，是著眼於未來元件持續微縮下，同時具

有高速、高溫操作等優點的新穎半導體元件。此結果發表於2008年6月舉辦

於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國際元件研究會議（66 th Dev i c e  Re s e a r ch 

Conference），受到各國學者的肯定。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高性能氮化鎵反轉型通道金氧半場效電晶體之研究」：利用原

子層沉積技術，製作高介電氧化物於三五族化合物半導體上，探討如何獲得低

的界面能態密度和好的熱穩定性。亦利用這些材料系統製作金氧半元件，並以

電性量測、理論模擬等，探討不同氧化物/半導體界面特性、熱處理條件和半導

體表面鈍化方法對金氧半元件的影響，進而找出最適合未來發展的元件製程條

件。

得獎感言

獲得中技社科技研究獎學金，使我感到無比的榮耀和感激。在 貴社通知我

獲得此獎學金之時，從事科技研究的寂寞與辛苦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更多

的熱情與理想。感謝 貴社對我的肯定與鼓勵，謹此表達無限感恩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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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黃 文敏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系  博六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發表8篇

自我介紹

2 0 0 6 年 我 第 一 次 出 國 參 加 日 本 京 都 的 磁 性 會 議 ， 並 發 表 論 述 於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B。隔年，林秀豪老師被邀請

於韓國相關聯物理會議中演講，我覺得這是個難得的經驗，主動向老師請求參

加他們的暑期學校，也很幸運的獲得國家理論中心的補助。在課程中我認識了

很多國外做物理的同伴，跟他們互相交換物理的觀念，同時了解對方國家的風

俗習慣，是一個難忘的經驗。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石墨片與奈米碳管上的雜質態」：利用解析和數值方法，去

重新了解這個現象。我們發現當系統有粒子與反粒子的對稱性時，這個高峰在

局部態密度上會呈現出奇異的非解析行為，而且這個奇異的非解析行為並非可

以用一般認知的羅倫茲函數來了解。同時，這個非解析行為亦說明了在石墨片

上，雜質態不僅僅是由一般認知的半侷限態所構成，而石墨片本身的特徵態也

會有所貢獻。

得獎感言

謝謝父母親對我在物理研究上的支持。也要感謝研究夥伴們的陪伴以及參

與，使我的研究可以順利進行與完成。同時要感謝指導教授林秀豪老師，因為

他的言教與身教，讓我不僅僅是在物理研究有所成就，同時讓我學習到作為學

者應有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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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明志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博五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4項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1篇

3.國外期刊發表6篇

4.專利申請5件

自我介紹

以第一志願順利進入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大四再次以推薦甄試的

方式進入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固體力學組，利用一年時間通過彈性力學、

有限單元法、彈性穩定學等基礎學科的磨練，並錄取逕修讀博士學位。展望未

來，利用發展之類晶圓級封裝方法，可進一步達到具優良產品可靠度之系統化

封裝目的；因而透過完整的博士訓練過程，期許成為優秀且傑出之研究人才。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微電子封裝之結構可靠度設計、分析與電遷移效應評估」：針

對晶圓級封裝提出設計改良建議，利用焊錫接點上端介電材料間之裂縫成長釋

放該接點位置產生之殘餘應力/應變，達到提高焊錫接點使用壽命之目的；另一

方面，選擇軟性高分子材料作為應力緩衝層，完成類晶圓級封裝之新式封裝結

構，該結構可有效解決目前晶圓級封裝中，晶片端與基板端接點間距不匹配之

現象。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中技社提供科技研究獎學金名額，亦感謝評選委員們對我的肯

定。此次參加甄選是抱持著與大家分享自己研究成果的喜悅，能獲獎則是對自

己最大的鼓勵；在不久的將來會秉持同樣的研究精神，在社會中貢獻所學，發

揮自我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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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金 俊德

國立清華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  博六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13項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8篇

3.國外期刊發表9篇

4.2008旺宏金矽獎優勝衆

自我介紹

由五專電子科一路唸到清大電子所博士班，因為我是徐碩鴻教授教書第一

年的博士班新生，所以博一的生活過得特別緊湊，從修課、考資格考、研讀相

關論文、設計電路到架實驗儀器，再再都考驗著我的意志力。博三終於有了突

破；就是能提出創新且有用的想法。深覺研讀博士的五年非常值得，因為經歷

這些訓練，讓我對一般生活的事情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也讓我學會如何思考

問題和解決問題。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應用於無線－有線通訊之微波CMOS積體放大器」。研究方向

為提出展新的電路設計技巧，提升高速有線/無線之微波放大器的效能。藉由使

用標準的CMOS製程，所提出的微波放大器的電路效能可以超過現今的世界紀

錄。此結果與世界知名大學和研究機構最近所發表的文獻不相上下或者更好。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中技社頒發這次的科技研究獎學金，讓本人能獲得此份殊榮。這

次能獲獎，絕大部份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徐碩鴻教授。由於徐教授的指導，讓

我在博士班就讀期間在各方面皆有快速的成長。同時還感謝家人一路上的陪伴

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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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承穎

國立成功大學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博三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3項

2.國內、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4篇

3.國外期刊發表10篇

4.2006年國家晶片中心優良晶片佳作獎

自我介紹

專科時期唸的是資訊工程領域，專科與二技時期，成立網頁設計網站，利

用閒暇時間，接case賺取生活費，期間累積了網站製作的能力，以及實際與

客戶面對面溝通的應變能力。碩士班的日子雖然辛苦但卻相當紮實，老師及家

人的鼓勵加上自己對研究上的熱忱與興趣，使我毅然決定繼續到博士班深造。

研究是一條漫長且艱辛的過程，充滿各種挑戰，但個性勇於接受挑戰跟嘗試的

我，樂於享受這樣的生活。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60與77 GHz CMOS毫米波射頻晶片嵌入式濾波器、天線與

被動元件之研究」：將多層介質結構等效為一簡單的均勻單層介質來簡化模擬

的複雜度。本研究提出了該濾波器的完整等效電路模型，包括了輸出入匹配等

效電容及電感，最後提出可以預測兩側傳輸零點的方法，以提升濾波器的選擇

性。另所提出之嵌入式晶片天線方式，可簡化一般在設計Yagi天線時所需面臨

之複雜的饋入網路。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對於節能和環境保護的長期用心，提供獎學金培養優秀理工人

才，使我們能夠在有更多資源的環境下提升研究的質量。獎學金提供的不只是

獎勵，更是值得等待的肯定。這份榮耀獻給所有在成大電磁通訊實驗室一起努

力的夥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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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邱 正宇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博四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7項

2.國外期刊發表9篇

3.專利申請12件

自我介紹

在鑽研微奈米科學的路上，一直有學海無涯的感受。研究所畢業之後，

基於對美國研究所在微奈米科技上豐碩研究成果有著濃厚的興趣，逐申請前往

美國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後來由於經濟等因素，於是於博士班二年級開學前

夕，忍痛中止學業。回台後，在南區微奈米中心進行一年奈米科學研究與實

驗，次年獲得數所大學的入學資格，最後選擇母校成功大學，與前指導老師李

永春教授繼續研究工作。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接觸轉印與遮罩植入式顯影技術」：提出一種“節能型之環保

綠色奈米壓印技術”，並成功製作出電子、通訊、光學、生物醫學等重要關鍵

元作，以顯示該項技術的卓越性與提升工業產品的價值，並有效降低生產成本

與省能源、低污染的環保型壓印技術。

得獎感言

很榮幸能夠獲得中技社科技研究獎學金，由衷感謝各位評審委員的青睞。

此外，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李永春老師的鼓勵與教誨，讓我深切地體會到創意研

究的可貴，更重要的是要以務實的研究精神去逐夢踏實，期使能開創嶄新的科

技與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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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煒智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五

傑出表現

1.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7篇

2.國外期刊發表3篇

3.專利申請1件

自我介紹

在博士班的研究學習過程中，除了書本以及論文中的專業知識外，為了能
更加深在學校所學的概念，並了解理論與實務的配合，積極參加工廠參觀，如
台塑仁武廠參訪、台糖研究所醱酵產程部參訪。目前在醫學院微免所何漣漪教
授實驗室，進行分子生物實驗的實務操作學習，瞭解如何透過基因重組技術，
以表現目標蛋白質，再將目標蛋白質進一步純化，最後在活體內進行抗體表
現。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玻尿酸醱酵及純化產程開發」：提出以重覆批次醱酵進行玻尿
酸生產，研究中發現醱酵液中存在著某些抑制物，利用醱酵槽外加一過濾器，
在洩料時收集細胞，再以新鮮培養基逆洗回醱酵槽，如此可排除醱酵液中抑制
物，以維持原細胞生長速率與生產效率在原批次醱酵水準，同時避免突變株生
長於醱酵槽內，可成功的執行重覆批次醱酵並提昇玻尿酸產率。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對於學生之研究能力與成果予以肯定，能獲得此獎學金應歸功
於我的指導教授陳特良教授，在其引導下，對於學生思考邏輯以及研究能力的
養成有莫大的影響。學生將善用此筆獎學金於明年在國外的進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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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葉 信富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博五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12項

2.國外期刊發表5篇、國內期刊發表17篇

3.2008年社團法人台灣農業工程學會會徽設計比賽第二名

自我介紹

攻讀博士期間，除了增進專業知識的了解外，在治學態度及方法均有所

長；例如找出有意義的研究議題，及謀求解決之道。亦曾擔任系上地質學、構

造地質學、資源工程及環境工程的助教，獲得許多教學方面的寶貴經驗。「積

極負責、樂觀進取、誠以待人」是我處世的座右銘，本著向上且親和的心，朝

訂立的目標努力去開拓。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坡地水文補注特性及穩定性之研究」：以“山區水文補注特性

及坡地穩定性之研究”為主軸，朝下列幾個主題加以研究：(1)坡地未飽和淺層

穩定性之研究；(2)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評估；(3)流域地下水補注潛勢能區之

研究；(4)流域水文變化與地下水補注來源探討；(5)水文及氣候變遷議題。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讓我得到這項殊榮，首先要感謝成大資工系提供非常好的求學

環境及研究資源，以及指導教授李振誥教授對於學生研究及生活中的督促與勉

勵。最後，感謝父母親在我求學時期的鼓勵與包容，若有幸榮獲博士學位，榮

耀亦屬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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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緯仁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所  博四 

傑出表現

1.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

2.國外期刊發表17篇

3.專利申請5件

自我介紹

只要一有特定目標，我必會竭盡所能去達成，以期盡善盡美，無論做事

或讀書也都能講求效率儘快進入狀況，希望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碩士班時跟

隨張俊彥教授進行半導體元件研究；博士班時開始學習如何扮演承先啟後的角

色，藉由論文研究，與老師、學長們的互助討論中，建立實驗設計、量測、分

析，以及物理機制的模型建立與探討，引導及輔助學弟妹，建立碩士論文之相

關研究能力。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前瞻非揮發性奈米點記憶體元件之製作與特性研究」：發展三

種不同性質（半導體、金屬與介電質）的奈米點材料，來當作電荷儲存中心，

目前這些材料都可應用於相關的積體電路製程上。本論文對於將奈米點應用於

非揮發性記憶體上有諸多製程貢獻與相關機制研究，讓此一運用可以與現在的

IC製程有所匹配，希望未來在追求超大記憶容量與省能的趨勢中，奈米點記憶

體可以被引入而加以運用。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肯定我的研究成果，這些鼓勵都將成為我持續研究的原動力。

感謝指導教授張俊彥院士帶領我進入這個領域並開闊我的視野，建立以世界村

為出發點的觀念來與國際接軌，期待未來我也能對台灣的綠色科技產業盡一份

微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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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邱 清華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所  博三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4項

2.國外期刊發表11篇

3.專利申請3件

自我介紹

因為對光電相關研究有興趣，選擇交大光電所繼續修習博士班學程，並加

入交大半導體雷射實驗室，進行以氮化鎵材料為主的籃光發光二極體的研究。

在成長學習的過程中，體認到在今天的社會環境，與人合作共同研究的團體進

步能力，比個人單打獨鬥尋求表現的能力更為重要，學習融入團體、發揮團體

的最大戰力，更是個人在團體中的最大價值，因而養成多方與人合作，以期達

到多贏局面為目標的成長。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氮化鎵發光二極體之奈米結構與特性研究」：著重兩方面的研

究，一是以氮化鎵材料為主的相關研究，包括在氮化鎵磊晶層上利用研發出之

奈米技術製作奈米柱結構，研究其奈米結構與塊狀結構光學特性上的差異。二

是氮化鎵籃光發光二極體上的效率提升，目前籃光發光二極體因為能夠搭配螢

光粉達到白光照明的目的，具有節能減碳環保的功用，因此製作高效率的發光

二極體日漸受到重視。

得獎感言

獲得這個獎，首先非常感謝中技社的肯定，也要感謝對我非常照顧的指導

教授們，另外多位一起合作努力研究的學長姐和學弟妹，因為有大家的共同努

力，才使我有機會得到這個獎學金。謹將此獎學金與所有共同努力過的人一同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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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威佑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所  博五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3項

2.國外期刊發表10篇

3.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91年榮譽會員

自我介紹

讀大學時，由於家中經濟無法完全負擔，所以利用助學貸款的方式來支付

學費，而自己也首次面對找工作的難題。先後做過家教、唱片行店員、補習班

工作人員、速食店及君悅飯店服務生，最初心裡最排斥餐飲業的工作，沒想到

最後竟然待了三年。工作中有辛苦及有趣的一面，也藉由打工的過程學到很多

在學校中所不會遇到的課題。因為工作的關係知道充實自己的重要，更堅定想

要繼續深造的決心。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氧化鐵磁性奈米粒子親和質譜法」：主要是以官能性氧化鐵磁

性奈米粒子為核心，結合質譜法發展新的分析技術。目前已利用氧化鐵奈米粒

子的磁性、吸光特性、吸收微波的功能及易修飾的特性，初步發展了一些分析

技術。由於此套技術全程均有氧化鐵奈米粒子參與在其中，期望能發展出一套

以氧化鐵磁性奈米粒子為基礎的快速分析方法。

得獎感言

在電話聽到獲得中技社獎學金，瞬間有點腦袋一片空白，謝謝中技社給我

機會，讓我有更大的動力往前邁進。感謝指導教授陳月枝老師，在我的研究生

涯中研究上的指導，也不時給予生活上的關心，謝謝實驗室的伙伴相互一起度

過研究所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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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林 彥甫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研究所  博三

傑出表現

1.國外期刊發表3篇

自我介紹

2005年畢業於私立東海大學物理學系，並於同年九月推薦甄選進入國立交

通大學電子物理所光電與奈米科學組，2006年七月直升本校電子物理所博士班

攻讀博士學位至今。研究所階段，我選擇簡紋濱老師所建立的奈米與量子現象

實驗室，剛入學時，簡老師實驗室正處於起步的階段，讓我學習到許多學生所

經歷不到的寶貴經驗，同時也學習做學術的嚴謹態度、對數據認真與高水準科

學圖表輸出的表現學問。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氧化鋅奈米線元件之奈米接點電性研究」：本實驗的研究結果

呈現一個普適的通則，當電子元件製作越來越微小化的同時，接觸電阻的貢獻

越來越重要，可藉由氧化鋅半導體奈米線元件的實驗結果證明這一點。此外，

更希望藉由這樣變溫電性研究的方法，能夠被當成一個判斷樣品接點電阻是否

主宰整體奈米元件電性的重要指標。

得獎感言

接到獲獎電話的那一刻，很難相信在眾多傑出的參賽者中，能獲得評審的

青睞。真的非常高興能獲得中技社獎學金的肯定，對於我來說，這次的得獎格

外具有意義！能夠在進入研究所的第四年獲得這樣的殊榮，代表著過去的努力

與堅持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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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雅琪

國立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博五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5項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

3.國外期刊發表6篇

自我介紹

大四時因選修環境工程概論而對環境工程產生興趣，便決定推甄進入環工

所。對自己感興趣的工作總是積極投入，一旦決定參與任何事務，一定會盡全

力負責到底，曾經執行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及國科

會委託之計畫，執行計畫期間，了解自身的實力影響計畫的成敗，對於如何規

劃進度、協調相關事宜，更是執行計畫的關鍵，葉弘德教授常耳提面命，務必

了解時間管理的重要性。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定水頭部份貫穿井混合邊界值之研究」：利用Dua l  s e r i e s 

equat ions或triple ser ies equat ions，求解出定水頭試驗混合邊界值問題的

解析解。此外，求得的解析解很可能是個具多種的Bessel函數和正餘弦函數，

為含累加無限項的有限積分方程式，及節省解析解計算數值的時間，將採用

Shanks methods，加速收斂解析解中無限項慢速收斂的問題。對於積分式的

處理，將採用分段尋根及高斯積分法。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中技社讓學生獲得獎學金，也謝謝評審委員的肯定。博士班的生

涯，少不了瓶頸及挫折，所幸我的指導教授葉弘德老師不時的教導並激勵，讓

我在環境工程領域上獲得些許的成就，很高興自己的努力被欣賞、肯定，期許

自己更上層樓。



21

得獎者

謝 政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研究所  博五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3項

2.國外期刊發表7篇

3.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自我介紹

從碩士班開始累積的理論研究與做實驗的經驗，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多不

勝數，都是靠自己花時間與心思，頻繁地與指導教授、業界先進、儀器廠商、

學長（姐）、朋友討論和自己動手嘗試才克服的，藉由這些歷練使自己的資料

資訊彙整能力、系統性思考、實作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加地精進。未來亦

將不斷鞭策自己，不停學習為目標，以全力以赴的精神，做好自己應盡的本務

並隨時自我檢討及改正。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反應蒸餾節能技術於產製酯類之相平衡研究」：選用NRTL及

UNIQUAC模式，描述所探討之混合物系統的相行為。將迴歸雙成份汽液液

平衡數據的模式參數值視為溫度的線性函數，並假設汽相為理想氣體，可以合

理描述雙成份系統的汽液液平衡行為。研究發現使用由雙成份系統的VLE或

VLLE數據迴歸所得之參數，無法準確估算三成份汽液液平衡性質。如果同時

調整NRTL及UNIQUAC模式中的模式參數值，可以關聯三成份系統之汽液液

平衡數據至滿意程度。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的獎勵，對我實為一大鼓勵，必將竭盡所能於專業領域貢獻所

學，以全力以赴的精神，做好自己應盡本務，為國家社會貢獻一份心力，以期

不辜負 貴社提攜之恩。另外，感謝台科大化工系李明哲、林河木兩位教授對我

的指導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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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建華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研究所  博四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7項

2.國外期刊發表12篇

3.國內期刊發表3篇

4.台灣化學工程學會95年度化工傑作獎

自我介紹

大二是人生中最關鍵的一年，因為開始質疑自我的人生價值，接著思考：

「我與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哪？」當時做出了一個關鍵的決定，就是提早開始

接觸專題研究，並接受真正的研究訓練。碩士班一年後，順利發表人生第一篇

SCI期刊論文，更奠定對學術研究的決心及興趣。抱持著對研究的熱忱以及家

人的支持下，選擇了直攻博士班，在這些研究的成就之中，找到了自我的價值

以及人生的熱忱。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分子力學與量子力學的理論計算於蛋白質結構上的應用」：

主要係利用分子力學（mo l e c u l a r  m e c h a n i c a l，簡稱MM）和量子分學

（quantum mechanical，簡稱QM）的理論計算方法，研究蛋白質分子內各

原子間諸多不同的交互作用力，進而搜尋其可能之結構，對於未知蛋白質分子

結構的預測、已知蛋白質分子，在各種條件下結構的變化，以及蛋白質分子的

反應機制的推測。

得獎感言

接獲中技社獎學金申請通過的消息，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家人分享喜訊，

我由衷地感謝中技社給予這份榮耀，並感激家人在研究過程中，能讓我專心投

注，以及劉宣良老師的指導和曾經一起在學術研究奮鬥的同仁，這一切都更激

勵我的研究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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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吳 民首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博四

傑出表現

1.參與專案計畫8項

2.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9篇

3.國外期刊發表6篇

4.2005年94學年教育部可攜式電子通訊產品天線專題佳作 

自我介紹

就讀台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時，因選讀微波通訊的相關課程，培養自

己對無線通訊的興趣及基礎。大學中曾獲學校「三育獎」之殊榮以及「大安工

業協進會」獎助學金，課餘時間更積極參與學校社團活動，擔任「畢業聯誼會

總編輯」職務，負責全校畢業紀念卌之規劃與製作。2003年推薦甄選進入國立

台北科技大學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碩士班電波組就讀，碩士畢業後考入母校博士

班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研究概述

論文題目「複合式右/左手共面波導應用於微波被動元件之分析與設計」：

主要探討Metamaterial，又稱左手物質，在平面電路上之基本射散特性及其在

微波電路上的應用，配合本論文中提出的理論分析公式，設計出各種高頻微波

元件。由於Metama te r i a l其介電係數與導磁係數可同時為負值，迴異於一般

傳統的介質特性，故在微波電路的設計上，需要有一套嶄新且完整的方式來描

述。

得獎感言

感謝中技社長年致力人才的培養，此次能獲獎，學生甚感榮幸。感謝指導

教授毛紹綱博士的諄諄教導，讓我能夠在專業領域上有些微之貢獻。家人的支持

是我能夠持續向前的最大支柱，二十五年無悔的付出，是畢生無法報答之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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