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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自創立以來，著重青年精銳人才之培育，由早期的國內大專院校獎學金，與時俱進，

擴增研究獎學金、創意獎學金、境外生研究獎學金暨生活助學金，並延伸至兩岸青年學子交

流互訪、境外研究生企業參訪，以及今年首度舉辦的「獎助大學創業相關學程」；旨在厚植

尖端人力，激發創意與創業的動能與市場。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今年共有 91 位同學獲獎，其中包括來自歐、美、亞、非等 11 國 37
位境外研究生。第五屆境外研究生第二梯次企業參訪於 8 月下旬展開，行程包含中鼎工程、

正崴生物科技、崇越科技、玉山銀行與台灣人壽；同時拜會經濟部投資臺灣事務所，促使瞭

解留台工作、創業等相關資訊。邁入第九屆的海峽兩岸青年學子科技交流，今年甄選 15 位

碩博士生，以「產業創新與科技發展」為主題，於 9 月上旬參訪瀋陽、大連、丹東與北京，

期使經由大陸創新創業的現況與發展，體認創業的挑戰與成果。

今年西太平洋及美東地區分別遭受前所未有的颶風侵襲，造成嚴重損傷，溫室效應引發

的氣候變遷再度成為關注焦點。由於巴黎協議與農業科技進步，生質酒精的需求大幅成長；

使用添加酒精之汽油，從環境效益而言具正面效益，這也是目前全球超過 60 個國家推行的

主因。避開與糧食供應的爭議，西歐、美國與大陸均以玉米桿、稻稈等生質廢棄物為原料，

開發纖維酒精低成本製程。國內在高效率酵素研究方面具有良好成效，或可利用稻稈等生質

廢棄物，借鏡國外合作社的經營運作模式，改變我國農業體質、增進農民收益。

近年來國內中小企業第二代接班的議題逐漸浮上檯面，新一代的接班人除了品質與代工

之外，引進新的視野與觀念，著重產品的差異化與品牌的建立。隔代的理念衝突必然存在，

但唯有經過折騰才能取得交集，達成永續經營的共識。即使是堅守古味手作的百年餅舖，也

在第二代科技達人的規畫管理之下，穩健邁向代代綿延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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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中技社科技獎學金」經初審、

複審，評選出研究獎學金 19 名、創意獎學金

( 個人組 7 名，團隊組 9 隊 /28 名 )、境外生

研究獎學金 20 名、及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17
名。頒獎典禮訂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 ( 星期

六 ) 上午 10 時，假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

心 1001 會議廳舉行，由本社潘董事長親自主

持，並邀請貴賓、獲獎學生師長及親友觀禮，

現場亦展示得獎同學研究及創意成果海報。

◤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楊顯整主任‧向玉琴組長‧張瑞閔助理研究員

研究獎學金 (19 名 )
官振禹 (臺大化工系 )、林芝宇 (清大化學系 )、翁偉綸 (清大材料工程系 )、張博涵 (臺大光電所 )、張雅真 (中
央大學光電系 )、張維中 ( 清大化工系 )、張韶玲 ( 交大應用化學系 )、莊文河 ( 成大電機系 )、許順傑 ( 交
大光電系統所 )、許銓  ( 臺師大物理系 )、陳坤意 ( 清大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陳登高 ( 臺大化學系 )、楊

淑媚 ( 臺師大化學系 )、楊淳安 ( 臺大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廖佑銘 ( 臺大物理系 )、蔡典學 ( 清大物理系 )、
鄭浩平 ( 交大電子物理系 )、鄭景翔 ( 臺大電機系 )、簡旭彤 ( 交大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

創意獎學金 ( 個人組 /7 名 )
李汶昇 ( 臺中科大資工系 )、林羿寬 ( 臺北城市科大電機系 )、林罡北 ( 交大資工系 )、許庭菀 ( 清大材料

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智翔 ( 清大動力機械系 )、傅咨翔 ( 臺科大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劉記良 ( 臺大電機系 )

境外生研究獎學金 (20 名 )
Allen Huang( 黃冠勳 / 美國 ) 臺大化工系、Aning Ayucitra( 艾玉寧 / 印尼 ) 臺科大化工系、B. Vinoth( 印度 )
臺師大光電科技所、Canggih Setya Budhi( 卜華文 / 印尼 ) 中央大學化學系、Cao Ngoc Dan Thanh( 高
玉丹清 / 越南 ) 北科大環境工程與管理所、Charpe Vaibhav Pramod( 魏珀 / 印度 ) 清大化學系、Deepa 
Kathiravan( 高蒂雅 / 印度 ) 臺科大電子工程系、Dhole Sandip Popat( 杜杉帝 / 印度 ) 交大應用化學

系、Dickson Mosiria( 肯亞 ) 臺科大機械系 、Duytuan Dao( 陶維俊 / 越南 ) 成大資工系 、Huynh Thanh 
Anh( 黃成影 / 越南 ) 成大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系、Indu Sarangadharan( 銘月 / 印度 ) 清大奈米工程與微

系統所、Kefyalew Dagnew Addisu( 衣索比亞 ) 臺科大應用科技所、Khairnar Pankaj Vijay( 龐柯吉 / 印
度 ) 臺師大化學系、Lu Yin( 尹璐 / 中國大陸 ) 清大物理系、Ma. Katreena Danielle Elecanal Que( 林銀月

/ 菲律賓 ) 成大環工系、Mani Govindasamy ( 印度 ) 北科大能源與光電材料外國學生專班、Noto Susanto 
Gultom ( 孔寧天 / 印尼 ) 臺科大材料科學與工程系、Pragya Singh( 辛沛柔 / 印度 ) 交大電機資訊國際碩博

士學位學程、Venkanagouda Goudar( 印度 ) 清大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創意獎學金 ( 團體組 /9 隊 28 名 )
王宓琦‧黃智加 ( 逢甲大學建築系 )、林歆庭‧戴源甫‧蔡子珩 ( 臺大機械系 )、翁嘉駿‧陳大倫‧白

子洋 ‧ 彭唯耕 ( 成大機械系 )、高立瑜 ‧ 湯元麒 ‧ 游秀雯 ‧ 黃曼婷 ( 臺北城市科大資工系 )、陳靖翔 ‧

林奕德 ‧ 陳晏廷 ( 交大電機系 )、游鏡可 ‧ 張哲維 ( 臺北城市科大資工系 )、湯睿峰 ‧ 林哲維 ( 臺科大建

築系 )、歐易佳 ‧ 陳力維 ( 臺大土木系 )、蘇崇瑋 ‧ 吳囿叡 ‧ 洪崇瑋 ‧ 陳永年 ‧ 王振翰 ‧ 呂宜峰 ( 北
科大光電系 )

得獎名單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17 名 )
Anirban( 艾米班 / 印度 ) 清大奈米工程與微系統所、Bui Thi Hiep( 裴氏俠 / 越南 ) 成大資工系、Chen 
Peng( 陳鵬 / 中國大陸 ) 清大電機系、Chen Ren( 陳仁 / 中國大陸 ) 臺大電機系、Do Trong Nhan( 杜崇楠

/ 越南 ) 成大土木系、Ender Ercan( 徐安達 / 土耳其 ) 臺大化工系、Ngui Yin Jeh( 魏殷哲 / 馬來西亞 ) 交大

土木系、Nguyen Hong Quan( 越南 ) 北科大電機系、Nguyen Thi Ngoc Anh( 阮氏玉瑩 / 越南 ) 交大環工

系、Philip Adam Thomas( 涂亞當 / 英國 ) 臺師大光電科技所、Rajendran Soundararajan( 桑德揚 / 印度 )
臺大光電工程學所、Ramesh Kumar Kakkerla( 康克拉 / 印度 ) 交大材料科學與工程系、Sri Fitriyani( 日亞

尼 / 印尼 ) 成大化工系、Suhendro Purbo Prakoso( 朴書翰 / 印尼 ) 交大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學程、

Thangavelu Kokulnathan( 印度 ) 北科大能源與光電材料外國學生專班、Vikas( 韋克斯 / 印度 ) 清大電子工

程所、Yi Liu( 劉藝 / 中國大陸 ) 臺大高分子科學與工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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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獎學金 (19 名 )
官振禹 / 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功能性聚對二甲苯鍍膜於表面之可控制性生物分子修飾

研究概述：利用化學氣相沉積 (CVD) 技術於任何基材上蒸鍍功能性聚對二甲苯鍍膜，以
控制表面生物分子單成分 / 多成分比例吸附、雙向濃度梯度化學嫁接法、雙硫鍵氧化還
原置換表面分子及光化學斷鍵切換表面性質等技術誘導、操縱表面的生物響應。

林芝宇 / 清華大學 化學系 博六

研究主題：功能化中孔洞二氧化矽奈米顆粒之合成、血清蛋白吸附行為與生醫應用之研究

研究概述：開發具空心結構之 MSNs，與鐵鉑合金複合後可作為核磁共振顯影劑與光熱
治療材料，提升癌細胞對抗癌藥物之敏感度；與氧化鉑結合則可毒殺癌細胞並與抗癌藥
物產生協同效應。

翁偉綸 / 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奈米雙晶結構銅奈米線之製備和電性分析

研究概述：藉由陽極氧化鋁模板製備具有奈米雙晶結構的銅奈米線，進行電性量測分析，
實驗指出具有高 (111) 面優選方向的銅雙晶奈米線能夠承受高達 108A/cm2 的崩潰電流
密度。

張博涵 / 臺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博六

研究主題：超高增益石墨烯光感測元件

研究概述：使用光電子能譜術分析石墨烯及半導體間之電子結構與介面化學，測知石墨
烯與半導體結合時之電荷轉移行為、該異質結構照射光線後其光載子之轉移機制，及該
半導體材料與石墨烯間之化學鍵結情形。

張雅真 / 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二

研究主題：可見光誘導之高穿透超親水薄膜

研究概述：先在基板上鍍製抗反射膜，並將超親水複合薄膜沉積於其上，最後再摻雜金
屬或非金屬於此薄膜中，使此薄膜在可見光激發下產生超親水特性，並具高穿透及良好
的耐久性。

張維中 / 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紅磷奈米結構做為鋰、鈉、鉀離子電池的負極

研究概述：利用溶液化學法製造奈米紅磷，奈米紅磷粒子的電導率大幅提升至接近半導
體鍺，使奈米紅磷可做為高效能鋰和鈉離子的負極來使用，另發現促進鉀離子與紅磷反
應的關鍵因素。

張韶玲 / 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開發一系列新型 N 型非富勒烯受體於有機太陽能電池之應用 
研究概述：研究：(1) 開發新型梯形共軛給體，延長中心共軛長度 (2) 二維非富勒烯受體
架構，提供垂直共軛吸光團 (3) 開發新型末端電子受體，利用取代基效應與多環分子效
應來調控性質；藉由分子設計與精確的有機合成以達到高效率之有機太陽能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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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順傑 / 交通大學 光電系統所 博四 
研究主題：高效率高穩定性之 CdTe 量子點發光二極體 
研究概述：將 CdTe 的膠體量子點嵌入氯化鈉（NaCl）製成離子晶體，測量此粉末混合成
的有機薄膜（PDMS）放在玻璃基板上的發光（PL）情形，發現其穩定性極高；亦可填充
在 LED 中，並以紫外 LED 光激發，在中等電流下所得到的光致發光量子收率（PLQY）可
高達 72.6％。

許銓 / 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探討鐵在異質結構上的行為與耦合現象

研究概述：製成單層二維材料 ( 二硫化鉬 ) 跟確認材料性質，探討在二維材料跟基板上連
續薄膜的磁耦分離現象，此研究關於磁性薄膜在二維材料自旋電子應用非常有幫助；使
用雙層膜性統 [Pd/Fe]2 用金屬鈀會吸附氫氣改變中間層電子組態，因此影響上下兩層的
鐵磁薄膜耦合。

陳坤意 / 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應用於綠能電子元件之二氧化鉿鐵電層可靠度研究 
研究概述：致力改善二氧化鉿鐵電材料在元件上可靠度表現，包括利用氨氣表面電漿製程
處理於介面處以及替換不同基材材料，改善鐵電氧化層內部缺陷數量，進一步達改善鐵電
可靠度之效。

陳登高 / 臺灣大學 化學系 博二 
研究主題：延遲螢光有機分子於有機光電二極體之應用與光物理性質基本研究與探討

研究概述：將延遲螢光有機發光二極體之分子設計開展到一個新領域；再引用延遲螢光有
機分子之激發態分子平面化現象，發現此分子於基態處有二不同結構，激發後造成同一的
放光分子結構。

楊淑媚 / 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利用 3- 亞烷基羥  衍生物與 1, 3- 二酮衍生物進行連續性反應合成出含有
                  五個四級碳立體中心的化合物

研究概述：利用 3- 亞烷基羥 衍生物和 β- 醯化 -1,3- 二酮衍生物使用接有硫脲片段
的奎寧催化劑，進行 Vinylogous Michael addition / Acetalization / oxa-Michael addition / 
Michael addition 不對稱串聯反應，成功合成出33個具有高生物活性且具有籠狀結構的分子。

楊淳安 / 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二

 研究主題：以燒結銀銦為材料的高溫高功率晶片接合技術開發

研究概述：開發出一具有優異性質和可靠度之功率模組晶片接合技術 - 燒結銀銦接合技術
Sintered Silver-Indium Bonding，及可耐高溫高功率之理想封裝材料 - 銀銦合金，在電動
車及高頻元件等功率模組及高溫應用皆極具潛力和可行性。

廖佑銘 / 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生物可分解可回收使用隨機雷射 ; 高效率節能白光隨機雷射照明模組 ; 隨機雷
                 射科技先進應用暨演示

研究概述：We demonstrated random lasers with several amazing features, such as 
transferability, tunability, flexibility, stretchability, self-healability, and even printability. 
Also endeavor to desig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optoelectronics and lasers based on 
biocompatible, biodegradable, and biometabolizable materials.

莊文河 / 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基於二維滑動式 / 跳躍式離散型傅立葉轉換之低複雜、高精確與前饋式路徑計   
                 算之時 - 頻分析器設計

研究概述：基於 row-column DFT 結合 window 滑動特性去實現新穎的 2-D SDFT 演算法，
演算法概念是先行降維度處理，再搭配另開發的 Forward-path 1-D SDFT 演算法去完成整
體運算。由於核心是採具低複雜、高精準的 Forward-path SDFT，更適合於 Hybrid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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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獎學金 ( 個人組 / 7 名 )

鄭景翔 /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應用於串列匯流排電力傳輸之變頻峰值電流控制返馳式轉換器之小訊號分析與
                  自調式控制器研製 
研究概述：將藉由適用於變頻控制方的“高準確性小訊號等校電路”發展一種自調式控制
器 (Auto-tuning control)，使轉換器在廣操作範圍內皆能有良好的穩定性及暫態響應。

簡旭彤 / 交通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博二 
研究主題：5G 多租戶資源分享與行動邊緣計算資源分配 , 安全以及路由探討

研究概述：隨著使用者數量、資訊流量等爆炸增長，5G 將行動資源分享及行動邊緣計算
納入標準之中，但在有限的空間下，分享資源的重要性顯著；高頻寬低延遲的使用者體驗，
可以透過將服務接近使用者而解決，本研究針對以上描述的議題，提出相關解決辦法與
數據分析結果。

蔡典學 / 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 博二

研究主題：非輕子弱衰變過程與 SU(3) 味對稱

研究概述：使用 SU(3) 對稱群以及小部分實驗結果，計算出尚未被發現的衰變過程；藉
由對稱性可對大量實驗結果進行預測，未來將加入動力學過程的探討來賦予參數更深刻
的物理意義。

鄭浩平 / 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研究連續波和被動式 Q 開關輸出之摻釹固態雷射之電場偏振與縱模狀態

研究概述：以二極體激發之摻釹固態雷射為平台，研究連續波和被動式 Q 開關輸出之電
場偏振與縱模狀態。由其中 Nd:YAG 晶體螢光光譜得知，透過調整共振腔內的損耗，達
到雙波長甚至多波長雷射的輸出。

李汶昇 / 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一 
創意作品：整合異質物聯網通訊協定之智慧 MaaS 雲機房監控告警系統

創意概述：透過 icinga2 監測機房內服務是否正常運作，串接 LINE-BOT 達到機房狀態
即時通知，當機房設備狀態有所更動或服務異常，AI 機器人將使用 LINE 通知管理者做
緊急處理，也可向 LINE-BOT 以口語化方式詢問機房即時狀態、透過 LINE 選單方式遠
端開關設備。

林羿寬 /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四 
創意作品：基於雙向電源轉換技術之長壽型不斷電系統

創意概述：在傳統不斷電系統中加入微控器、超級電容器、量測與控制元件等，應用雙
向電源轉換技術使蓄電池與超級電容器彼此之間能自動進行雙向循環放電，達到儲能材
料活化、使用壽命延長之目的。

林罡北 / 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一 
創意作品：Wishar - 公共 Wi-Fi 自動登入系統

創意概述：公共WiFi使用者會遇到幾個問題：1.每次都需要登入才能用、2.忘記帳號密碼、
3. 不知道最近 Wi-Fi 在哪；為解決上述問題，開發公共 WiFi 自動登入系統「Wishar」，
希望能讓公共 WiFi 使用者擁有更好的使用體驗。

許庭菀 / 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碩三

 創意作品：Protector
創意概述：Protetor 為可夾在隨行杯蓋與杯身之間的薄片金屬，外圍硬環針對奶瓶、咖啡
隨行杯、一般保溫瓶等不同口徑的隨行杯設計，薄片金屬因飲料溫度而有不同幅度的膨
脹收縮；利用膨脹係數的差異，可以決定金屬膨脹與收縮的幅度，因此可以吻合不同飲
料杯使用者的飲用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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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源甫蔡子珩

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創意作品：智慧型撓性機械夾爪夾取系統

創意概述：此為一套可對水果進行自動化取放、分類與雷
射打標的智慧機器人系統，結合雲端軟體產生額外智慧加
值。由編號可讀取售價、並上網讀取生產履歷，如種類、
產地、產出時間等資訊；結合雲端軟體，將目標物資訊上傳，
提供生產或消費者進行追蹤。

翁嘉駿 / 碩三 陳大倫 / 碩二 白子洋 / 碩三 彭唯耕 / 碩二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創意作品：具物聯網之智慧家居空品監控系統

創意概述：透過各項感測元件進行環境監測，並將環境數
值同步顯示於 LCD 及用戶手機 APP 上，接著透過數據分
析當前環境污染程度，當數值達到危害人類時，發出語音
警報提醒使用者，同時利用 RF 啟動相關設備自動排除危
害，達成智慧家居系統改善民眾的生活安全與身體健康。

高立瑜 / 大三 湯元麒 / 碩一 游秀雯 / 大三 黃曼婷 / 大三

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碩二

創意作品：番茄病害之即時可視化分子診斷平台

創意概述：結合核酸擴增技術及奈米金探針在單一試管中進行病原診
斷，具備可攜式、可視化、操作時間快速 (20分鐘 )、不需仰賴儀器設備、
低成本等優點，即便非專業人員也可直接在田野間快速進行病害診斷並
及早進行植物病害處置，極具市場競爭力。林歆庭

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創意作品：利用土壤自我供電之無線傳輸系統

創意概述：透過電極與土壤成分的氧化還原反應產生游離電子，再透過
能量擷取電路將電子採集並儲存經長時間量測土壤電池能量，發現在持
續長時間後能量仍可維持。另藉由鎖相迴路和注入鎖定倍頻器兩種的搭
配減少振盪頻率造成的偏移。陳靖翔 / 大三 林奕德 / 大三 陳晏廷 / 碩三

逢甲大學 建築學系 大五

創意作品：Void Column
創意概述：利用陶土的可塑性及易風化性種植青苔，分析青苔生長條件及基地的光
照條件，並對應各位置的環境參數調整柱單元的生長趨勢，得出結果後列印實驗並
得出結構強度的參數以及單元間交織的原則修正，減少設計端與製造端的隔閡。

王宓琦 黃智加

創意獎學金 ( 團體組 / 9 隊 28 名 )

傅咨翔 / 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碩二 
創意作品：多功能生理照護之穿戴智慧服飾

創意概述：本作品是製作出低成本、易加工、耐水洗及高導電性的智慧衣，可緊貼在皮膚、
心臟或大腦，隨時偵測心跳、脈搏、血壓、腦電波、心電圖等各器官資訊，突破一般市售金
屬纖維智慧衣不耐水洗、專利及價格昂貴等問題。

劉記良 / 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大三 
創意作品：校園安全改善

創意概述：台北市因鼓勵小學降低圍牆高度，衍生校園安全問題；透過整合 Microsoft 
Azure 的各項服務，實現將影片直接傳至雲端做辨識處理，大幅提升辨識準確率。若
有異常情形發生，便會將警告傳至警衛室或行政人員的手機，降低相關人員因感應器
誤報而加重的工作負擔。

陳智翔 / 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大四 
創意作品：小型農場智慧型 AI 除草機

創意概述：結合現在興起的 AI 辨識系統，做出一台能穿梭於水稻秧苗間工作的迷你機器
人，透過深度學習建立資料庫，以適應不規則的秧苗種植情形，並順利除去水稻以外雜草，
滿足台灣農業手動機械化、小面積耕種的除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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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四

創意作品：具安全與警示之護頭裝置

創意概述：其功能為利用撞擊單元、流血感測器偵測使用者頭部是否受到撞擊或流
血，蜂鳴器將發出警示聲及裝置上的警示燈亮起，以尋求快速協助；另外，藍芽連
線手機也會接收使用者跌倒的訊息，同時雲端將會記錄接下來發生的狀況，由手機
自動撥打或寄出簡訊告知使用者親友。游鏡可 張哲維

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學系

創意作品：浮洲 - 水耕之屋

創意概述：設計結合竹筏及浮桶而成的一棟可以隨著進水的高度提升以及下降的竹
屋，當洪水來時不用擔心人身安全以及生活品質。有鑑於洪水總是滯留數月糧食運
輸不易，也設計魚菜共生系統在竹屋中，讓受災居民既可以保持洪水來的生活品質
也可在洪水期間沒有飲食憂慮。湯睿峰 / 碩三 林哲維 / 碩二

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創意作品：利用虛擬側力與塑性分析法探討挫屈束制支撐面外穩定性

創意概述：此系列創新之 BRB 穩定性評估模型能有效預測 BRB 挫屈強度，可靠評
估其面外穩定性，優化 WES-BRB 之工程技術。S-model 之發展更可協助國內結構
工程師設計經濟且安全的 BRB，其無須對個案進行有限元素模型分析，便能直接
進行計算，具極高工程應用價值。歐易佳 / 碩二 陳力維 / 碩三

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碩一

創意作品：下世代行動通訊超高速 400G 寬頻網路

創意概述：採 Mach-Zehnder 調製器（MZM）- 光電子振盪器（OEO）

寬帶光源（BLS）與雙合透鏡兩創新技術，建構 400 Gb/s 四階脈衝振

幅調變（PAM4）200 m 的 OWC 系統。在 200 公尺傳輸距離下，保

持 10^-9 良好誤碼率（BER）性能，為高速和長距離 FSO 應用提供更

多選擇。

Allen Huang ( 黃冠勳 / 美國 ) 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Fabric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Omniphobic Membranes
研究概述：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omniphobic membrane exhibited not only superior wetting 
resistance to low surface tension liquids but also promise for desalinating low surface tension 
wastewaters.

境外生研究獎學金 (20 名 )

B. Vinoth ( 印度 ) 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科技研究所 博三 
研究主題：Desig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ll-Optical Integrated dual-mode tomography for label free 
                   analysis of single free-floating living cell
研究概述：The working principle will be validated with RBC and live cell, candida rugosa. This 
technology is expected to set a benchmark for free-floating single live sample measurements without 
labeling or any special sample preparations for the experiments.

Aning Ayucitra ( 艾玉寧 / 印尼 ) 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博一 
研究主題：Fabric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raphene Oxide-Biopolymers Nanocomposite Materials  
                  for Drug Delivery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A hydrophobic anticancer drug namely doxorubicin is selected to study the drug loading 
and releasing profiles at different pH environments. Cytotoxicity studies will be carried out to evaluate 
the in vitro cell toxicity of drug-loaded nanocomposite hydrogels against human normal and cancer cell 
lines.

陳永年 王振翰

洪崇偉蘇崇瑋 吳囿叡

呂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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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ytuan Dao ( 陶維俊 / 越南 ) 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Mobility Management for Mobile Internet over the Next Generation Wireless Mobile Network
研究概述：The offloading of the 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 communication using the Software-Defined 
Network (SDN) Architecture and the offloading vehicular communication traffic in the cellular network 
to V2V paths based on the SDN Inside Mobile Edge Computing Architecture was proposed, and the 
method shows that will be better in term of vehicle throughput compared with the naive scheme.

Dickson Mosiria ( 肯亞 ) 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博四 
研究主題：Jet Flames in Crossflow
研究概述：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for low exhaust emissions which are vigorously pursued in the 
aviation and thermal power plant industries, the jet dominated flames are the preferable flames as 
they generate low unburned hydrocarbon, carbon monoxide, and nitric oxide emissions compared 
to the other flames.

Dhole Sandip Popat ( 杜杉帝 / 印度 ) 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Design and Synthesis of Biologically Interesting Fused and Linked Heterocycles
研究概述：The present thesis deals with the strategy towards the synthesis of benzimidazole, 
benzoselenazole, indole, and pyrrole fused/liked heterocycles. In the presence of Rh(III)- catalyst 
formation of indole-fused diazepine and with Ru(II)-catalyst formation of indole-fused quinoxaline 
was achieved.

Huynh Thanh Anh ( 黃成影 / 越南 ) 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Permanent Magnet Motors for Traction Drives of 
                    Electric Vehicles
研究概述：The operating points across the PMs at no-load and loaded condition are then determined 
and thus the risk of demagnetization can be predicted. Finally, two different driving cycles are employed 
for the evaluation of traction motors, one for urban and for highway driving.

Charpe Vaibhav Pramod ( 魏珀 / 印度 ) 清華大學 化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Photoredox Copper(I) Catalyzed C-C and C-N Coupling Reactions
研究概述：We have achieved the various C-C and C-N coupled products by coupling the substrates 
like aryl halide, amines, hydrazines and other N-atom containing substrates with phenyl acetylene in 
presence of O2 or benzoquinone under visible light irradiation.

Deepa Kathiravan ( 高蒂雅 / 印度 ) 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博三 
研究主題：Hybrid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and carbon-based (Graphene, Nanodiamond) Opto-  
                  electronic energy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For acetone detection, Nanodiamonds-ZnO hybrid was developed to detect acetone 
in water through new strategy. For flexible paper-based humidity sensor, the bio-waste activated 
carbon was prepared and fabricated to detect human breathe. Currently developing the biowaste 
derived low-cost supercapacitors.

Cao Ngoc Dan Thanh ( 高玉丹清 / 越南 ) 臺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博二 
研究主題：Investigation of Osmotic Microbial Fuel Cell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by Selecting draws       
                   solutions and Modifying Reactors Design
研究概述：MgC12 since it performed well in the previous stage of this research targeting to have good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The highest water fluxes of 4.49 LMH were obtained at 1 M MgC12 
concentration simultaneously generated power density of only 0.11 W/m3 with the internal resistance 
of 1138 Ω.

Canggih Setya Budhi ( 卜華文 / 印尼 ) 中央大學 化學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Ultra-small size metal nanoparticles doped in 3D cage-like mesoporous silica SBA-16 and 
                   their exceptional catalytic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These catalysts exhibit remarkably high catalytic activities towards CO2 conversion to 
methane and reduction of hazardous nitroarenes pollutant to industrially economic aminoarenes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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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o Susanto Gultom ( 孔寧天 / 印尼 ) 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博三 
研究主題：Synthesis of Zn(O,S)-based nanomaterials for photocatalytic hydrogen production
研究概述：Photocatalytic water splitting is an ideal method and is economically efficient to produce 
hydrogen. Zinc oxysulfide (Zn(O,S)) with a high efficiency for hydrogen production rate w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in our work.

Pragya Singh ( 辛沛柔 / 印度 ) 交通大學 電機資訊國際碩博士學位學程 博三 
研究主題：ZnO nanostructures thin film application in Resistive Random Access Memory (RRAM) 
                  and Nitric Oxide gas sensor
研究概述：ZnO-NRs have a high surface to volume ratio that means allowing more exchange of 
charge carriers during oxidation / reduction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gas sensors 
and memory devices.

Mani Govindasamy ( 印度 ) 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光電材料外國學生專班 博三 
研究主題：Fabrication of Electrochemical (Bio) sensors for Food Safety and Clinical Analyses Using 
                  Nanocomposites of Two-Dimensional Layered Materials
研究概述：The obtained real sample results from the developed method were compared with the 
authenticated HPLC method. This work provides a promising electrochemical sensing platform and 
is a promising tool for the rapid, facile, and sensitive analysis of MOX.

Khairnar Pankaj Vijay ( 龐柯吉 / 印度 ) 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博二 
研究主題：Highly Efficient Synthesis of Trisubstituted Pyrazoles and Disubstituted Isoxazoles via     
                 Intramolecular Wittig Reactions
研究概述：The reaction of hydrazones or oximes with phosphine and acid halides afforded the 
corresponding heterocycles in moderate to excellent yields under mild conditions. This method 
also features a broad substrate scope and all substrates are readily available.

Ma. Katreena Danielle Elecanal Que ( 林銀月 / 菲律賓 ) 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碩二 
研究主題：In vivo testing of SWCNT-COOH o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研究概述：Colocalization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SWCNT-COOH was bioaccumulated in the 
worms, inducing ROS production mainly in the head and middle regions at 3-hrs treatment of 10,000 
μg/L concentration.

Lu Yin ( 尹璐 / 中國大陸 ) 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 博二 
研究主題：Constraints on running vacuum model with H(z) and fσ8
研究概述：運用 CMB、BAO、Week lensing、H(z)、fσ8 等多種天文觀測資料綜合分析暗能量
RVM 模型。模型的 global fitting 結果顯示，在 95% 的置信度下 RVM 模型比標準宇宙學模型更符
合當前的宇宙觀測資料，並可以解決標準宇宙學模型無法解釋的宇宙巧合問題。

Indu Sarangadharan ( 銘月 / 印度 ) 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博三 
研究主題：High field modulated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based sensor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apacitive nature of biomolecular interaction that
forms the basis of this sensing methodology, which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optimization of surface affinity biosensors.

Kefyalew Dagnew Addisu ( 衣索比亞 ) 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科技研究所 博三 
研究主題：Biomedical applications of Alginate based nanomaterials
研究概述：The developed AlgPDA(Ca/Mn) NPs could provide a new insight for bioresponsive 
noninvasive tumor detection and comprehensive anatomical diagnosis of cance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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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uyen Hong Quan ( 越南 ) 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博三 
研究主題：Development of Designing and Sensorless Control of Wound-Field Flux Switching Machine 
                    for Electric Vehicle
研究概述：The algorithm considered the variation of machine inductances, then a smooth transition 
from I/F control to closed-loop sensorless control was proposed with considering constant torque 
transition.

Bui Thi Hiep ( 裴氏俠 / 越南 ) 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一 
研究主題：Apply deep computer vision to image processing to segment the object with high accuracy
研究概述：We improve the accuracy results of the segmentation approach that uses a rectangle as 
a soft constraint by transforming it into an Euclidean distance map based on the GrabCut method.

Chen Peng ( 陳鵬 / 中國大陸 ) 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博一 
研究主題：Design of high speed read circuits for FRAM application
研究概述：在新興非揮發性記憶體中，以鐵電隨機存取式記憶體具低功耗和高資料可靠性，使得鐵電
式記憶體深受市場矚目；目前鐵電式記憶體對破壞性讀取較為敏感，造成鐵電視記憶體的耐久力下降，
如何快速且提高耐久力的進行讀取是努力的方向。

Chdn Ren ( 陳仁 / 中國大陸 ) 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博二 
研究主題：The Research for the Anti-Double Spending Attack of Blockchain Consensus Mechanism
研究概述：區塊鏈安全是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問題，現階段針對區塊鏈的攻擊如 51% 攻擊、女巫攻擊
和日蝕攻擊等都是其潛在的巨大威脅；抗雙花攻擊技術是我的重要研究方向，後續會針對其他共識機
制展開研究並設計新的具抗雙花攻擊的區塊鏈共識機制。

Do Trong Nhan ( 杜崇楠 / 越南 ) 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Application of 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 Analysis and Physical Trap-door Model in prediction    
                    of surface subsidence and stress distribution induced by underground excavations
研究概述：Close range photogrammetric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to determine surface subsidence. 
It reproduces 3D trap-door model before and after excavations and surface subsidence i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oordinate of surface layer of the rock mass.

Ender Ercan ( 徐安達 / 土耳其 ) 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Polmer/Perovskite Composites: Nanoparticle Growth, Morphology Analysis, and Electronic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The research is related to hybrid organic-inorganic based nanomaterial and its electronical 
and optoelectronical applications. Also worked on the color tunable luminous one step core shell based 
perovskite electrospun nanofibers.

Ngui Yin Jeh ( 魏殷哲 / 馬來西亞 ) 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Broadband Dielectric Spectroscopy in Porous Media
研究概述：These algorithms are powerful to be utilized in various field application, providing influential 
alternatives to field monitoring and opening up opportunities to rapidly construct CDS database for 
deep learning potentials.

Venkanagouda Goudar ( 印度 ) 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Co-culturing, oxygen sensing, and drug screening of colon cancer 3D spheroids on 
                 PDMS based platform
研究概述：We have developed robust microwell platform to culture even sized 3D tumor micro 
spheroids of colon cancer cells. In co-culture we used colon cancer (HCT-116) cells and fibroblast 
(NIH3T3) cells to study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nirban ( 艾米班 / 印度 ) 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博三 
研究主題：Integrated Microfluidic Systems for screening of affinity reagents and detection of 
                molecular biomarkers
研究概述：We developed an integrated microfluidic platform for continuous SELEX process and 
screened three aptamers specific to NT-proBNP, troponin I and fibrinogen. The screening of 
aptamers and their use in different detection platform may serve as a promising tool for CVDs 
monitoring and diagnosis.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17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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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uyen Thi Ngoc Anh ( 阮氏玉瑩 / 越南 ) 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Nanomaterials for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The research highlights the strategies for the design of the benefits from the use of 
nanomaterials in heavy metal ions and biomarkers detection with high sensitivity, selectivity, and 
low cost.

Philip Adam Thomas ( 涂亞當 / 英國 ) 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科技研究所 碩一 
研究主題：Non-invasive, fast, non-wasteful optical testing application for foods containing toxic 
                 substances
研究概述：The feasibility of the technology proposed in this thesis is being verified through the 
non-destructive testing of antibiotics in eggs and baby milk and the production of aflatoxin in 
nut flour.

Rajendran Soundararajan ( 桑德揚 / 印度 ) 臺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博四 
研究主題：Spectroscopic Full-fiel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研究概述：Experiment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and preliminary spectral analysis shows melanin 
absorption around the dermis-epidermis interface at ~1050 nm and ~922 nm.

Ramesh Kumar Kakkerla ( 康克拉 / 印度 ) 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Growth and Fabrication of Self-Catalyzed InAs/GaSb Nanowire Based Tunnel FET
研究概述：Results show good control over InAs / GaSb NWs growth and its crystal quality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future nano electronic devices such as Tunneling FET.

Sri Fitriyani ( 日亞尼 / 印尼 ) 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opolymer and epoxide crosslinker and their application 
                   as negative photoresist
研究概述：High-contrast and high-sensitivity of a chemically amplified negative tone photoresist 
provide the prospect of achieving 3D patterning by formulating di-epoxides oligomer, photoacid 
generator (PAG) and methacrylic copolymer.

Suhendro Purbo Prakoso ( 朴書翰 / 印尼 ) 交通大學 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學程 博二 
研究主題：Diketopyrrolopyrrole Oligomers for Electronic and Optical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In this series, a DPP-based conjugated SM with –DICN group has seen to be the best 
candidate for high performance n-type organic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OFET).

Thangavelu Kokulnathan ( 印度 ) 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光電材料外國學生專班 博三 
研究主題：Investigation on the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Rare-Earth Metal Vanadates and their 
                   Carbon Composites to the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研究概述：We have studied the electrochemical determination of eco-toxic drugs by using rare 
earth metal vanadates/carbonous composite. Furthermore, we analyzed the targeted molecules 
in many water, biological and solid samples for real time monitoring.

Yi Liu ( 劉藝 / 中國大陸 ) 臺灣大學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博二 
研究主題：Injectable Self-Healing Hydrogel for Tissue Repair
研究概述：Self-healing hydrogels made from various modified polymers and different material 
content ratios were prepared for desired properties. The potential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would 
be verified through in vitro and in vivo experiments.

Vikas ( 韋克斯 / 印度 ) 清華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 博二 
研究主題：Investigation on the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Rare-Earth Metal Vanadates and their 
                  Carbon Composites to the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研究概述：This project sets out to examine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intrinsic noise of transistors could 
be utilized by spiking neural network circuits to carry out probabilistic learning and com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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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楊顯整主任‧鍾侑靜管理師

I  am very g la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Taiwan, and 
experienced people's hospitality and food, 
especially traditional Taiwanese food.

Mr. Bhavanari Mallikarjun 芭納利 印度 India
國立中央大學 (NCU)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博士

今年第二梯次企業參訪活動於 8 月 29~31
日舉行，行程包含參訪具頂尖實力及在業界頗負
盛名的中鼎工程、不斷致力於綠色永續環保的正
崴生物科技、從高科技成功跨足環保、綠能與生
活健康產業的崇越科技、屢次榮獲《天下》「金
牌服務業 - 銀行業」冠軍的玉山銀行與榮獲《卓
越雜誌》之「最佳企業社會責任獎」與「最佳保
險創新獎」雙項肯定的台灣人壽，本梯特別洽商
參訪銀行、壽險業以拓展學員們的眼界。同時帶
領境外生拜會經濟部投資臺灣事務所，瞭解外籍
人才在臺灣工作、創業、居留資訊，與後續就業
媒合、襄助創業媒合及申請簽證、就業金卡服務
等訊息。精心安排樂遊位於宜蘭蘇澳最夯的、結
合安心食尚、AR 互動式科技與 DIY 玩樂的安永
心食館，接著前往奇麗灣珍奶文化故事館認識並
品嚐風靡世界的臺灣之光 - 珍珠奶茶，以及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體驗閩南傳統街屋建築之美、遊街
之趣、賞傳統工藝文物之富與彩。以下摘錄 32
位參與活動學員之心得感想與眾共享。( 詳請瀏
覽本社網站 )

I t 's precious for me to learn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aiwanese organization, 
research activities, business and working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in Taiwan. I started to 
consider my future career after graduation.

Ajayan Mano 印度 India
國立中山大學 (NSYSU) 
Mechan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博士

My favorite visiting company is CTCI 
Corporat ion.  This company re lates wi th 
my studies, which is related to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Those are the fields that I am really 
interested in and hoping to join.

Barqi Muhammad Irsyad 印尼 Indonesia
國立中央大學 (NCU) Earth Science 碩士

CTCI Foundation is excellent to have this 
kind of program to introduce Taiwan and different 
companies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CTCI Foundation for everything, all the 
enterprises and InvesTaiwan in the trip.

Ilham Wahdini 印尼 Indones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TUST) 
Chemical Engineering 碩士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when the CEO of InvesTaiwan said that we are 
diamonds and welcomes foreigners to work in 
Taiwan. I am so amazed with Taiwan Life Insurance 
Co. founder on how big hearted he is. With a heart 
like this, Taiwan will really grow.

Jericha Cher R. Iglesia 菲律賓 Philippines 
國立中央大學 (NCU) 能源工程研究所 碩士

About visiting organizations, I like CTCI 
Corp.,TOPCO and InvesTaiwan a lot. Their 
welcoming tour guides around the building is 
priceless. Sightseeing is also a great experience.

Hoang Ha 越南 Vietnam
元智大學 (YZU)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碩士

We got experiences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anies and how they 
develop successfully to become big companies. 
I am satisfied with the trip and thank CTCI 
Foundation for holding this valuable program.

Harry Hermawan 印尼 Indones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TUST)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碩士

TOPCO Scientific Corp. is one of the 
companies that I am very interested about 
professional working attitude and diversity in 
productive fields. This company has expertis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eld that is very 
close to my research. I also hope I can work in a 
working environment like above.

Nguyen Huong Giang 越南 Vietnam
國立中央大學 (NCU) 
Center for Space and Remote Sensing 
Research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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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graduate student, this activity gave me 
such great chance to connect with the companies 
in Taiwan. These enterprises opened my minds to 
the company values and technologies.

Ivon Kristin Nip 印尼 Indones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TUST)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碩士

Before this trip, I could not imagine how I 
can get a job after graduation. But now I got a 
clearer picture on what things and areas I should 
improve on.

Every company arranged the presentations 
on time and shared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companies. Overall, the CTCI Foundation team 
executed good time management, and facilitation 
of food and accommodation were very nice.

I hope more students can join the activity as 
this i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here is not much else 
to say when something is well organized like this.

This trip has showed me that there are 
government entities that are working to make it 
more welcoming for international talents. The trip 
was interesting, enriching, and positive.

Almost all companies impressed me with 
their work which I would be happier to present 
useful things back to my country, like the Foxgreen 
methodology and technology to keep the 
environment eco-friendly and healthy by introducing 
composition and decomposition techniques.

I was incredibly grateful for what the CTCI 
Foundation accompanying team had done, 
which ensured right schedule and solid work with 
good attitude.

After my graduation, I want to look for jobs in 
Taiwan and I will try to create an opportunity to link 
Taiwan and my home country to have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Berhanemeskel Atsbeha 衣索比亞 Ethiop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TUST) 
Applied Sciences 博士

The role this enterprises trip has in bringing 
about attitude change in our minds for the future 
career. I would like to give my appreciation for 
CTCI staff, who did the strong coordination and 

This activity has opened my eyes to make 
critical decisions about my future in Taiwan. I would 
recommend othe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to participating in this amazing 
enterprise visit.

The trip to InvesTaiwan was very fruitful for 
us as we learned the process and challenges 
for investment in Taiwan, and how they help 
international graduates in finding internships and 
job opportunities in Taiwan.

Kassian Tshithigona Tshiningombwa AMESHO 
納米比亞 Namibia 
國立中山大學 (NSYSU)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博士

Khalil ur Rehman 巴基斯坦 Pakistan
國立陽明大學 (NYMU)
Institute of Biophotonics 博士

The Enterprise Visit is very helpful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really enjoyed this 
3-day trip by visiting CTCI Corp., E.SUN Bank, 
Foxgreen, Taiwan Life Insurance, TOPCO 
Scientific Corp., InvesTaiwan, along with other 
leisure activities.

Govindasamy Mani 印度 India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NTUT) 
Chemical Engineering 博士

Tefera Worku Mekonnen 衣索比亞 Ethiop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TUST)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 
Biomed. Eng. 博士

Mengesha Getinet Asrat 衣索比亞 Ethiopia
明志科技大學 (MCUT)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博士

Miguel Shevaughn Flemming
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 Saint Kitts and Nevis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NPUST) 
Ornamental Fis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碩士

Om Kumar Prasad 印度 India
國立交通大學 (NCTU)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博士

Netravati Gundalli 印度 Ind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TUST)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碩士

Nguyen-Nghia Do 越南 Vietnam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TUST)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博士

Nguyen Hong Thuy Vy 越南 Vietnam
中國醫藥大學 (CMU) IMPMS 碩士

supervision work during the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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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參訪讓我觀察到不同企業之間的管理、
文化上的差異，雖然各有差異但各自在市場上都擁
有一席之地，這表示每一種制度、做法與文化都沒
有對錯，重要的是公司找對定位，找到適合的發展
模式。

The visit was excellent and CTCI Foundation 
has just built bridges successfully between 
Taiwanese 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TCI Foundation has been doing a wonderful 
job by organizing this event.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CTCI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or the work 
towards the welfar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ll 
companies had impressed me with their works.

The fact that presenters from agency 
of InvesTaiwan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trip is 
a marvelous idea. We did have more time 
to exchange ideas, which allows us to know 
InvesTaiwan more than other companies.

I recommend CTCI Corp. to open a branch in 
Africa or South America and to facilitate and assist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o upgrade of these 
continents.

All the things I did during this enterprise trip 
will remain in my mind for a long time even after I 
turn to my home country.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its beautiful nature.

林佳銘 中國大陸 China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NTUT) 電子系 碩士

TRUONG HA THE CUONG 越南 Vietnam
國立中央大學 (NCU)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碩士

Veeresha Ramesha Ittangihala 印度 Ind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TUST)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碩士

Vicente Queiroz 葡萄牙 Portugal 
國立臺灣大學 (NTU)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碩士

Misganaw Adigo Weret 衣索比亞 Ethiop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TUST)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博士

Misganaw Alemu Zeleke 衣索比亞 Ethiop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TUST)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博士

As an IT student, I am always intrigued 
by technology. And I found that the Taiwanese 
company is using the latest technology to make 
their products into world-class quality.

I am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Enterprise Visit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because we can 
learn about manufacturing and factory operation in 
Taiwan. At InvesTaiwan office in Taipei,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know what requirements are needed 
for getting jobs in Taiwan.

V i s i t s  t o  I n v e s Ta i w a n  a n d  C T C I 
Corporation, the delegated stakeholders of both 
organizations presented their companies vision, 
mission, and interests clearly. In these 3 days,I 
know Taiwan more  than my three-year staying 
in Taipei.

I personally gained a lot in the areas of 
getting exposed to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in the 
job-market and also had the chance to meet, 

This even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foreign 
students. With this event, my view of a career in 
Taiwan has changed. Some visiting companies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start a career. I think 
the purpose of the event was successfully 
applied.

I do believe that the visit will help me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corporations 
as well as working environment, so that all of 
these experiences will better my knowledge and 
help me to prepare for future career in Taiwan.

Pham Thi Thuy Dung (Luha) 越南 Vietnam
元智大學 (YZU) College of Management 博士

SAH ANISH 尼泊爾 Nepal
元智大學 (YZU) CSE 碩士

Satria Habiburrahman Fathul Hakim
印尼 Indonesia 
國立中央大學 (NCU)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碩士

Tamene Simachew Zeleke 衣索比亞 Ethiop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TUST) 
Chemical Engineering 博士

Thomas Wi-Afedzi 加納 Ghana
國立中興大學 (NCHU)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博士

Sasmoko 印尼 Indonesia
國立中央大學 (NCU) Energy Engineering 博士

discuss and share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divers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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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  鄒倫主任‧陳潔儀組長‧呂雨龍副研究員

2018 海峽兩岸青年學子科技交流活動

已邁入第九屆，本活動甄選出 15 位台灣優

秀的碩博士班學生，於 9 月 3 日至 13 日期

間赴瀋陽、大連、丹東與北京，進行企業參

訪、學術交流及歷史文化體驗。此次參訪活

動特別感謝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 簡稱中國科

協 )國際科技交流中心、與遼寧省、瀋陽市、

大連市、丹東市科協領導、及東北大學、大

連理工大學、北京大學等多位長官的大力支

持，也感謝東北與北京行程各 10 位大陸學

子的全程陪同參訪，除了協助本活動的順利

進行外，也透過這些天持續的文化與生活交

流，讓本次參訪的學生更全面的感受到中國

大陸的社會、人文、發展及特性，促成兩岸

同學建立良好的情誼。

本次參訪以「產業創新與科技發展」

為主題串接重點行程，先後參觀瀋陽機床集

團、瀋陽新松機器人公司、瀋陽飛機集團、

大連華銳重工集團、丹東龍源新能源海洋紅

風電場、丹東華日理學電氣公司與北京騰訊

公司等重要企業。並參訪大連海外學子創業

園與北京華燦工場等創業園區，讓同學有機

會與新創公司的創辦人進行交流，從實務面

去體會創業所面臨的挑戰，實際了解中國大

陸目前創新創業的現況與發展。

在學術交流部分，兩岸碩博士生分別就

共享經濟、人工智慧、人口問題、科技發展

對社會資本之影響、對應世界變化個人之準

備、如何與 AI 協作提升競爭力、環境經濟權

衡、人文與產業、資通訊科技對社會經濟之

影響、大學發展趨勢及其社會責任共 12 項

議題分 3 所大學進行分組交流座談，同時參

訪各校重點研究室，了解研究主題與方向。

在歷史文化體驗上，也特別安排參觀瀋

陽故宮、瀋陽張氏帥府、遼寧省新賓滿族清

朝發源地、丹東虎山長城、北京頤和園、北

京八達嶺長城等著名歷史文化景點，兩岸學

子都有滿滿的收穫。

莊文河  成功大學電機所  博四

為期 11 天的參訪行程，活動規劃精心

又多元，涵蓋了人文歷史、學術交流與企業

參訪等三方面。從一開始瀋陽故宮、大帥府

等遺跡的造訪，不僅對歷史發展緣由有更加

深入瞭解外，從導覽過程中似能感受東北當

地的飲食文化、人文風情亦受過去歷史與地

理氣候影響而別具一格。學術交流方面，在

與東北大學、大連理工、北京清華與北京化

工等青年學子相互交談過程中，不難發現大

陸學子因競爭促使他們懂得去把握機會並創

造可能，也正因如此許多政府機關與企業在

近年不約而同紛紛加入扶持新創基地成立之

行列，提供多元、便捷之資源供創客使用。

在企業參訪方面，聽完由瀋陽機床、大連華

銳重工介紹後，理解重工業對國家發展屬於

不可或缺的產業之一，因此機具設備輸出便

成了阻撓他國發展最佳手段之一，在這種

種不利的環境之下 成大陸重工業轉型的契

機，從整個蛻變過程再次看見大陸展現扭轉

逆境的實力。整趟行程下來，深刻體悟「人」

就是因不一樣才有值得向對方學習的地方，

在過程中所受到的文化衝擊與反思，都將成

為日後進步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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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庭樂  臺灣大學土木所  碩一

魏妤庭  臺灣大學土木所  碩一

非常開心這次有機會參加中技社與科協

舉辦的兩岸青年參訪團，從東北的瀋陽、大

連、丹東，再到北京，整個行程都感受到科協

的細心安排，帶我們認識了東北以及北京的科

技發展以及風俗民情，另外必須再次感謝一

路上同學們的細心安排，雖然才短短的十天，

卻難能可貴地建立了深刻的感情，也相當期

盼科協的領導以及大陸同學們來台灣參訪的

一天，帶他們一起欣賞台灣最美的風景。

當時我報名本參訪的主要目的，希望能

夠學習轉型背後的方式以及發想，進一步的

很慶幸自己能入選這次的參訪，這趟旅

程的收穫超乎我的預期。各個工廠的參觀，

讓我發現社會進步之快，也讓我感受到自己

在世界中的渺小。渺小是因為發現有太多專

業的技術是目前的我難以瞭解的。這樣的感

覺督促著我想持續進步。而與不同大學的學

術交流，感受到了大陸與台灣學子的不同。

大陸同學邏輯性很強、反應快，而且非常踴

躍發言。台灣同學熱情、想法很多元，樂

於分享心中想法。更特別的是，組成的成員

從 23 歲至 35 歲，來自不同學校與科系。在

這十一天的相處，時常讓我驚奇，因為不同

的年齡與特質讓我們一起激盪許多新想法。

並且在聆聽夥伴們以多元觀點解讀一同件事

時，讓我時常反思自己的角度是否足夠寬

廣、圓融。

感謝中技社與科協的用心，全程陪伴，

並教導我們待人處事的禮節與人生的觀念。

主任和工作同仁們疲累的程度肯定勝過我

們，不只和我們一同參與每項活動，更要注

意全程細節，並在活動後給予我們叮嚀和指

導。在這次活動中，我看見了主任與同仁們

對於工作的敬業，以及以身作則的態度，實

在感到由衷的欽佩。真的非常謝謝您們。

來為台灣設想我們下一步的走向。非常感謝

中技社與科協的安排，讓我能有機會參訪包

含新松、華銳以及騰訊等企業，透過這次東

北的參訪可以觀察出，在市場與環境的改變

下，東北重工業在近幾年轉型的決心，除了

高科技的自動化以外，更是以創新為出發點

的投入發展，我想這個部分是非常值得我們

去學習的。除了科技的交流以外，還參觀了

許多讓人流連忘返的景點，像是滿族清朝的

發源地、鴨綠江、頤和園，以及八達嶺長城

等， 讓這次的旅程相當的豐富且難忘 !

黃啟賢  清華大學資訊所  博一

11 天的行程，忘懷不了滿桌東北佳餚招

待之熱情，締結了東北大學、大連理工大學

學生伙伴們長存友誼，兩岸文化相似，雖有

部分差異，卻能相容、理解與尊重。起初，

帶著愉悅暨興奮的心情，踏上飛機，卻不知

不覺被頑皮的邱比特之神跟蹤，下踏瀋陽、

走過瀋陽故宮、張氏帥府、滿族歷史文化長

廊與虎山長城等痕跡，卻與一位東北女孩，

兩小無猜，開啟了愛情桃花源世界，一個玩

笑取自大連理工大學之「連理」字眼，被糊

塗的邱比特信以為真，賜與良緣，第一次體

會到：好的開始，真的是成功一半。

東北行程，參訪新松機器人公司、華銳

起重工業、瀋陽飛機集團等重工企業，瞭解

東北地區主要以重工業出口發展為主。搭乘

高鐵來到首都北京，拜訪互聯網最大公司：

騰訊與華燦創新基地，過程可以體會中國大

陸執行能力如此強盛積極、共求精進與落

實，體恤到北京清華大學國寶劉美珣教授的

演講，相較於臺灣執行能力，必須深入反躬

自省，離開臺灣可知臺灣的好，但同時也要

反思檢討，我們到底輸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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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淳安  臺灣大學材料所  博四

陳彥彰  台北科技大學環管所  博一

盧佳妤  交通大學環工所  碩二

這次的參訪顛覆了我對大陸的想像，地

大物博是我對這裡的第一個印象，撫順的煤

礦場，以能源及原料材供給著東北地區重要

的重工業發展命脈，隨著時代的變遷，現在

的老東北面臨產業轉型的挑戰。互聯網的迅

速發展則是我的第二印象，隨處可見的互動

式人工智慧，這樣的新時代網絡很快速的在

大陸發展開來，而在大連及北京的孵化基地

裡，我看見了政府及民間企業，對於創新產

業的大力扶植，讓更多的夢想在此發芽茁壯。

此外名勝古蹟的遊覽也令人印象深刻，在這

個歷史悠遠的國度，長城，一生必去，讓人

流連忘返的世界級建築；丹東，隔著鴨綠江

遠眺著北朝鮮，為中國大陸和北韓的橋樑；

頤和園，想像自己是古代的帝王家，愜意的

在昆明湖坐著小船，瀏覽湖面上的好風光。

一個與我們體制不同的國家，我看見了

值得學習的，良好的執行效率，團結的力量。

兩岸學子在不同的成長環境及社會風氣下，

我們所擁有的優勢便是更豐富的創造力及想

像力，如何結合雙方的優點，能夠在未來合

作中擦出不一樣的火花，令人期待。

期待已久的大陸參訪活動是我第一次踏

上大陸這塊土地，雖然早耳聞現今大陸的快

速發展已與傳統的負面印象大相徑庭，但是

實際走訪幾個東北城市和首都北京還是讓我

衝擊不少，儼然已經是一個個比台北還熱鬧

繁華的都市。幾家傳統重工業的企業參訪讓

我深深感受到他們在積極尋求產品和技術轉

型的背後，仍然不失自信的風骨。座落於各

城市和各大學內的創新創業基地更是讓我大

開眼界，大陸產官學界和民間皆大力扶植年

輕人出來創業。完整的創業流程從創新想法

到孵化再到投資，以及周邊需要的輔助資源

皆完善提供，這亦是大陸想從過去的廉價成

這次我很感謝中技社願意給我這個機

會前往大陸做交流，在這 11 天的交流過程

中讓我看到大陸的進步，不論是在經濟、人

文、科技方面都有大大的改進，已不再像是

我們過去所聽到的，那個落後且沒有文化國

家了。這趟交流中，我們參訪了很多大陸的

企業，這些企業在大陸內地都已有不錯的成

績，甚至有些企業的技術已經可以銷售到海

外，成功地看到大陸的經濟起飛；一個落後

的國家能有如此大的進步，確實不容易。在

大陸時，我就一直不斷在思考大陸成功的原

因是什麼 ?

在北京清華大學時，當我聽到了劉美珣

教授精彩的演講，讓我充分了解大陸進步的

原因，也讓我受到非常大的衝擊，劉教授將

自己過去的心路歷程精彩的在短短兩個小時

內敘述出來大陸這幾年進步的原因。同時也

讓我沈思了，台灣這幾年來都沒有進步的原

因。在沈思的過程中，我知道我們這一代是

台灣未來的希望，雖然我們沒有多大的力量

可以幫助台灣，但如果我們這一世代的人都

願意為台灣努力做好自己該做的事且都有同

樣的意識，或許我們就可以改變台灣，讓台

灣變得更好。

本優勢轉型為人才創新優勢的發展走向。

此次和三所學校交流印象最深的是他們

對自己和國家未來的發展皆非常樂觀，身懷

憧憬和想為國家奉獻的使命感和執行力，這

些都是台灣人非常值得學習之處。中國科協

李主任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

路不如閱人無數」，這次的交流除了讓我對

大陸的產業發展與人文眼界大開，客觀地了

解到大陸與台灣各自的優勢與不足，也讓我

帶著滿滿的收穫與能量回到台灣，多了一份

使命感和謙虛包容以及對未來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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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昕  中興大學化工所  碩二

11 天的兩岸參訪交流收穫滿滿，這趟旅

程很開心能認識到大陸同學，一樣都是研究

生的我們，在他們身上卻能強烈感受到他們

對未來是非常有自信地、有目標、積極向上，

這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態度。更可貴的是這

十一天當中，只有我一個台灣女生跟一位大

陸同學一起住，可能也因不受檯面上大人們

的影響，私下談話內容能更進一步了解彼此

的文化、思想等等。

這次參訪交流的台灣同學有資訊、土木

等不同領域同學，而大陸那邊除了理工生也

有文科生，我想說的是不同領域的人能互相

激發出不同看法，在討論過程中互相切磋，

學習到新知識。特別在簡報討論時，大陸文

科生提出的想法，跟我們理工生想法有些

許差異，一件完全相同的事物擺在不同的人

面前，最後所產生的認知結果將不會完全相

台灣我們這一代經過爸媽努力，才有我們現

在這麼安逸的生活，反觀大陸的莘莘學子正

歷經我們爸媽打拚的時代。發展機會雖高，

但隨著大陸人口眾多競爭力也隨之龐大，最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執行力與自信。或

許是環境使然，但我相信這是好的，也是可

以讓我們值得學習的。除了人文外，還親眼

見識了許多著名景點、古蹟，想像著前人在

科技不發達的年代，依舊能創造如此驚人的

一切，除了難忘，便是讚嘆了！尤其是踏在

長城的每一步，儘管體力已所剩無幾，也未

知還有多久能爬上頂端，但時時勉勵自己目

標就在不遠，咬緊牙關堅持撐到最後的意志

力，真的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也重新思

考人生，真的不該在奮鬥的年紀選擇安逸，

需要隨時提升自己的價值，與時俱進，讓自

己真正能為台灣盡一點微薄之力。

呂佳燕  臺灣師範光電所  碩一

這一次的活動真的讓我永生難忘，除了

企業和工廠參訪、大師演講、名勝古蹟的參

觀，更有兩岸不同成長背景的交流。交流後，

發現大陸針對創新創業領域投入了很多心血

也提供很多資源，或許台灣沒這環境，但我

相信持續地互相切磋、進步學習後，臺灣學

生的無限創造力加上大陸學生們的執行力，

必能創造更多更實用更有趣的未來。

此次深深體會到兩岸學生之差別。在

林憲瑋  臺灣大學環工所  碩一

特別感謝中技社，還有中國科協，以及

幫忙安排此次活動的所有工作人員，給予台

灣學生機會，此趟是我初次來到大陸，而在

以往想像中，大陸對我來說總是遙不可及，

但經歷這次兩岸人才交流活動，顛覆我許多

既定印象，更是獲得難能可貴的經驗。此趟

行程在學術交流上，認識了東北、大連理工、

北京清華與北京化工的同學，透過聊天得知

他們的競爭壓力，未來理想與抱負，都比台

灣學生要來的強烈，也許是因為兩岸發展、

環境上的不同，所培育出的學生心態也會不

同。而在工廠參觀，也看到了中國大陸的進

步，AI 無人駕駛以及機器人等，都可得知政

府積極推動新興產業，以及對學校所投入的

教育經費，都是台灣好幾倍，這也是造成現

在中國大陸進步如此快速原因之一。

除了參觀科技產業，這裡的歷史名勝古

蹟也很壯觀，瀋陽故宮、天安門、賀圖阿拉

城，頤和園等，都看到了以往的歷史是如何

演變，而丹東的鴨綠江更是讓我印象深刻，

與想像中北韓和大陸間緊張關係很不一樣，

雖然這次只有短短十一天旅程，但此次的經

驗，卻是我心中永遠抹滅不去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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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佑銘  臺灣大學暨中研院物理所  博二

首先，衷心感謝財團法人中技社及中國

科協舉辦及搭建兩岸優秀青年交流活動與平

台，每一位學員都收穫滿滿。藉由此交流活

黃曉微  清華大學資訊所  博六

很榮幸能夠參加此次從遼寧到北京為期

十一天的兩岸參訪交流活動，並直接與東北

大學、大連理工及北京清華的碩博生互相交

流學習，在交流過程中，提及食、衣、住、

行的生理層面差異性，亦觀察到在不同社會

文化熏陶下，學子們的學習態度、學習動機、

思考脈絡、為人處事方式、價值觀、對當前

全球化社會經濟趨勢見解及為了實現自我價

值的人生規劃執行力。這些內隱知識所形成

的思想交流與互動，讓我清楚了解到雙方的

差異性，而多天以來與大陸同學朝夕相處情

誼，更拓展寶貴的人際關係。

此次企業參訪，我們幸運地可以走訪發

展成熟穩定的大型重工企業、電腦軟體業，

及協助創業發展之孵化器。無論任何一個產

業或學界，都可發現其遵循國家制定重點方

針及走向，當所有資源皆投入在人工智能領

域，將大幅提升技術成長及應用方式，並且

帶來便利性生活，亦潛藏危機。此事不免讓

我思考到現今的社會法律及人們的資訊素養

是否以足夠面對資訊安全、人際關係的疏離

等威脅，這也許是我們在應用資訊技術時，

應該審慎思考的一個問題。

同，我覺得這是好的，真正有達到「交流」

的意義。這趟參訪才知道原來自己多渺小，

不過也不會因此而沮喪，反而讓我更有動力

去戰勝未來，調整自己的心態，努力不懈地

去學習和奮鬥，有所成就，終而達到自己的

目標，最後一定要回饋社會。

動讓我們能從文化、政治、產業、經濟…等

方方面面，更公正地、更客觀地去觀察、去

理解中國大陸。正因為如此，我們能有堅定

的自信去看待臺灣的優勢，同一時間，我們

能用國際的視野去省思臺灣的挑戰。《孫子•
謀攻》：“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所闡

述的也是一樣的道理。全球化的浪潮下，兩

岸競合沒有人是局外者，臺灣青年應該拋

下偏見走出去，同時帶著海島人的自信與熱

情，敞開心胸歡迎中國大陸青年走進來，唯

有這樣才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甚至是在

未來能夠互相合作。除此之外，臺灣青年近

年來面臨許多世代正義的徬徨，譬如高房

價、扶養比上升、生育率下降…等問題。

其實，中國大陸青年亦然，有些甚至更嚴重。

臺灣絕對不是鬼島，不過整天講鬼故事

的新聞、媒體、名嘴倒是不少。每一個國家

都有自身需要面對的挑戰，每一個世代都有

該世代需要解決的課題，與其自憐自艾，更

應該勇往直前 ! 臺灣青年加油 ! 臺灣加油 !

許鈺群  中興大學土木所  博一

在許多人的幫助下，有幸參與中技社安

排的東北與北京參訪。到今天，美好的、溫

馨的、驚嘆的 ......各種畫面依然迴盪在腦中。

我們一起走於輝煌的瀋陽故宮、大帥府與頤

和園；奔於壯麗的虎山與八達嶺長城石板；

遊於中國大陸與北韓間的鴨綠江；沉於清華、

東北與大連理工大學的書香。大師授課滿滿

收穫，兩岸學生用心準備問題探討，交換各

種觀點。一起在學生餐廳用餐，感受與分享

彼此生活的一部分。

除了風景文化的體驗，中國大陸經濟

與產業的發展更是令人衝擊，我們深入了解

中關村創業環境，包含台灣創業家演講、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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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令揚  清華大學化學所  碩一

黃思瑋  臺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所 碩一

有別於以往單純的旅行，這次的兩岸交

流活動使我對大陸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尤其

對東北以及北京都有了更深一層次的認識與

體悟。藉由與大陸同學交流的過程中，除了

發現彼此的共通點外，更多的是體會到他們

對於生活、人生的一種態度。對於他們來說，

要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保有自己的一席

之地，就算前方有諸多阻礙，努力不懈是唯

一選擇。這點令我十分佩服，頓時覺得自己

不該再像溫室裡的花朵，過著舒適又安逸的

生活，應當朝夢想前進，勇敢的踏出這第一

步，期許能有個美好的將來。

在企業參訪方面，透過認識不同企業的

運作、產品及技術，使我了解到大陸近幾年

來迅速的發展並非偶然。不論是藉由學術與

產業間進行結合，亦或是企業自主投入大量

科研人才，產業進步與升級，無時無刻都在

進行著。以東北新松機器人公司為例，相較

首先感謝中技社讓我參與這 11 天的參

訪行程，從下飛機的那一刻起直到搭飛機離

開時，都讓我感受到了大陸老師及同學的熱

情與友善關懷。在交流過程當中我不僅瞭解

到中國大陸文化發展的歷史脈絡，也實際接

觸了當地的人文風情與秀麗山河，更深刻體

會到大陸的廣闊及區域間彼此的人文與風景

差異。在經濟發展方面，真的可以感受到大

陸的快速崛起，尤其在參訪的企業及大學交

流過程當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大陸對於機械

車床及 AI 產業發展的重視，在產官學共同

努力推廣研發製造下，其產出的成品質量已

達到可銷往國外的品質。

在這幾天的行程中我也發現了大陸高

度電子化的生活，除了一般所知的支付寶或

微信支付，還有在瀋陽故宮景點及捷運運輸

上使用的非接觸式電子票證系統智慧型卡，

都可感覺到科技在大陸的蓬勃發展。這段時

間真的讓我受益良多，其中透過兩岸老師及

同學的交流，讓我知道長者與年輕一輩對於

現今社會的看法，到今日一直迴響在我的腦

中，不停地提醒我努力。

投公司運作、新創無人機公司展示，都令我

對於創業圈的觀念大開眼界。而各項國營企

業與騰訊內部的訪查，讓我看到了各種大，

大到在於台灣的我難以想像，但就真實在面

前。

十多天的時間轉眼就過了，美好是短暫

的，但思考與眼界的昇華是一輩子的。感謝

中技社鄒主任對青年的用心，陳組長、呂博

士前後盡心、盡力在產官學中協調最棒的安

排，也貼心的幫我 ( 們 ) 給了最特別的生日

禮物。很榮幸結交了三十多位同團的朋友，

每個相處的片刻、深夜的真心話大冒險，一

起吃的、喝的、經歷的、交心的一切，一定

能在未來的某刻，以不同的樣貌發生的！

與傳統認知上機器人在人類工作中是處於配

角的定位，根據我們輸入指令的不同去完成

其任務；近幾年來，人工智慧蓬勃發展，在

機器人中引入自主學習的系統，使其不但能

獨立完成更具挑戰的任務，甚至有些機器人

是屬於服務性質，能夠給我們帶來更加便利

的生活。11 天的旅程下來，使我身心受到洗

禮，很高興能參加這個活動，走出台灣，看

見大陸及世界之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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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不論是亞洲的西太平洋地區，或

是北美的東部都遭受有史以來少見的強烈颱

風侵襲，造成巨大的人員與財務損傷，溫室

效應所引發之氣候變遷再次成為焦點。國內

在過去兩年，基於減碳發展的國際趨勢，亦

積極推動綠能發展，對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

建置，政策上著力甚多。至於占全球能源供

給約 10% 的生質能源，近年在國內似乎被

淡忘，雖然政府對相關科技研究仍有些許投

入，但整體而言，生質能應用在生質柴油推

展上遇到瓶頸後即欲振乏力；目前生質酒精

燃油推動也僅是小型示範運作。全球由於巴

黎協議與農業科技進步，近年生質酒精的需

求大幅成長。本文僅就主要國家與地區生質

酒精燃油推動情形與產能，以及使用生質酒

精汽油相較於一般汽油對空氣品質之影響，

提供資訊供大家參考。

酒精由於化學分子本身含氧原子，如

同甲基異丁醚 (MTBE) 加入汽油中有助於汽

油的平穩燃燒使用，因此在人們漸漸瞭解

MTBE 對環境與人體可能造成危害，以酒精

取代 MTBE 在全球逐步獲得認同，加以溫室

效應因素，含酒精燃油在各洲開始擴散，至

2018 年全球已有 66 個國家訂定目標或法規

載明引用酒精至其汽油系統。以區域來分，

歐洲有 29 國、美洲有 14 國、亞洲有 12 國、

非洲與大洋洲合計 11 個國家。其中歐盟、

美國及大陸，都預計於 2020 ～ 2022 年間將

酒精添加比設於 15 ～ 27%，至於巴西則早

已實施添加 27%。

歐盟對於推動生質燃油 ( 生質酒精 + 生

質柴油 ) 的基本立場是逐年提高比例，預計

◤ 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王釿鋊主任

自2021年起至2030年，添加比例將自1.5%
提高至 6.8%，此項規定是針對燃油供應商，

並規定由糧食而來之燃油不可計算在內，由

糧食而來之生質燃油被要求須逐年下降，其

佔比將從 7% 下降至 3.8%，更須證明所取得

生質料源符合對永續要求的相關規定。歐洲

各國對生質酒精添加比率的要求並不相同，

多數介於 5% 至 10% 間，部分東歐國家則

沒有明確規範。丹麥與義大利則已著手要求

要添加 0.9%(2020) 與 1%(2022) 從非糧食生

質料原產製的燃油。

美國依再生燃油標準綱要 (RFS)，每年

由環保部參酌農業部與能源部意見，訂定不

同類型生質物質所製造產出之生質燃油總量

額度，自 2009 年起逐年增加。對汽油中酒

精的添加允許量依車種而不同，2000 年以

後車種的添加量為 15%，但重型機車與大型

巴士與貨車等則不在此列。大致而言，超過

95% 的車用汽油在今日美國市場為 E10。對

於進一步提高酒精在汽油中含量，在美國一

直是有爭議，主要存在於農民跟化石能源產

業界，早期汽車業主張不宜改變過快，因為

這牽涉汽車引擎系統的調整。美國農業科技

非常進步，因此基改生質酒精產能早在 2005
年即超越巴西成為全球最大產國，基於商業

考量，必然積極推動擴大市場。不過為鼓勵

生質酒精來自更俱減碳效益之生質廢棄物，

美國 RFS 也對如玉米桿等生質廢棄物分別

訂定年產能配額，以鼓勵民間對新一代生質

酒精技術商業化的投入。

巴西法規目前推行 E27，但基於巴黎協

議 (COP21)，巴西政府於去年更啟動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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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措施，對前 6 億公升進口之生質酒精免

稅，超過部分則課 20% 的關稅。該項措施

出發點在於促進巴西國內生質酒精生產之能

源效率，進一步提高減碳效果。中南美與南

美國家目前推行酒精汽油含量百分比，大抵

落於 5 ～ 10%，除巴西外另有阿根廷與巴拉

圭亦於 2016 年分別提出 E26 與 E27.5 的規

劃，阿根廷目前的規範是 12%，而巴拉圭是

25%。加拿大目前沒有國家層級的規範，只

有 5 個省級各別訂定，範圍在 5 ～ 8.5%。

亞洲國家基於地理環境或人口稠密度，

日本沒有推行酒精添加，而是以 ETBE 取代

MTBE，南韓也沒有對含酒精汽油的使用有

任何法規的要求，中國大陸目前是以試行的

方式在 11 個省分的都市推動 E10，在去年

底則提出將在 2020 年全國實施。大陸酒精

產能為全球第四，次於美國、巴西、歐盟，

主要進料 64% 來自玉米，23% 來自木薯。

近年大陸也極力鼓吹採用纖維素為原料。預

期全面實施 10%，對酒精的需求將提高約

40%，如何達成目標，尚看不到具體作法。

東南亞國家以泰國最積極，馬來西亞

只推動生質柴油，印尼早幾年徘徊在 E3 政

策施行與停止間。由於供應等問題，後來決

定自 2015 年開始實施 E2，至 2016 年則推

動 E5，然而實際上，E2 在 2018 年才開始

實施，目前預計 2025 年達 20%。菲律賓在

2007 年訂立生質燃油相關法令，是東南亞各

國首先立法的國家。早幾年添加百分比逐年

增加，至 2013 年停於 E9，價格與供應端是

主因。泰國依據其替代能源發展計畫 2015，
生質燃油在 2015 年要占總消耗燃油的 7%，

至 2036 年將提升至 25%，並藉由提供終端

消費者稅則優惠，鼓勵消費者使用 E20 與

E85 汽油。為達所需酒精全部自產目標，規

劃單位面積蔗糖產能將較目前提高 30%，木

薯產能提高 40%。然而由於生質料源產能並

沒有大幅提升，正研議將目標降為 2036 年的

60%。綜合而言，東南亞國家由於天候關係，

生質料源豐富，對推動生質酒精較為有利。

使用生質酒精與使用 MTBE 或純汽油相

比，是否會對環境污染帶來好處，相關研究

過去 20 年進行很多，有直接量測排放物的

研究報告，也有透過匯集大量實測數據，建

構模型進行分析。所關切的排放物質包括 :
碳氫化合物的總量、非甲烷碳氫化合物、一

氧化碳、氮氧化物、丁二烯、甲醛、乙醛、

苯、甲苯，以及 PM2.5 等。依據文獻資料

在總碳氫化合物 (THC)，非甲烷碳氫化合物

(NMHC)，以及非甲烷有機氣體 (NMOG)等，

添加酒精均能減少排放量，至於排放量下降

程度，隨不同車型與車齡而有落差，部分報

導減量有接近 20%，有些則僅約 5%。酒精

添加越多是否可以有更大減量效果，結果也

是肯定。有關一氧化碳 (CO) 排放減量，則

是非常確定且效果良好，而且隨酒精含量增

加，效果增進趨緩。

美國加州政府對替代燃油與清潔燃油的

要求，包括對丁二烯、苯、甲醛、乙醛等四

種排放之空氣汙染物進行風險評估。依據文

獻報導 (Stein et al), 酒精氧化反應不會產生

苯或丁二烯兩種物質，許多汽車實測報告也

證明，添加酒精之汽油，苯與丁二烯的排放

大幅降低，且酒精量增加，排放降低更大。

有關甲醛與乙醛排放量的研究，當加入 10%
酒精時，對許多車型是有利於減量，但當加

入達 20% 時，對降低甲醛排放濃度，效果

下降，對乙醛而言，濃度反而大幅提高；也

有研究指出對較老車型，添加 10% 酒精，

甲醛、乙醛排放都增加。上述四種化學物質

之相對致癌性，依據 Lloyd 與 Denton 的研

究，分別是 :

由上數據可知，丁二烯致癌能力高於苯

一個級數，高於甲醛與乙醛為兩個級數，因

此從致癌性而言，縱然使用酒精含量高之汽

油，甲醛、乙醛排放濃度增高，但由於同時

苯與丁二烯排放濃度大幅下降，因此從致癌

毒性而言，使用含酒精汽油仍較為有利。

空氣中 PM2.5 濃度是國內大眾非常關

注的議題，PM2.5 的形成機制相當複雜，

依據美國環保署的研究，PM2.5 主要成分

具毒性氣體汙染物 苯

0.17 0.016 0.035 1

乙醛 甲醛 丁二烯

相對致癌物



23

中技社通訊〡智庫研究 Think  Tank

CTCI QUARTERLY 128

是第二級有機氣懸膠體 (secondary organic 
aerosols, SOAs)。SOAs 是因為汽機車及工

廠排放之揮發性有機物質，以及植物排放與

空中飛揚之化學物質，經由陽光照射形成，

其中苯是形成 SOAs 主要源頭，有些地區

80% 以上的 SOAs 是燃燒生質物質後，產生

之酚、 及苯所形成的。有關使用添加酒精

之汽油，是否可大幅降低 PM2.5 於大氣中

含量，筆者所知目前相關研究較少，主要是

PM2.5 的形成機制複雜，空氣中有機物來源

也相當多源。目前有學者藉大量數據，並引

用美國環保署的空污模型與美國阿岡國家實

驗室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所開發模

型，建構針對汽車新的污染排放模式，推估

使用含酒精汽油對降低 PM2.5 濃度是有幫助

的，也有少數實驗亦提出相關看法。事實上，

從使用含酒精汽油，可大幅降低苯的排放來

看，推估使用酒精汽油應是有利於降低空氣

中 PM2.5 濃度。

全球燃油酒精產能在 2017 年是 27,050
百萬加侖，2007年時則是13,096百萬加侖，

10 年間成長超過 1 倍 ( 如圖一 )。2017 年美

國產能為 15,800 百萬加侖，佔全球 58%，

巴西為 7,060 百萬加侖，佔全球 26%。美國

在過去 30 年，由於生物技術與農業科技的

進步，玉米產能成長約 1 倍 ( 如圖二 )，至

於酒精價格在過去一年跟汽油的價格比較，

如圖三可以看出當前酒精與汽油價格，在美

國是相當的，且酒精價格相對平穩。

未來全球如果對燃油酒精的認同度更加

提高，是否酒精供應仍如過去 20 ～ 30 年

供需上的發展，是個值得思考問題。持正面

意見者認為，新的基因工程技術已出現，

美國已試驗，預期至 2025 年，在不顯著擴

增耕種面積下，產能可再提昇至目前的 1.5
倍。另外，可開發新物種，使得其纖維素獲

取更為經濟有效，使纖維素產製酒精更具經

濟效益都會發生。持悲觀者可能認為需要更

多的土地面積，環境是否可承受，水資源是

否遭到排擠等。然而面對全球減碳需求與空

氣淨化問題，生質酒精潛在可能帶來效益，

也不宜貿然忽略。

圖三

圖二

圖一

使用添加酒精之汽油，從環境效益而言，

目前的科學研究結論，應該是正面，這應也

是目前全球超過 60 個國家推行的主要原因。

至於與糧食供應的爭議，從西歐、美國與中

國大陸的作法可知，採用生質廢棄物如玉米

桿、稻稈為原料，開發纖維酒精低成本製程，

同時積極提高現有高澱粉、高含醣作物的產

率，是先進國家持續積極努力的方向。

國內近年在能源國家型計劃執行下，相

關研究獲得一定成果，尤其在高效率酵素研

究方面有很好的成果，是否可配合進口高澱

粉農產，結合已開發之纖維酒精技術，建立

國內生質酒精工業，同時由於對稻稈等生質

廢棄物加以利用，除改善環境，也可借鏡美

國類合作社運作概念與循環經濟模式，改變

我國農業體質，增進農民收益，或許值得大

家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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餅苑傳藝
         亭下飄香

兩年前，李佳陽卸下竹科友達光電研發

主管光環，毅然回歸大稻埕接續第五代餅藝

家業。其實對於家族傳承的餅業並不生疏，

16 年來的周末假期，北竹奔波，親身參與家

族事業的傳承與創新；大妹負責行銷，二妹

掌理財務，三妹擔綱教育訓練；手足同心協

力、各司所長，希望透過餅藝文化的體驗與

藝術欣賞，達成品牌的突破。

 
1895 年，第一代祖先李騰飛在大稻埕

「寶香齋」學成餅藝，回到蘆洲湧蓮寺對面

開店，由於騎樓 (亭仔腳 )每天飄溢餅香，「李

亭香」的招牌因此而生。這時候的餅就地取

材，以北部土產的白鳳豆做內餡，口感冰冰

涼涼綿密又沙沙，即取其閩南諧音 ( 冰沙 )
成為平西餅。第二代有感於迪化街的興起以

及前人學藝的地緣，1951 年遷至迪化街一段

309 號，同時開發當時炙手可熱的咖哩作為

內餡。隨著吃素的風潮，第三代將原來加入

餅皮的豬油改成進口奶油，並增添以埔里香

菇為內餡的新品項。2000 年，老店翻新，水

泥建築改成仿巴洛克的台式洋樓，平西餅也

迎合西方風味的趨勢，第四代開發以乳酪起

司加入軟硬度適中的夏威夷果仁內餡，取名

白玉。

2015 年，李佳陽決心接手家業，將科技

研發管理運用在自家品牌的經營；以陸海空

三箭齊發的方式，拓展「李亭香」的通路與

行銷。2016 年，將總店閒置的二樓規劃成立

餅藝學苑，提供各年齡層的國內外朋友，在

眾人敲擊餅模的震撼中，感受手作的快樂與

趣味。2017 年在霞海城隍廟 ( 月老廟 ) 對面

開設分店，並分別在各店的騎樓備置成套餅

模，讓逛街的路人在佇足玩拓印的體驗中，

認識品牌蘊含的淵源，並由文史的脈絡觸發

內心的感動。2018 年，李佳陽吸納在地異業

店家迸放多元的新花樣；結合鄰近的攀岩館、

城隍廟月下老人，牽起未婚男女的雙手，一

起攀紅線石、取紅御守、做姻緣餅；另外迎

合節慶，搭配乾燥花的製餅課程，完勝全球

獨一無二的精心禮盒。為了響應迪化街濃郁

的的文創氛圍，不定期邀請藝術家演奏樂曲

或即興舞蹈；近期則開設自行磨豆、烘豆、

手沖咖啡新課程，將來也不排除開闢甜點下

午茶空間，讓消費者享受餅香裊繞的午后悠

閒。

長期以來，百年餅舖累積許多忠實餅迷；

有專程搭高鐵北上，兩手拎滿 20 袋伴手禮的

老顧客；也有只愛這一味，網路下單要求冷

凍海運的北美團購貿易商；或經由官網、臉

書、蝦皮引進的新客群。李佳陽期許的「李

亭香」不僅止於賣餅，而是賣餅的文化；針

對市場的結構與需求，將產品朝縮小化、精

緻化、故事化、多樣化進行變身，陸續開發

出吉慶平安龜、療癒小泡芙等兼顧感官吸引

與內心觸動的新商品來強化品牌的深度。

現階段，李佳陽堅持本土經營、穩定成

長的發展步調，努力打造漢餅 number one；
舉凡結婚、生子、慶生、壽誕、節慶等五福

臨門，「李亭香」都能成為不二首選。除了

設置 10 多年的新光南西店專櫃，2018 年 12
月 20 日也要在即將開幕的微風南山廣場展

店，期使在絡繹往來的人潮中，傳送百年飄

香的美好滋味。

採訪整理 / 張兆平組長‧羅佳慧管理師



圖 / 文  楊麗玲

遇到陽光滿溢的日子，不一定要出門

留在家裡 , 搬出被子

讓它們吹吹風，吸飽陽光的能量

免插電，曬暖暖

餅苑傳藝
         亭下飄香



「速寫風城」發起人姚植傑老師，以即興變奏手法，用一枝木頭筆、少許彩墨，引領

粉絲描繪萬物的美好，將情感記錄在畫紙中，成為最動人的生活日記！

李亭香餅

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 2 段 97 號 8 樓

電   話： (02)2704-9805

傳   真： (02)2705-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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