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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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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社China Technical Consultants, Inc.)，以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協助國內外經濟建

設及增進我國生產事業之生產能力為宗旨。成立以來，協助推動國家建設，先後組成觸媒

研究中心，污防、能源、環境等技術發展中心，協助政府擬定環保、能源等施政策略，提

供產業技術諮詢與輔導；另設置講座、獎學金，贊助各項學術活動，獎掖傑出優秀人才，

帶動國內科技研發風潮。近年因應國際趨勢與發展，投入智庫平台業務運作，致力新創研

究與應用，促成科技推升與經濟繁榮之兼籌並顧；朝「科技創新‧公益永續」的願景邁進

，實現財團法人奉獻國家社會之崇高理想。

本社發展概分三個時期：

創導工程服務期(1959∼1979年)

   ‧ 參與國內外石化煉油廠之設計監造，催生國內石化工業。

   ‧ 設立「工程教育研究基金」，培育人才、推動學術研究。

   ‧ 轉投資成立「中鼎工程(股)公司」，邁向國際化經營。

研究發展與技術服務期 (1980∼2005年)

   ‧ 從事污防、節能、環保技術諮詢與輔導，提供策略建言與技術改進。

   ‧ 持續頒發獎學金並贊助相關學術活動。

知識創新服務期(2006年∼迄今)

   ‧ 轉型智庫研討，投注前瞻之科技研發。

   ‧ 獎掖優秀科技人才，深化社會公益服務。

業務成果

培育科技人才，贊助學術活動

         協助國家推動經濟建設初期，深感於「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是一切建設的

   根本，於1962年設置「工程教育研究基金」，以其孳息辦理各項獎學金、學術講座、學術

   贊助等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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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科技獎學金

         1963年開辦獎學金以來，獎勵研創傑出之國內學子近4,000位，近年來每年獎學金頒  

   發金額超過1,000萬元，增設境外生研究獎學金及境外生生活助學金。目前頒發獎項包括：

   (1)研究獎學金：國內博二以上學生

   (2)創意獎學金：國內大三生∼碩士生

   (3)境外生研究獎學金：境外碩、博士生

   (4)境外生生活助學金：境外碩、博士生

‧中技社AI創意競賽

         鼓勵大學院校教授及學生運用AI結合創意與技術，加強台灣AI發展能量與環境，透過   

   每年訂定不同主題，促進AI應用領域更全面，期獎勵更多跨領域優秀人才，讓AI於相關領

   域之應用注入新思維。

‧全球頂尖人物系列演講

         透過國際級學者講演，拓展國內產學及青年學子視野，豐富科技與人文知識。

‧中技社學術獎

         表揚各學術領域具顯著成就或貢獻的科技人才，蓄積國內學術研究能量。

‧補助學研界延攬客座人才

         協助國內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延攬國際優秀科技人才來臺講學或參與研究計畫，以達

   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及提升國際學術競爭力。

‧獎助大學創業學程

         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及培養創新創業精神，辦理「大學創業學程」獎助。

‧境外生相關活動

         辦理「境外研究生企業參訪」或「中技社境外生就業平台」，增進在臺優秀境外研究

   生完成學業後留臺貢獻所學之意願，協助企業網羅所需之國際人才，創造外籍人才、產業

   及國家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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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贊助

           2006年迄今襄贊或辦理140場研討會及論壇(含47場國際研討會)，計邀請464位國外  

     專家學者來台，與國內產官學研各界逾40,000人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建構智庫平台，引進工程新知

  ‧專業智庫

           自2006年起，將數十年投注於能源、環境技術諮詢與輔導的能量，轉化成立專業智 

     庫，針對國內具前瞻與重要性的產業、經濟、環境、能資源及教育議題，秉持開放與客

     觀的立場，結合自身與外在產學研專家學者，舉辦座談與論壇；提出政策建言及專題報 

     告，作為政府施政與產業策略之參考。

  ‧技術研發

           自2008年起，積極與國內產學研單位合作，展開多項技術研發計畫，應用技術領

     域涵蓋資訊系統、資源再生、結構工程等數十項，10年間共獲得36項國內外專利。除

     應用於國內產業外，另有多項計畫應用於學校課程教學及教育參訪等。  

展望未來

專注前瞻探索，聚焦智庫研討

  ‧加強產學合作研發，落實研發成果技轉，開拓新創產業契機。

  ‧凝聚公眾利益公正論辯，提供國家可行性政策建言，期與產業相輔而成。

獎掖優異人才，擴大公益效能

  ‧獎掖重點大學青年學子，舉辦國際交流觀摩，涵育具創意巧思及高階科技人力資源。

  ‧襄贊科技與文創相關活動，實踐公益法人回饋社會之理念。



獎學金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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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成立於1959年，「培育科技人才」一直是本社創立三大宗旨之一。在協助

國家推動經濟建設初期，深感人才是一切建設之根本。自1962年設立「工程教育研

究基金」，1963年開辦中技社獎學金，迄今60年未曾間斷，培育無數莘莘學子，

於各領域開枝展業，成為引領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為國家社會做出卓越貢獻。

      中技社獎學金與本社發展歷程同步成長，隨著時代演進而創新。逾60個年頭，

三個階段、不同使命。從1963~1984年之基礎科學期，時值中技社創導工程服務期

，以建廠工程和產業經營發展所需人才為主，頒發獎學金對象以大專生及研究生為

主；1985~2005年為本社業務轉型期，以研發與技術服務為主，獎學金也走向多元

化，除理工科系外，更擴大至財稅、經濟、國貿等商管科系申請，培育更多不同產

業人才；2006年~迄今為創新服務期，獎學金也隨之進入創新與國際化階段，除既

有研究獎學金外，並擴增創意獎學金、境外生研究獎學金及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中技社獎學金開辦迄今，受獎學生近4,000位，近年來每年頒發獎金超過千萬

元。現有幸追蹤到2,793位獎學金得主，其中約四分之一進入大學做研究，百分之

二十成為大學教授，另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進入產業，而在企業任職高、中階主管逾

950位，對國內科技進步和產業發展帶來卓越的成績。

      

     今年適逢「中技社獎學金」頒發60週年，為提升培育人才量能及有效鏈結獎學

金得主，本社於2022年10月5日假台北世貿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工程教育暨獎學金

60週年茶會」，活動現場邀請貴賓及歷屆獎學金得主超過200位嘉賓參與，是一個

跨世代、跨領域及具有傳承意義的聚會，期望建立一個交流互動網絡，促成更多合

作機會，並為社會公益做出更多貢獻。

      本社經由頒獎典禮、聯誼活動，以及中技社通訊等，凝聚薪火相傳的共識。爾

後，本社將秉持著「培育科技人才」創設宗旨，持續致力厚植國家科研人才，讓人

才生生不息，期許為臺灣永續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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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如人工智慧、雲端運算、大數據、物聯網、

金融科技等)、嶄新的商業模式(如共享經濟、平臺經濟、資料經濟等)、及跨領

域整合等，在各個領域中，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在種種趨勢的影響下，未

來的世界將有嶄新的面貌及重大的改變，值得我們正視。其中又以人工智慧(AI)

發展影響最為明顯，除了日常生活中各層面都可能全面改變外，AI也正加速改

變全球產業、經濟與社會發展型態，成為各大產業發展的重點與趨勢。

      爰此，中技社於2019年首次辦理「中技社AI創意競賽」，開放國內大專院

校教授帶領學生組隊報名，為鼓勵跨領域合作，特別開放跨校跨系組隊參賽，

運用AI結合創意與技術，加強台灣AI發展能量。另外透過每年訂定不同主題，

促進AI應用領域更全面，涵蓋AI與藝術、創新服務、教育、健康照護、農林漁

牧等AI+五大主題。本(2022)年度以AI與生活為競賽主題，範圍涵蓋食、衣、住

、行、育、樂等領域，期獎勵更多跨領域優秀人才，讓AI於相關領域之應用注

入新思維。競賽開辦至今累計174名教授及514名學生、149件作品參賽，獲獎

作品共39件。

     「中技社AI創意競賽」未來將針對不同領域的AI應用訂定合適的主題，獎勵

更多跨領域的優秀創意人才，為台灣AI產業增添更多助力。同時也期勉獲獎教

授及同學持續創新，為台灣AI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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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炎  中技社　董事長

主要經歷

 中油公司 
 昱晶能源(股)公司 董事長
 國光電力公司 董事長

 中國化學學會 理事長

陳綠蔚  中技社　執行長

主要經歷

 國光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中油公司 總經理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中油公司  
發言人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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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理事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執行長

主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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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I 
FOUNDATION

陳力俊  評審委員會召集人

  
 

主要經歷

 
 
 
 

吳正己  評審委員

主要經歷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 研究組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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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院士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系統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顯微鏡學會理事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務長

‧財團法人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財團法人臺大系統文化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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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泮池  評審委員

主要經歷

‧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永齡健康研究院院長

‧臺大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

‧臺大醫院副院長

‧臺大醫院內科部主任

陳信文  評審委員

主要經歷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理事長

‧國立清華大學副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教務長

‧國立清華大學學務長

‧美國鋁業公司資深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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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I 
FOUNDATION

顏家鈺  評審委員

主要經歷

余騰耀

 

評審委員

主要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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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長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理事長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第39屆理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系主任

‧台大嚴慶齡工業研究中心主任

‧國科會自動化學門召集人

‧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理事長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副董事長

‧新鼎系統公司董事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執行長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執行長

‧中鼎工程公司董事

主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 創意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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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錫東  評審委員

主要經歷

張銘斌  評審委員

主要經歷

‧乒乓話網股份有限公司(YPCloud) 總經理

‧雲耕隊 執行長

‧Allion百佳泰創始人

‧Acer研展和產品經理

‧高考及格、電機技師證照

‧台北科技大學傑出校友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執行秘書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代理處長

‧投資臺灣事務所執行長

‧國光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代理董事長

‧2020年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

‧2005年美國國務院國際領袖訪問計畫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法務專員、技正、組長、副執行秘書

‧財政部保險司科員

‧陸軍總部法律顧問室首席參謀

主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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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貞  評審委員

王鈺強

 

評審委員

主要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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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AI 研究總監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暨電信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英業達AI 研發中心首席AI顧問

‧華碩 AI 研發中心AI 諮詢顧問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計算中心主任

‧科技部台灣大學人工智慧研究中心技術推廣暨對外關係組組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專案顧問

主要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長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第7屆董事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第5屆董事

‧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科學

  委員會委員

‧國際室內空氣科學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oorAir 

  Sciences, IAIAS)會員(Fellow)

‧臺灣與東南亞暨南亞大學校長論壇(SATU Presidents' Forum)主席

‧2017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實踐領導典範獎   

  (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s 2017 Leadership 

  Award in Public Health Practice

中技社AI創意競賽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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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誠文  評審委員

主要經歷

李明達  評審委員

主要經歷

‧國立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深副總暨首席技術專家

‧國立成功大學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講座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副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

‧國立清華大學積體電路設計技術研發中心主任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所長

‧立達軟體科技創辦人暨董事長

‧外商資深經理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資訊管理學系客座副教授

主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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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煜棋  評審委員

主要經歷

廖弘源  評審委員

主要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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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院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工智慧普適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學院院長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所長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合聘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多媒體訊號處理講座教授

‧IEEE Fellow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講座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合聘講座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主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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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釿鋊  評審委員/研究組

主要經歷

楊顯整  

主要經歷

中技社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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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經濟暨產業研究中心主任

‧元智大學化材系兼任

‧中央大學環工系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計畫分項共同召集人

‧財團法人中技社研企室主任

‧財團法人觸媒中心研究員

‧中技社人才培育發展中心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工程與教育發展中心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企劃暨工程科技室主任

‧財團法人綠色生產力基金會經理

評審委員/研究組、創意組、AI創意競賽

主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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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自我介紹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得獎學生

王宇瑄
指導教授

施敏

      人工智慧、物聯網等技術持續演進，軟性電子已被大量引入於穿戴式顯示裝置、智慧醫療等終

端應用。針對可彎曲操作之主動陣列式顯示器，聚合物作為基板之電晶體的元件特性及可靠度為目

前研究的主要課題。本研究分析可撓式低溫多晶矽薄膜電晶體於機械應力後之元件性能/可靠度，

釐清並提出物理機制模型，並開發設計新穎結構實踐高性能/高可靠度之薄膜電晶體應用於軟性電

子領域。

      非常榮幸獲得中技社的肯定，也謝謝兩位指導教授施敏老師及張鼎張老師的教導，從專業知識

、邏輯思考、實驗設計及分析，讓我在不同面向都受益良多。謝謝一路上共同努力的實驗室夥伴，

以及支持我的家人與朋友們，讓我能在研究的路上堅持下去。期望日後持續精進，在半導體領域有

所貢獻並實現更宏大的願景。

 

1. 國外期刊發表20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

3. 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半導體獎2022、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2021、陽明交通大學卓越

   博士生入學獎助學金2019

4. 參與專案計畫7項

5. 專利申請中1件

      學生王宇瑄，是個求知慾強、負責任並有團隊合作精神的人，遇到困難時不輕言放棄，盡最大

努力完成目標。博班研究題目為可撓式低溫多晶矽薄膜電晶體，研究專長是元件電性分析與機制建

立，並致力於開發低溫多晶矽薄膜電晶體於軟性電子之應用，迄今研究成果以第一作者發表5篇SCI

國際期刊、共同作者發表15篇、國際研討會第一作者1篇。此外也擔任產學合作計畫的執行者，進

一步將研究範圍擴大到其他元件，包括 FinFET、RRAM 及高功率 GaN HEMT。

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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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學生

王家慶
指導教授

郭泰豪

1. 國外期刊發表2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4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 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博士研究生半導體獎2022、成功大學Grand Review博士生研究學術競

    傑出獎-電資學院第一名2022、國研院臺灣半導體研究中心(TSRI)特別設計獎2022及2020、聯詠

    科技博士班獎學金2021

4. 參與專案計畫3項

5. 專利申請中1件

      學生就讀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混合訊號與高解析高速資料轉換器(ADC)晶片設計

，包含多項高解析導管逐漸趨近式(Pipelined-SAR)及高速次區間式(Subranging)ADC技術。專長為先

進製程類比電路設計，已完成五次晶片下線，效能卓越。研究成果被接受於2020、2022、2023年

IEE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 (ISSCC)以及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JSSC)等

IC設計旗艦級國際研討會與期刊，並受業界青睞，實現技術移轉，多項重點規格於發表時遠勝頂尖

文獻。

      研究中提出多項ADC技術，同時以極低功耗提升解析度與速度。在高解析設計，實現14-bit 

130MPSs Pipelined-SAR ADC。提出具分散式相關電壓位移平均技術放大器，減少增益誤差。此外，

提出窗口省略技術以節省ADC功耗。其於130MSPS下，功耗為0.82mW，且無須校正。在高速設計，

實現8-bit 2.7GSPS subranging ADC，實現低功耗次區間操作。此外，提出一多重參考電壓嵌入式比

較器，將數個比較器合而為一，可降低功耗60%。其2.7GSPS下，功耗僅3.0mW。

      非常榮幸能被中技社授予獎項，這也是對本研究成果的重要肯定。首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郭

泰豪博士，無論是老師苦心打造的平台以及資源，還是老師對我的指導與包容，沒有老師的幫助，

絕對沒有今日的成果。其次，感謝實驗室前輩的指導以及同學的幫忙。最後，十分感謝我的家人，

在我博士班期間對我的一切支持。

得獎學生 指指導導教教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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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得獎學生

余忠宥
指導教授

鍾震桂

      傳統表面增強拉曼散射(SERS)基板通常使用金屬奈粒子作為熱點，穩定性較差。而利用金屬膜

塗覆在AAO孔洞上產生金屬孔洞以增強表面拉曼光譜，具有更高的穩定性與均勻性。以亞甲基藍做

為探針分子可以達到0.1nM的檢測極限，具有0.9406的決定係數(R^2)，良好的線性度可以用做定量

分析，此外本技術可以量測極低濃度的三聚氰胺，檢測極限達0.05ppm，遠低於WTO所規範之1 

ppm標準，在日後商業化大量生產與使用有巨大的優勢。

      非常感謝各位評審的青睞，也感謝指導教授鍾震桂老師在碩士班與博士班期間的認真指導與栽

培。獲得這個獎同時也是對我們研究領域的肯定，相信奈米科技與微量毒物檢測是重要的發展方向

。希望在未來的研究過程中能在這個領域持續有重要突破，對學校與社會都有良好的貢獻。

 

1. 國外期刊發表1篇

2. 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 第十三屆IIIC國際創新發明競賽金獎2022、成功大學Grand Review博士生暨博士後研究學術競賽博

    士生傑出獎2022、第五屆旭泰科技論文獎大會特別獎2019、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2019

4. 參與專案計畫3項

5. 通過專利3件（申請中2件）

      我是余忠宥，目前就讀成大機械博士班，研究主題是奈米材料的光學特性，包括材料的結構色

彩、光致螢光、光學感測。目前有1篇關於表面拉曼增強散射的文章發表於高點數高影響因子期刊

Appl. Surf. Sci., IF=7.392, RF=1/19。碩士班通過3個相關專利，包括結構色彩/光致螢光隱形圖案、

結構色彩製作可重複書寫基板、以及製作低成本高靈敏度之表面拉曼散射基板。博士班亦有2個專

利正在審查中，包括隱形墨水及一種彩色隔熱膜。

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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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就讀臺灣大學化學系博士班，主要研究領域為有機金屬相關，包括配位基和金屬錯合物的

開發與合成、鑑定與數據分析。博士班的研究成果以第一作者發表於SCI期刊共2篇，分別發表於期

刊 Nature Chemistry 與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除了專業領域的鑽研之外也負責實

驗室的運作管理，包括擔任實驗室聯絡窗口負責人、管理毒性及關注化學品系統和檢核重要財產器

材等重要業務。在化學領域的專業上具有良好自主研究能力，而實驗室管理業務上則有著豐富的實

務經驗。

      以具有立體障礙的膦化配位基，合成了首個常溫穩定的單配位基雙原子碳分子 phosphine stabi-

lized dicarbon (PDC)，這突破性的發現不僅闡釋了化學結構和電子組態的關係，也解開長久以來化

學界對雙原子碳化合物和自由雙原子碳之間具爭議性的認知差異。此外，也發現PDC可做為一種新

的類碳烯配位基，其具有優異的予體能力特性，更通過鈴木交叉耦合實驗來證明其錯合物具有良

好的催化效果，有機會如同膦化物或者含氮雜環碳烯，廣泛應用於更多的催化反應當中。

      非常榮幸能獲得中技社科技獎學金的肯定。特別感謝指導教授中研院化學所王朝諺副所長的栽

培，不論在學術領域或是待人處事等各方面的教導，都讓我受益匪淺。另外也非常感謝梁子輝博士

總是無私的在專業知識與實驗技巧給予指導與經驗分享，以及感謝持續支持並鼓勵我的實驗室夥伴

們，讓我能獲此殊榮。

1. 國外期刊發表7篇

2. 無機錯鹽研討會壁報比賽優選2022、巴斯夫博士生創新論文獎2020

得獎學生

吳銘峻
指導教授

王朝諺
指導教授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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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得獎學生

李佳馨
指導教授

劉昌樺

      能谷自由度提供大數據時代全新編碼與資料儲存方式，發展能谷元件渴望解決面臨盡頭的摩爾

定律。而以電力方式操控能谷自由度更是發展能谷元件的關鍵。本研究使用新穎的二維磁鐵

(Fe3GeTe2)搭配數原子層厚絕緣體(hBN)作為磁穿隧電極，經實驗與密度泛函理論證實，自旋電洞有

效注入單層過渡金屬二硫化物的特定能谷，造成能谷極化，且外加磁場能夠控制極化率翻轉。研

究證實二維磁鐵可以實際運用於能谷元件，是能谷電子學發展的一大關鍵。

      感謝中技社設置研究獎學金，這份獎勵是對研究上最大的肯定與鼓勵，支持我們在漫漫研究生

涯上繼續前進。感謝劉昌樺教授的用心提攜與指導，帶領我循序漸進的瞭解如何著手進行研究，一

同跨越所遇困難，是研究旅途中不可或缺的好老師。謝謝我的家人一路上給予最大的支持，使我心

無旁騖投入研究。最後向與我並肩作戰的研究夥伴們致敬！

1. 國外期刊發表6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4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6篇

3. 清華大學光電所優秀博士生論文獎2022、清華大學光電所卓越論文獎2022、清華大學校長獎學金

   2020

      佳馨就讀清華大學光電所博士班三年級，在劉昌樺教授指導下，研究領域利用過渡金屬二硫化

物與鐵磁性等二維材料，整合成凡得瓦爾異質結構，大幅縮小元件尺寸，提供一個探索二維材料的

平台，作為使用光、電或磁場調變的自旋電子器和能谷電子器。利用光子搭載訊息進行運算與傳輸

，在訊號計算、傳輸及儲存上具有重要應用，解決電晶體體積縮小即將觸及物理尺度極限跨入量子

世界，以及人工智慧時代來臨對大數據資料計算及傳輸的需求。

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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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林宇杏，目前於成功大學化工所攻讀博士學位，我的研究主要為開發高安全性、高效能的

高分子電解質應用於鋰電池上，以解決市面上液態電解液漏液及易燃燒等安全問題。另外，個性方

面喜歡接受不同的挑戰，也對所想要完成的目標有一定的堅持，認為只要做到讓自己問心無愧，就

是挑戰成功。時間規劃上，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時間和情緒，在工作及活動中達到平衡。期許未來能

夠勇於表達自我，全力以赴面對更多未知的挑戰。

      近年來高效的儲能系統逐漸受到重視，鋰電池技術是儲能系統的主流。現今鋰電池大多使用液

態電解液，但有安全性上的疑慮，如：電解液漏液、燃燒爆炸等，因此研究逐漸轉向較高安全性

的膠/固態電解質。目前業界所使用的膠態電解質，組裝製程繁瑣，而我們開發以聚偏二氟乙烯高

分子為主的現址凝膠膠態電解質，實用性高，可以直接應用於現今液態電池的組裝線。

      從碩士到博士班，我的研究核心為開發高效能及高安全性的電解質應用於鋰電池上，期望能提

升電動車的普及率。研究所這段時間，在鄧熙聖老師的教導下，學習到很多事情，如計畫的構思及

撰寫、專利佈局、研究及論文的想法等，謝謝老師對我的栽培，也謝謝家人能夠支持我攻讀博士班

的決定，最後十分感謝中技社對我的肯定。

1. 國外期刊發表6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 72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lectrochemistry, Poster Prize Winner 2021、GET 

    Pitch!智慧綠能創新大會第三名2021、臺灣化學工程學會67週年年會-英語口說競賽第一名2020

4. 通過專利2件（申請中2件）

得獎學生

林宇杏
指導教授

鄧熙聖
指導教授得獎學生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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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學生

林珈琪
指導教授

李岱洲
指導教授

劉振良

      有機半導體材料基於可溶液製程、低溫製程、成本低廉以及分子可設計等優點，這些優點利於

大面積塗佈並應用於可撓式顯示器、感應器、電晶體、太陽能電池等軟性電子元件，因此本論文透

過獨特的分子設計以利用材料的特性混摻製作高效能光電晶體。

      感謝指導教授劉振良老師以及李岱洲老師一直以來對我的教導，也感謝系上以及中技社評委們

給予我研究成果的肯定，在研究過程中有許多失敗及挫折，但這些都是成功的必經之路，衷心感謝

在我辛苦的背後，一直給予支持及加油的父母和家人。最後再次感謝中技社設立獎學金培育無數的

莘莘學子，給予我們莫大的支持與肯定。

1. 國外期刊發表9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7篇

3.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2022、中央大學優秀學生獎學金2021、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大東樹脂獎學金2021、臺灣化學工程學會-化工年會英文壁報論文競賽 Honorable Mention 

    Award 2020

      我是今年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的博士班應屆畢業生林珈琪，在博士班期間主要研

究溶液製備有機半導體及其混摻材料於電晶體及光電晶體元件應用，此研究發表在ACS Nano、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等國際期刊，在博士生涯積極的參加許多

國內以及國際研討會並獲得許多獎項，也透過教育部計畫到日本山形大學做短暫的學術交流，學習

噴塗印刷等先進技術。

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指 指導教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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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凃玉發，目前就讀於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博士班五年級，指導教授是連振炘與張鼎張

老師，主要研究領域為薄膜電晶體與高頻通訊元件之電性機制研究，博士班期間共發表27篇SCI國

際期刊（第一作者3篇），並多方參與科技部計畫與業界產學合作計畫，且在修課方面均獲A+成

績，學生具充沛的學術研究能力與合作經驗，藉由不斷地積極學習與努力，期許自己未來能在半導

體領域發揮所長，且能將所學回饋於社會。

      InGaZnO 薄膜電晶體具有高載子遷移率、寬能隙、低漏電、透明、均勻性好等優點，適合用於

各種顯示器面板技術。然而，在實際面板操作下，薄膜電晶體長時間會受到負偏壓照光(NBIS)影響

，導致元件劣化。因此，論文研究提出一新穎結構，用以改善NBIS可靠度影響，此外，此結構具

有穩定的飽和輸出電流特性，可以改善面板的導線壓降所造成發光不均勻的問題，進而提升整體

像素的亮度均勻性，且可分散大橫向汲極電場，改善HCS效應，提升元件可靠度。

      很榮幸可以獲得「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感謝中技社與評審委員們的肯定與鼓勵，也特別感謝

父母親的用心栽培，以及感謝指導教授連振炘老師與張鼎張老師的指導，提供我許多資源與方向，

最後感謝支持我的同儕，一路上幫我加油與打氣，期許自己將來能不負所望，在研究的道路上有傑

出的表現，且未來能夠服務及回饋社會。

1. 國外期刊發表28篇

2. 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

3. 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國防工業獎學金2021、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菁英獎學金2020

4. 參與專案計畫8項

5. 專利申請中1件

得獎學生

凃玉發
指導教授

連振炘
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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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秉良
指導教授

王建凱

      細胞之機械特性在生理以及病理行為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在本研究中將微流體以及原子力顯

微術分別應用於量測活體細胞層之面內非等向性以及面外之力學性質，研究中成功量測到受剪切應

力所排列的血管內皮細胞層在面內不同方向之彈性係數，並與未受剪切力影響之血管內皮細胞層進

行比較，發現細胞層機械特性的大小及方向性皆隨環境變化而變化。同時目前也嘗試利用光鉗法探

討在細胞尺度下，細胞與基質的機械特性以及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

    非常榮幸能夠獲得中技社獎學金，感謝各位評審委員的肯定以及王建凱教授、董奕鍾研究員的

指導，在漫長的研究道路上提供方向及資源，讓我能夠完全投入科學的探索。同時也感謝帶領我開

啟研究之路的馬劍清教授與林沛群教授，您們做研究的熱誠以及態度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最後希

望本研究成果可以應用於未來生物醫學之發展。

1. 國外期刊發表9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6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6篇

3. 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獎學金（千里馬計畫）2022、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Sensors (ICSS) Distinguished Presentation Award、臺灣大學椰林優秀博士生獎學金2020、中央研究

    院獎助院內年輕學者赴國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2020、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Sensors (ICSS) Distinguished Presentation Award 

4. 參與專案計畫3項

5. 通過專利1件（申請中2件）

      我是臺大機械所的學生柯秉良，在學碩士期間也同樣是在臺大機械系裡進行學習及研究，目前

在王建凱教授的指導下進行應用光鉗與微流體於細胞與基質之非等向機械性質與交互作用的研究。

在過去學習經驗中，我沉迷於將力學應用於解釋生活以及事物中不同的現象，並嘗試利用這些知識

，應用於材料以及感測器之開發。此外，在中研院董奕鍾研究員指導下開始接觸到生醫領域之研究

並產生濃厚興趣，並同時利用工程方法進行生物、醫學相關之研究。

指導教授得獎學生



傑出表現

自我介紹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27

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CTCI Foundation AI Innovation Competition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學生涂易恆，就讀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四年級，目前在胡啟章教授的實驗室進行電化

學去離子方面的研究。在學術方面，我有7篇發表。語言方面目前有多益990分、托福108分以及通

過日檢N2的成績。我具有領導能力，大量的團隊合作經驗，良好的時間管理能力，並且善於與人

溝通。同時我也是一個能從錯誤中找尋並面對問題，進而尋找解決方法的人。未來期許自己的研究

，能夠解決水資源的問題，並對社會有所貢獻。

      隨著世界工業化與都市化發展之提升，人類對水資源的需求也日漸上升。電化學去離子由於其

低耗能、低成本、操作簡單和環境友善等特性，在未來水處裡的領域中有著很大的發展潛力。我

的研究主要專注於電化學去離子中的幾個部分:1.開發新的材料，並注重於提高效率以及壽命;2.設

計新型態系統及操作模式來達到高效率以及多功能化的目的;3.研究並改進材料對不同離子之去除

能力以及選擇性，以提高系統未來之整體應用性。 

      感謝中技社給我這個機會獲得這份獎學金，將利用這份獎學金持續在攻讀博士班的路上充實自

己，以期未來能夠回饋社會。一路上感謝指導教授的提拔以及推薦，父母朋友的支持與陪伴，還有

在研究路上所有一同奮鬥、討論的實驗室夥伴們。祝福大家在研究的路上都能順利。再次感謝主辦

單位的青睞及賞識，謝謝！

1. 國外期刊發表7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

3. 化工年會英文口頭報告競賽-特優 2021、清大永續發展競賽-第三名 2020、化工年會英文口頭報

    告競賽-佳作 2020、亞太化工年會海報競賽-特優 2019、科技部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 2019

4. 參與專案計畫7項

5. 專利申請中1件

得獎學生

涂易恆
指導教授

胡啟章
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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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育權
指導教授

吳安宇

      現今物聯網設備受限於有限的硬體資源，難以實現複雜且龐大的AI模型。在此研究中我們基於

超高維運算(Hyperdimensional Computing)本身具有快速學習以及高效推論之特性，設計一新型的輕

量型機器學習演算法來滿足現今物聯網設備資源之限制。其中我們提出兩大技術，進一步提升超高

維運算在有限資源下記憶體和運算能源使用效率，使超高維運算能成為一適用於資源有限設備之解

決方案。

      非常感謝中技社與評審委員們對我研究成果的肯定，能獲得此獎學金之殊榮，無疑是對我研究

莫大的鼓勵！同時也非常感謝吳安宇指導教授在我研究道路上的栽培，現今能有此研究成果，很大

一部分皆來自於教授一路上的提攜。透過此獎學金的鼓勵，也期許自己未來能運用所學，為臺灣半

導體產業以及社會貢獻一份心力！

1. 國外期刊發表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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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EE AICAS 最佳學生論文獎 2022、TSRI臺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優良晶片設計競賽-特優設計獎2020

   、旺宏第十九屆金矽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優勝獎 2019、教育部全國大專院校IC設計競賽研究

    所數位電路組-第一名 2019、教育部全國大專院校人工智慧論文分類競賽-第三名2019

4. 參與專案計畫4項

      我是莊育權，大學就讀臺大電機系，碩一期間直攻臺大電子所博士班，研究主題涵蓋AI演算法

開發以及AI晶片架構設計。在博士班四年研究期間，共發表3篇國際期刊與13篇國際會議論文。所

設計之AI晶片同時榮獲「TSRI特優晶片設計獎(第一名)」以及「第十九屆旺宏金矽獎設計組優勝獎

」之殊榮。並曾蟬聯2018-2019年「全國IC設計競賽特優(第一名)」。希望透過在IC領域持續地深

造，能為未來臺灣的IC產業貢獻所學，回饋社會。

指導教授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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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目前就讀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三年級（逕讀博士），學士畢業於臺灣大學，主修

資訊工程，輔修經濟學。研究領域為資料科學、機器學習與軟性計算，應用於金融投資、智慧工廠

、電網管理與物聯網。

      隨最大回落為投資理財與量化交易中的重要風險指標，然而路徑相依之特性，使之難以計算。 

本研究旨在以樹狀演算法量化最大回落風險，將路徑資訊記錄於節點中，透節點資訊的傳遞與更

新，以獲得超過閥值之路徑數，並量化最大回落機率。本演算法兼具效率性與穩定性，現階段已

將複雜度從母空間 O(2^N) 降為樹狀資訊之 O(N^5)，進一步減少傳遞資訊量與狀態數量，將複雜度

降為 O(N^2.5)，且在各參數下皆穩定收斂。

      獲得社會與業界的肯定，是攻讀博士歷程中的一大鼓舞。感謝中技社對於學術研究的支持與科

技人才的培養，有了國家與社會的支持，我們得以深耕學術研究，發表科技論文，讓全世界看見臺

灣的實力。期許畢業後能發揮所學、貢獻社會。

1. 國外期刊發表12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8篇

得獎學生

許家豪
指導教授

呂育道
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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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皓楷
指導教授

巫勇賢

      本研究著重於鐵電氧化鉿鋯(HfZrOx)電晶體(FeFET)，由於FeFET具低操作電壓、高操作速度以

及長時間資料儲存能力等優點，適合用於非揮發記憶體。然而，現有FeFET仍面臨可靠度不佳以及

多位階儲存(MLC)不穩定等問題，使其距離商業化量產仍有距離。為了改善FeFET應用於高密度儲

存之可靠度，本研究使用了氮化製程改善介面層品質，並進一步透過電性及物性分析驗證FeFET特

性改善，可有效提升FeFET元件可靠度，並提供更穩定的MLC操作，可望取代現有NAND flash記憶

體。

      感謝中技社給予研究獎學金。回想這一路上受到太多貴人相助，首先感謝巫勇賢教授，就讀博

士班期間，無論是研究課題或是生活小事都能感受到老師的用心。感謝實驗室的學長姊與同儕，除

了研究上給予最大的協助外，做人處事上更是我努力學習的榜樣。最後特別感謝家人這一路上的支

持與鼓勵。期許我未來能對半導體領域有所貢獻。

1. 國外期刊發表9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 台積電博士獎學金2020、清華大學校長獎學金2020、清華大學科技部培育優秀博士獎學金2020

      我是彭皓楷，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從小就嚮往進入半導體業，求學生涯一路皆

是往此方向前進。在大學修習專題研究期間，意外發現解決問題帶來的成就感，遠比過往獲得好成

績都來得更大，因此決定在大四上結束時，提前畢業並直接挑戰博士班，希望能藉由此階段訓練來

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積極的態度加上實驗室同學的幫忙，很幸運的能在三年內發表6篇國際期刊

，期許接下來能有更多的研究貢獻，加速鐵電記憶體進入量產。

指導教授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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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曾玉諼，就讀交大應化所博士班二年級，熱愛生活、熱愛研究，喜歡與人交流是我的興趣

也是我的優點，喜愛藝術與攝影，對於設計、繪圖與建模軟體也略有著墨。大學期間曾至瑞典林雪

平大學交換，碩士班在外商英特格公司進行半年的實習計畫，於李長榮營隊活動中也獲得了金質獎

的榮譽，近期將做為臺灣學生代表至德國巴斯夫公司進行學術的參訪活動。我的博士班研究以高分

子奈米材料與嵌段共聚物作為主軸，也期待未來在研究上的創新與突破！

      嵌段共聚物可透過不同後處理方式形成多樣的微相分離結構，此領域可擴及半導體材料與光電

能源儲存之應用，包括傳感與固態電解質等。將嵌段共聚物導入陽極氧化鋁模板之奈米孔洞中，

高分子鏈段會因環境尺度的限制而產生微相分離結構變化，我們藉由溶劑蒸氣退火、光、電等方

式來控制相分離結構，改變離子傳輸之通道，探討微相分離與元件之離子傳輸效率、電化學性質

之間的關係，期望為固態電池與能源儲存之領域開拓更多可能性。

      感謝中技社科技獎學金評審給予的肯定，讓我有機會獲得此項殊榮。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陳俊太

老師一路以來的指導，無論是在研究上、待人處事上都帶給我很正面的影響，也謝謝我的家人朋友

一路以來都不遺餘力的支持著我，期許自己在博士班的階段，能夠無所畏懼的接受挑戰與改變，多

接觸不同領域的知識與興趣，快樂成長！

1. 國外期刊發表8篇

2. 全球巴斯夫德國參訪活動-臺灣學生代表2022、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年會一般口頭論文競賽-銅牌

    2022、李長榮教育基金會第十屆獎學金活動-金質獎 2021、中國化學會巴斯夫碩博士生-創新論

    文獎2021、大東樹脂獎學金2020

得獎學生

曾玉諼
指導教授

陳俊太
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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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紹震
指導教授

趙振綱
指導教授

Ulrich Prahl

      本研究主要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複合材料(基材、異質、孔洞)之彈性破壞理論解析，藉由

複變函數、保角映射法與介面解析連續，提出多邊形塗層孔洞破壞理論解析，結果探討差排作用力

、介面應力、破壞行為等；第二部分為金屬基複合材料(鋼鐵摻雜陶瓷材料)之彈塑性模擬與實驗分

析。藉由微觀量測、微材料拉力測試、影像建模匯入至模擬軟體，再搭配多種破壞理論探討微結構

變形與破壞，最終由影像辨識方法分析與比較實驗和模擬結果。

      感謝中技社與評審委員的肯定，讓我榮獲研究獎學金。首先感謝指導教授趙振綱老師一路上的

教導與栽培，提供給我發揮的空間與縝密的邏輯思維能力。也感謝德國的共同指導教授Dr. 

Ulrich Prahl，給予我不同面向的研究思維與研究資源。最後感謝我的父母與老婆，支持我攻讀博士

班使我無後顧之憂。期許未來能貢獻於臺灣科技產業。

1. 國外期刊發表13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7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 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德研究進修計畫(DAAD三明治計畫)2021、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獎學金2021、

    臺灣科技大學院傑出青年2019、MES研討會最佳報告人獎2019

4. 參與專案計畫4項

      我是曾紹震，就讀臺灣科技大學機械所博士班五年級，從碩士班開始跟隨趙振綱教授研究破壞

力學理論，發現對材料破壞感興趣，因此持續攻讀博士班。博二時赴西安交通大學航太所研究熱障

塗層材料模擬與實驗破壞分析，期間發表了數篇國際期刊。博四時赴德國TU-Freiberg材料科學所金

屬成型部門擔任客座科學家，以破壞理論為基礎，並廣泛應用理論與分析真實鋼鐵複合材料的破壞

行為。在研究過程中不僅有跨領域學習機會也培養了國際合作經驗。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 指得獎學生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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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畢業於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所能源材料領域博士班，由黃炳照和蘇威年老師實驗室與國

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之共同指導，累積發表近30篇SCI國際期刊論文，其中以第一作者發表於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accepted),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under revision)；共同第一作者也發表於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accepted)。論文題目為「運用同步X-ray光譜探討光/電觸媒材料與其

結構與機制解析之應用研究」，用電化學與光催化材料之臨場原位光譜技術，進而分析相關材料的

氧化還原機制與特殊物理和化學現象。

      如何得到乾淨永續的能源是全球所面臨的挑戰。而同步加速器的X射線吸收光譜 (XAS) 是了解

各能源材料原子和電子結構的先進設備。透過原位XAS技術證實了複雜材料中界面相互作用對性能

表現的影響，提高永續能源領域取得新發現的可能性。在本論文中，透過臨場測量可以有效探索

觸媒催化劑，且提供更深入的見解，以了解金屬和載體之間的電荷轉移機制，更進一步討論在不

同材料影響效能好壞的活性位點，增進材料的選擇性並提高產業應用能力。

      從大學做專題開始接觸到先進同步輻射光源，到碩士接著博士，參與各式各樣的臨場光譜與影

像技術；其它方面協助老師進行計畫申請與報告撰寫，且參與國際研討會及雙邊國際會議。這一路

上讓我成長了許多，很榮幸能夠得到中技社研究獎學金，這是對我研究成果最大的肯定，同時也謝

謝指導教授蘇威年與黃炳照老師一路的幫助與教導。

1. 國外期刊發表30篇

2. 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6篇

3.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斐陶斐榮譽會員2022、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獎學金2021

4. 參與專案計畫3項

得獎學生

黃偉翔
指導教授

黃炳照
指導教授

蘇威年
指導教授

陳啟亮
授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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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承學
指導教授

梁啟德

      隨著科技的演進，量子電腦逐漸盛行。我的研究是將半導體電晶體，實現於量子電腦中。此研

究對於臺灣的科技會是一大的進展且富有挑戰性，因此，我們與電子所李峻霣教授、電信所陳士

元教授以及物理所管希聖教授組成一個實力堅強的團隊，其中從量子點元件之製成到量測，以及

微波操控量子位元，甚至到模擬，都可以一手包辦。一路以來遇到了許多困難與挫折，不過這並

不足以使我們放棄。在今年又成功獲得了國科會未來五年期間的研究資助。

      謝謝評審委員的青睞，非常榮幸能夠獲得中技社科技獎學金，對我來說是莫大的肯定。謝謝學

校提供優良的環境與資源，讓我能為臺灣的量子資訊研究盡一份心力。也感謝臺大梁啟德教授與高

師大邱志偉教授一路以來的提拔與鼓勵，還有家人及實驗室夥伴的支持與幫助，我才能夠持續堅持

博士班之路並獲得此榮譽。

1. 國外期刊發表3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

3. 石墨烯及奈米碳管的書籍著作出版於IOP SCIENCE 2021、ISMS國際研討會壁報獎2019

4. 參與專案計畫7項

      從國高中一路以來就對物理非常有熱忱。在大學選擇了物理系就讀，並修習教育學程，想將熱

忱分享給學生。到了研究所開始投入半導體研究，也感受到半導體對於臺灣發展的重要。對於學習

與研究，一直以來我都抱持著熱情去看待，雖然會遇到許多挫折，我總是有耐心得去解決問題，甚

至對於研究的進度上也會有許多的重任與理想，我會利用規律的運動來化解平常實驗上遇到的壓力

，鍛練自己在研究上的抗壓性以及責任心。

指導教授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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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雍騏，目前攻讀清華大學通訊所博士班。我特別敬重年長者、喜歡與長者對話，因為長者

往往比年輕人更有經歷與見識，在談話的過程中能夠學習到許多以往沒思考過的問題。我認為溝通

與交流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也時常督促自己要將話語表達得清楚。對於生

涯規劃，我並不草率決定，也不因時代趨勢而盲目跟從，反之，我會觀察自己的長處，在合適的領

域認真投入，希望能夠對社會、文化或環境有核心的幫助。

      軟體定義多路復用碼為我們實驗室所提出的一種編碼技術，可用於無封包格式的訊息融合，具

有高度的彈性與應用潛力。軟體多路複用碼的發想以及基礎理論先前已經發表在國際上重要的會

議上，我的研究即是加深此碼之理論深度、精進此碼之編碼與解碼之演算法效率並分析(如：此碼

使用的填塞演算法與字串搜尋演算法)、與發想新的應用題目，我們正將此技術應用於泛形網路封

包設計、自駕車智慧路徑規劃、與互聯網之安全性等課題。

      感謝中技社獎學金評審委員的肯定，在研究漫長路上大大小小的支持都是莫大的鼓舞。我從大

學時期就立志從事研究工作，認為臺灣因半導體技術的成熟，反而減少了對於未來不同發展可能性

的發想，而嘗試新穎的研究、學習抽象思考與建構系統性理論即是我的努力目標。爾後我將繼續努

力，將獲獎的支持作為往前邁進的動力！

1. 清華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2021、科技部大專生研究創意獎2019

2. 參與專案計畫3項

得獎學生

雍騏
指導教授

黃之浩
指導教授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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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琬柔
指導教授

陳頌方

      代謝體學(Metabolomics)是一門新興技術，藉由對生物體內的代謝物進行檢測，獲取整體的代謝

途徑變化，並從中找出生物信息與差異，進而發現相關疾病的發生，亦能鎖定變異處來制訂治療策

略。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檢測方法，成了重要的關鍵。研究主要透過優化生物萃取技術，針對生物

樣品建立合適的前處理方法，並搭配LC-QQQ/MS和LC-QTOF/MS質譜技術，來找出潛在的關鍵代謝

物差異(生物標記物)。

      感謝中技社給予的肯定，對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勵與殊榮，在研究路上能更加有自信與動力。特

別感謝指導教授陳頌方老師，在我研究上遇到瓶頸時，給予適時的指導與協助，並提供我與業界合

作的機會，透過研究交流將自身所學應用在不同領域上，達到相互學習的效果。最後，期許自己繼

續精進專業領域，有能力來回饋社會。

1. 國外期刊發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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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優秀研究生獎學金2022

4. 參與專案計畫3項

      現為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班學生。碩士班於陳頌方教授指導下順利畢業後，進入生技公司團隊擔

任助理研究員。踏入社會初期，深刻體會到了擴充新知與精進自己的重要性，毅然決定帶職攻讀博

士班。博士班期間，帶來了充實的生活卻也迎來多變的挑戰，除了需研究與工作之間的平衡點，也

要學習擔任領導的角色。如此充實的生活，讓我學習培養良好的時間管理與規劃。現在的自己正堅

持著，也期許未來的自己能夠將經驗回饋給社會。

指導教授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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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臺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博士班學生趙國宏，從大學、碩士至博士的求學歷程上，對土木

工程保有濃厚的興趣與熱忱。於課業上，大學曾為班排名第一，碩士及博士班(至今)也都是全系第

一。現已考取土木、結構工程技師、第一階段大地工程技師與美國FE CIVIL土木工程師證照，以此

檢定自身土木專業。專長於建築物、橋梁之耐震能力評估，並常以講師身分教導國內技師、建築師

評估作業。

      本研究探討於土壤-結構互制下結構系統之能量表現。因土壤為頻率相依之特性，本研究採用離

散時間遞回濾波方法和基礎-土壤阻抗函數來實現時、頻域轉換，以求得施加在系統基礎上的外力

。接著推導了土壤-基礎-結構系統在地震動作用下的運動方程式。透過運動方程式進一步獲得能量

方程，目的是檢查系統的土壤阻尼和能量分佈特性。最後，以一剛性圓盤形基礎之橋墩結構系統

作為案例分析。從能量耗散的角度比較土壤-結構互制之影響。

      感謝中技社頒發科技獎學金給我，肯定並鼓勵我在土木工程領域之相關研究，更謝謝我的指導

教授耐心的教導與栽培，指引研究的路途中有明確的方向。未來我會更加努力並以一己所學貢獻社

會，並持續努力發展自身專業，成為幫助社會進步的一環。

得獎學生

趙國宏
指導教授

宋裕祺
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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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得獎學生

潘晧人
指導教授

吳哲夫

      產品粒徑分布為一評估批次結晶製程產品品質之重要指標。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透過粒數平衡

方程式描述批次中晶體粒徑分布，並陳述對應之最適化問題以求得最佳批次控制策略。然而，求解

上述最適化問題之計算負擔甚大，造成探討最佳控制策略之困難。本研究透過最佳控制理論、方程

式座標變換、以及多種數值方法，開發出多種可求得最佳控制策略近似解析解之高效能演算法，並

針對常見目標函數間取捨關係進行全面分析。

      相當榮幸可以成為中技社科技獎學金得主，也萬分感謝中技社對於我博士論文以及就讀博士班

期間表現給予的肯定。中技社近年來提供各項獎助學金嘉惠數百名莘莘學子，足見中技社對於大專

院校研究人才栽培不遺餘力。我會帶著這份獎學金的支持，盡我所能成為一個能貢獻社會的化工工

程師，不負中技社給予的肯定。

1. 國外期刊發表4篇

2.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4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 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碩博士畢業論文展傑出論文獎2022、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20

    22、臺大工學院研究生院長獎2022、臺灣巴斯夫碩/博士創新論文獎2020

4. 參與專案計畫3項

      基於對數理化相關領域的興趣，以及希望透過實務對社會盡一份心力的心願，自大學部起便進

入臺大化工系就讀，並成功進入吳哲夫教授帶領的程序系統工程研究室。擔任專題生與碩士生期間

，指導老師指引我鑽研有關批次結晶製程的學術問題，也帶領我執行與李長榮化工與台化纖維公司

的產學合作案，讓我有機會應用所學的化工知識，並激起了我留在實驗室攻讀博士班的念頭。因此

，我在108年2月申請逕修博士，並於今年6月順利畢業。

指導教授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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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賴柏廷，目前就讀於清大材料所博士班。大學畢業於清大材料系，並在三年間獲得兩次書

卷獎，大四時赴德國德勒斯登工業大學交換，培養處理問題的能力以及外文溝通能力。博士班主要

從事鈣鈦礦光感測器的研究，包含可見光、太陽光與X光之感測，博士班期間已發表4篇SCI重要期

刊論文，並有一篇獲選為該期刊當期封面。我亦為清大男排的一員，豐富我的生活也幫助我心性及

領導力的培養，並獲得一次全國大專聯賽第三名的成績。

      本研究使用全真空蒸鍍的方式製備CsPbI2Br鈣鈦礦X光感測器，達到1.2 C Gy  cm  的自供電敏感

度。鈣鈦礦除了優異的光電特性，因其元素組成亦包含重元素，使其X光吸收能力也相當優秀。本

研究利用真空蒸鍍的優勢，在單一腔體內製備出不同厚度的X光感測器，且膜層相當平整，使其可

有效降低X光吸收層與載子傳輸層間介面缺陷的產生及深度。我們亦製備出144平方公分的大面積

鈣鈦礦膜層，證明其在X光檢測領域有極大的應用潛力。

      能夠獲得這份獎學金，感謝中技社與評審委員對我的肯定，我會帶著這份鼓勵繼續走在研究的

路上。此外我亦要感謝林皓武教授對我的栽培，有教授的指點與實驗室同仁們的協助，使我在諸多

研究上有所成長與突破。期許自己能在研究路上努力不懈，堅持下去，不忘師長們的期許，在未來

將自己的專業回饋給社會。

1. 國外期刊發表4篇

2. 清華大學科林研發論文獎學金-優等獎2022、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校長獎學金2019、大專

    院校排球運動聯賽一般男子組-第三名2018

3. 參與專案計畫2項

得獎學生

賴柏廷
指導教授

林皓武
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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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自我介紹

創意概述

得獎感言

得獎學生

林珮玉
指導教授

解巽評

      國際海事組織要求2023年起海上船舶每年需減少碳排放2％，相當航運碳排放量需降低40％。

面對提升運力同時達成歐盟減碳規範之兩難，本計畫Omnis船舶航速優化系統，利用交通部TDX育

成網、全球天氣資料庫及國際海運平台，分析影響船舶碳排因素，如航程阻力及氣象變化，設計二

維空間的航速優化演算法，藉由控制引擎轉速以控制航速，搭載前後端操作介面，協助船舶航行時

有效減速，減少遠洋海運碳排放，因應中長期航運業去碳目標。

      獲獎就是一種肯定。若無評審們的肯定，我們不會堅信大學憑空而來的想法是可行的，甚至堅

持至今。比起大部分的獲獎團隊，我們並非碩博生，也無專業教授指導，計畫都是透由夥伴每週討

論及多次訪談而產生的。「會走得迷惘，但也會發展更多可能」這次的獎學金減輕一些出國留學的

負擔，我會更努力學習專業知識，讓prototype落地實踐。

 

      我是一個有創造力也有創業夢的成大電機系學生。對教育充滿熱情，曾赴偏鄉小學執行雙語教

學計畫，也曾在NGO設計Arduino教案；喜歡做中學，開發過嵌入式系統及AI相關應用，也擔任創

新創業聯合會會長，有多次參賽經驗，一共奪得3次全國冠軍。透過競賽佳績登上新聞報導，並入

選全國大專優秀青年。Work hard, play hard.課業之餘也加入女籃及登山社。大三赴上市公司做數據

分析，獲得未來一年欲聘。大四目標是出國攻讀碩士，冀希找到優秀創新人才一同創業。

1. 教育部臺灣能潔能科技創意實作競賽金牌2020、SMART 4.0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ompetition 

    Champion 2022、交通部交通數據競賽未上線組榮譽獎2022、中國青年救國團全國大專優秀青年

    2021、交通部航港大數據創意應用競賽學生組第一名2021

2. 參與專案計畫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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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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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自我介紹

創意概述

得獎感言

得獎學生

林篆澤
指導教授

陳世芳

      作物於生長期間受病蟲危害而造成的產量損失極為可觀，本作品以茶為目標作物，結合深度學

習影像識別技術及植物醫生診斷與防治經驗，開發適用於田間實務應用情境的擬真茶葉醫師。在模

型架構上，應用概念「少量物件辨識」降低資料蒐集所需之人力及時間負荷，能以更快的速度擴增

類別，在提供即時病蟲害類別辨識之餘，本作品亦設計「智能處方箋系統」，協助農民實現精準用

藥，減少用藥支出，提高農產品安全，並且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很榮幸能夠獲得中技社創意獎學金的肯定，雖然是參加個人組的競賽，但在過程中得到很多貴

人幫忙，特別感謝指導教授陳世芳老師、茶葉改良場幫忙資料蒐集的林秀橤研究員，以及實驗室夥

伴們早期積累的影像資料，讓我得以發揮我的創意並對臺灣茶產業能夠有些許貢獻，未來會繼續將

所學結合領域所需，開發創新且實用的系統。

 

      學生林篆澤，畢業於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從大三暑假加入陳世芳教授的實驗室後，我

便投入令我感興趣的人工智慧領域，並且有幸能將所學應用於茶葉這個臺灣重要的經濟作物上，與

農民的接觸更讓我下定決心，要將系統設計的更加貼近使用者的需求，而不只是在電腦中分析模型

的表現。空閒時間我喜歡從事各項運動，參加過擊劍校隊以及籃球系隊，大學四年，我透過不斷嘗

試在學習及休閒間取得平衡，讓我能夠高效率的完成設定的目標。

1.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

2. 參與專案計畫1項

指導教授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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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自我介紹

創意概述

得獎感言

得獎學生

張以謙
指導教授

陳嘉勻

      如何將再生能源充分利用，提高其轉換成電能的效能成為普遍研究的重點核心。故熱能的回收

發電也是綠色科技的重點之一，熱能無所不在，舉凡工廠、電子產品、人體的熱能皆可回收發電

！以往熱能就直接散失到大氣了，但隨科技進步，熱能將能有效被利用，而將熱能轉換成電的材

料就稱作熱電材料！我發明的創新熱電薄膜，和以往相比，轉換效能提升近5倍，且具透光性、簡

易製程、可撓性、貼附性佳的特色，故極具和實際產品結合應用的潛能！

      感謝中技社的工作人員、評審委員和指導教授，讓我有機會得到中技社創意獎學金，獲獎對於

我的自信、生活、研究動力和成就感都有非常大的幫助！之後，我將不斷精進自我，發揮更大的研

究能量及潛力，來回饋給社會。雖然從事學術研究不是為了得獎，但獲獎是對我最大的鼓勵，以及

對我的研究的肯定，因此我由衷感謝！

 

      我是成大材料所碩二研究生張以謙，碩士研究致力於熱電材料領域，可以將廢熱收集產生電力

做使用，再生綠色能源的主題是近年來非常具有潛力的主題，若能將半導體元件的效率提升以平衡

材料成本，在未來5年內很有可能大量出現在市場中，包括裝在汽車座椅上供車內冷氣電力，或是

裝在一些貼身小型裝置(例如手錶)的供電，也能裝置於工廠內收集機器的廢熱來供應廠內電燈的電

力等等，是一個有利於環保及綠色能源的半導體元件研究。

1. 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

2. 功能性材料研討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海報競賽-優等獎2022、臺灣真空年會論文發表會壁報論

    文特優獎-第二名2022、成功大學材料及工程學系李汝桐教授紀念獎學金2022、臺灣真空年會論

    文發表會壁報論文-優等獎2021、成功大學材料及工程學系黃文星教授紀念獎學金2020

3. 參與專案計畫1項

4. 專利申請中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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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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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T-  
IVT-Intelligent Vision Test

傑出表現

自我介紹

創意概述

得獎感言

得獎學生

張妍
指導教授
 

李鍇朮

      IVT-智能視力檢測儀 (IVT-Intelligent Vision Test) 是一個壁掛式醫療設備，透過自動化和感測系

統達到視力檢測的精確性和便利性，簡化繁瑣的模式切換和計算過程。屏幕採用升降伸縮設計，可

同時滿足成人和兒童高度的測量。透過IVT試鏡的檢驗建議和語音溝通，讓配鏡者擁有最佳的鏡片

選擇。

      由衷感謝中技社創意獎學金給予的機會及肯定，讓我汲取評審們的專業建議，作為未來設計作

品參考及方向。將發揮所能善用這筆獎學金，投入往後更多的創新設計，並持續發掘全球值得解決

的各種議題，以不設限為出發點設計有關SDGs永續目標的產品及服務。最後，感謝指導老師的栽

培及親朋好友的陪伴，讓我沈浸在正向能量的氛圍中做設計！

      我是張妍，擁有旺盛的好奇心及不斷追求卓越的熱忱，學習專長是工業設計，同時修讀國小雙

語教育學程，也積極參於國際競賽，針對使用者調查與分析、設計與電子整合都有所研究，並勇於

挑戰從未接觸過的課題，利用實地調查來使設計研究更具市場機會，所設計研發的創新產品在短短

1年多的時間獲得紅點概念、紅點傳達、Core77 Design Awards等大型國際獎項，紅點概念更獲得Best 

of the Best 年度最佳設計獎。期望持續以設計解決各項議題，營造最佳的生活品質。

德國紅點設計-概念獎 Red Dot Award: Design Concept-Best of the best 2022、德國紅點設計-視覺傳達

獎 Red Dot Award: Brands & Communication Design-Winner 2022、美國工業設計獎 Core77 Design 

Awards-Student Notable 2022

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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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自我介紹

創意概述

得獎感言

得獎學生

傅乙晟
指導教授

陳品竹

      本作品彙整都市化產生之議題：高樓風及熱島效應的問題，間接導致戶外活動的減少及廢熱排

出的加劇。為此提出一新型技術裝置，將風破碎化，並以蒸散減緩熱島之建築吸熱，整合智慧化的

使用情境，營造群眾使用戶外空間的良好環境；同時利用風等資源，轉化為綠色能源供給場地內使

用，徹底將都市化下的弱勢轉化為優勢。未來裝置除了有機會與公園樹蔭相輔相成之外，也可營造

新型態公園或廣場之可使用地景，吸引民眾前來增加廣場的使用率。

      很高興能獲得中技社創意獎學金。破風之針致力於改善都市化帶來的街道環境惡化，透過智能

建築構想主動式及被動式的改善戶外使用環境，同時附帶許多的效益。這個作品是我最喜歡的作品

之一，期許這個獲獎是起步，激發我向前行，持續為改善未來生活品質目標繼續努力。

      我是傅乙晟，出生於苗栗，祖上來自廣州，後來定居於苗栗銅鑼，是正統的客家人。我有兩個

姊姊，自從姊姊外嫁到國外、爸爸意外過世之後，家裡現在只有媽媽在高鐵站工作維持家境，生活

小康。雖然我與姊姊的年齡相差很大，但偶爾還會通訊軟體聊天視訊，與家裡及媽媽這邊的親戚感

情都還不錯，互相扶持照顧。

1. 國外期刊發表1篇、國內期刊發表1篇

2. 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3.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第三屆住都盃挑戰賽-入選獎2022、Farmani Group AMP Best of Best 2022

   、中華民國營建工程學會第十九屆營建工程學會-第一名2021、廈門大學等四校聯辦第五屆海峽兩

    岸評圖暨交流展-三等獎2021、亞洲建築新人戰臺灣實行委員會臺灣代表選拔賽-佳作2021

4. 參與專案計畫15項

44

得獎學生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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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自我介紹

創意概述

得獎感言

得獎學生

黃意婷
指導教授

陳麒元

      隨著無線數據使用量的快速增長和有限的頻譜資源，卻缺乏無線電頻譜資源和不當管理，目前

許多研究指出可以假冒Wi-Fi、藍芽及自行編碼的通訊方式進行傳送與接收資料，影響資料外洩的

安全性問題。本研究將環境中的無線訊號、動態物件資訊蒐集後進行辨識，並藉由辨識正常訊號來

判別是否有Covert-channel Attack等惡意連線，阻擋著那些盜取資料等惡意行為。本研究使用類神經

網路YOLOv3以及卷積神經網路(CNN)進行訓練，達到九成的準確率。

      感謝中技社提供創意獎學金，獲得這份獎學金是榮耀與盼望。謝謝評審委員們的耐心審查與聆

聽，主辦單位給予的肯定與獎學金，提供莫大的動力給許多有才華的人，讓大家可以安心、愉快地

從事學術研究。最後與所有獲獎人共勉，除了努力工作外，一定要長保健康，共同提升臺灣的競爭

力，才能在各自努力的領域上，走更長遠的路。

      學生黃意婷，目前就讀宜蘭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父親是一名資訊工程師，自小接受資訊等知識

洗禮。在學術培養方面，學習態度好問、好學、深思，必修成績一向高分，也擔任系上教學助理

，晚間提供Teaching Assistant課程，取得大學人氣TA；活動方面，11項競賽獲獎、考取證照多張

、發表3篇學術論文；志願服務方面，完成國際志工培訓；工作經驗方面，擔任教育部資工安全實

務計畫司儀、取得經濟部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等。展望未來為社會盡心盡力！

1. 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3篇

2. 經濟部工業局全國第一屆沙崙資安新秀大賽-佳作獎2022、教育部第26屆InnoServe大專校院資訊應

    用服務創新競賽-第二名2021

3. 參與專案計畫10項

指導教授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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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自我介紹

創意概述

得獎感言

得獎學生

賴謙忱
指導教授

李鍇朮
指導教授

宋同正

      此產品是以探索與訓練來達到兒童弱視改善的遊戲型輔具，透過模塊化的組合創造各式具訓練

價值的遊戲，讓弱視兒童進行視覺變焦、專注目力的眼部肌力訓練，及色彩的辨色訓練。E-YES以

望遠鏡的型態讓孩童可容易學習使用，透過兩側鏡頭組合各式AR情境透明片，讓兒童在遊玩E-YES

時能發揮想像力並進行環境探索，使睫狀肌在望遠與看近之間切換時達到水晶體的訓練；配合視力

檢測模塊，將E-YES作為視力檢測器使用，提早發現問題並治療。

      台上一分鐘台下六十秒，這不是玩笑話，每個人生命中的時間都是一樣，端看你如何去使用。

在畢業專題時期，我犧牲了所有的時間來做設計，犧牲睡眠、假日(寒暑假、年假)、玩樂，每天

24小時除了吃飯睡覺以外都做設計，持續兩年。感謝生命當中所有貴人的支持與鞭策，讓我在經

歷了無數的失敗與挫折後，還能不斷的走下去。

      我是賴謙忱，今年23歲來自台中，目前就讀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研究所，在學期間創辦鳴天設

計有限公司，進行產品設計與傳達設計的接案與開發。從大學到碩士期間內設計了50多件產品專

案，設計的產品涵蓋3C家電、醫療輔具、教具、交通工具等，並獲得世界三大設計獎(紅點設計大

獎Red Dot、iF新秀年度最佳獎、IDEA國際設計傑出獎)的肯定，與百餘座國內外競賽的獲獎榮譽，

近期也曾受邀到大學、公部門進行演講。

1. IDES美國國際設計傑出獎-金獎2022、iF新秀設計獎-年度最佳設計獎2022-2021、紅點設計概念

    大獎winner2022-2021、紅點品牌與傳達設計大獎winner 2021、紐約藝術指導協會年度獎winner 

    2021

2. 參與專案計畫10項

3. 通過專利2件（申請中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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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學生

E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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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宋旗桂

1. 國內研討會論文發表1篇

2. 勤益科技大學金牌創業家全國前14強入選決賽2022、高雄科技大學實務專題競賽-佳作2021

3. 參與專案計畫4項

      我們是來自高雄科技大學-機電工程系的「STL studio」團隊，於2019年由兩位熱愛創作、設計

的機電工程系學生所創立。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分別就讀於臺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機電工

程研究所，持續利用各自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改良先前所設計的商品並構想著未來的產品。「精

益求精、盡善盡美」是我們團隊中最根本的理念，抱持著這樣的想法，將構想的作品從無到有、化

虛擬為現實，做到無可挑剔。

      機械自動化技術逐漸普及於日常生活，從咖啡沖泡、果汁榨取及寵物餵養等，為人們解決許多

瑣碎事務。國內機械自動化人才培養過程中，常因缺乏相關教學設備進行實作，間接削減了學生對

機械自動化學習之興趣。本研究為解決上述問題，整合機構設計、3D製圖、列印及伺服程式控制

技術，研發具備智慧顏色識別分類、電阻式手動操作及馬達角度監控模式之機器手臂，提供師生自

行下載、列印與組裝，作為機械自動化基礎控制理論的教學與探討。

      很榮幸獲得「中技社科技獎學金」評審委員的肯定與支持，讓我們能接受各方專業領域的評鑑

，也使我們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達到我們最初所希望的，改善國內教育體系、提供學生更多元

的學習方式。謝謝高雄科技大學機電工程系及創新創業教育中心的每位師長，也特別感謝宋旗桂教

授的指導，引領團隊走向正確方向，給予極大幫助。

 

指導教授：宋旗桂

林 立                凌振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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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許智誠

111學年度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專題競賽-第三名

       鄭智元：伺服器架設和維運laravel框架架設、系統首頁開發、組織開會事宜；鄭家瀚：報告呈

現、報告用簡報大綱與製作、商業模式規劃；李 萩：google apps script介面&功能開發、網站後端

開發(laravel+mysql)串接、imgur上傳、python　module與伺服器環境整合；張芳瑜：ruDall-E圖片混合

功能的Python script image stylization的Python script、自然語言前處理的Python script；彭昭瑜ruDalle

生成功能的Python script及測試、去背功能的Python script美工(介面css、logo設計等)和印刷、影片

後製。

       AImager是為AI和Image結合而生，旨在我們能透過AI來生成符合簡報情景的圖片。使用者只需

輸入敘述文字，就能生成相應的圖片，加速取得圖片的流程，另外還能透過系統中混合、風格化、

編輯等功能，讓所生成的圖片更個人化和貼近簡報內容，也可利用搜尋功能，方便使用者找出相似

情境下已生成的圖片。我們將系統佈署在Google Apps Script上，使這些功能變成Google簡報的外掛

程式，達成跨平台使用的便利性，同時讓簡報製作和圖片的取得與處理變成一條龍的流程。

      非常感謝中技社提供的機會與評審們的青睞，能獲此殊榮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鼓勵跟肯定

，藉此機會也得到了許多寶貴的建議，瞭解可以針對哪個部分繼續精進；也十分感謝許智誠老師在

專題製作過程中給予的各項指導，提供我們相當大的幫助，我們會珍惜這個機會，持續保持奮發向

上的態度，不斷持續精進自己的能力。

AImager

指導教授：許智誠

張芳瑜               李姸萩               彭昭瑜                鄭家瀚                鄭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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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王識源

1.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2篇

2. 參與專案計畫1項

      本團隊由陽明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王識源老師指導；由學生陳廷嘉、蔡宗翰、黃靖文共同組成

。王識源老師：指導信息與材料計算和機械製造，以電腦運算技術探索建築的新可能性；陳廷嘉：

專長數位設計與製造，其內容含括材料物化性研究到結構運算等實物製造考量；蔡宗翰：擅長於研

究機械工具改良與3D列印機之研究。掌握數位運算輔助工具與參數式設計之邏輯思考；黃靖文：

擅於用建築實務的角度思考建築的新可能性，並對新工法提出未來的想像。

      將熱融性材料加熱塑型的製造特性與鎳鉻絲線通電後發熱的性質相結合，本研究計畫研發了一

種能在短時間內將編織的鎳鉻絲線燒結粉末材料(TPU)的特殊製造工法。從前期的物性研究、加工

參數的蒐集，到整體製造流程的開發與優化，本案驗證了新工法的可行性以及看到了其背後的發展

可能性。我們利用SNOW工法快速製造以及技術門檻低的特性提出了一個生產都市防災帳篷的構想

，期望本系統能為災後重建帶來更具有彈性且機動性更高的防災選擇。

      非常榮幸能夠獲得評審團隊的青睞，更感謝中技社提供創意獎學金。一路上謝謝王識源老師的

悉心指教，讓我們得以有機會將此項技術從草製原型推展至今。我們相信研究案提出的新製造工法

，能夠在資源充盈的狀態下走的更加長遠，且能對社會產生實質的正向影響。

 

-SNOW

指導教授：王識源

陳廷嘉                黃靖文                蔡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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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辰

1. 旺宏金矽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應用組-銀牌獎2022、I-Zone全國創新智慧顯示專區-入圍展出

    2022、科技部未來科技展-受邀參展2022

2. 參與專案計畫1項

3. 通過專利2件（申請中1件）

       本團隊由成功大學電機系IDBA Lab與SMILE Lab碩士生組成，實驗室著重嚴謹的邏輯思維培訓

，並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源，主要研究有顯示器電路設計、前瞻智慧醫療顯示技術開發、生醫電子系

統與AI醫學影像分析等。本次作品透過前瞻智慧醫療技術，開發具創意且新穎的互動系統，團隊中

每位成員皆有各自擅長的研究領域，藉由系統開發合作中相互砥礪、一同成長，從無到有充分發揮

軟、硬體與系統整合的實作能力，期望我們的設計能為科學研究盡一份心力。

      相較現行數位病理平台，本團隊提出之AI病理互動平台，結合MR眼鏡看見非接觸式的平台操控

介面，並以手勢檢閱病理切片影像，且導入自開發之觸覺回饋系統，減少使用MR時產生之距離認

知誤差，從而提高操作精度與系統易用性，同時電路設計又具備無縫拼接與模組化之特色，使系統

擴充自由度更高。平台方面能即時瀏覽數位病理切片，並輔以AI分析模型判讀病徵，提升病理切片

之分析與診斷效率。

      團隊很榮幸能獲得中技社創意獎學金，感謝評審委員的肯定與鼓勵，同時感謝林志隆教授與詹

寶珠教授細心指導與協助，帶領團隊開發新穎技術並參加多項全國性競賽。團隊在一次次的討論與

改進中成長，榮獲此獎是我們持續精進努力的一大動力，期許我們的作品能創造價值幫助更多有需

要的人。最後，再次感謝一路相伴的老師與同學們。

謝博淮
 

謝汶諺鄭青宇劉祐宏曾立帆張宏瑜陳佳辰 劉祐宏張宏瑜 曾立帆 鄭青宇 謝汶諺 謝博淮

指導教授：林志隆指導教授：詹寶珠指導導導教教授授：詹詹寶寶寶珠 指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林林林林林志志志志志志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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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創新創業競賽金牌創業家-冠軍2022、桃園新創之星創天下實作競賽-冠軍2021、教育部YOUNG

飛行動全球計畫-年度績優團隊暨人氣獎2020

      LooPick循拾成員遍布臺大、清大、陽明交大、臺科大、中興等5校，囊括資工、電機電子、傳

播、機械、化學、企管等專長，分為工程與業務部門。LooPick聚焦SDGs12-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

旨在改變外食=不環保的既定印象，提供環保餐具租賃與送餐服務，透過數位化循環容器管理系統

與串聯各大供應商，使外送、外帶輕鬆達成減塑循環，創造與環境共好的餐飲選擇，目前已減少超

過30,000個一次性餐盒，與嘉義市、台中市、雲林縣、台南市政府合作推廣中。

      計畫核心是基於環保容器，提出適用各場域的解決方案。1.環保餐點配送：與餐廳、團膳業者

合作，消費者只需於我們的平台上訂購餐點，餐廳將由以環保餐盒出餐，在使用完畢後將派員前往

指定地點回收。2.環保餐具租借：消費者欲租借餐具數量與地點，將於指定時間送達與回收。3.商

圈循環杯：目前與縣市政府合作推廣循環杯活動，範圍逐漸擴大中。LooPick循拾透過串聯各大供

應商以降低使用成本，讓所有人都可以輕鬆入手永續消費型態。

      隨著環保意識興起，環境議題越來越受到大家重視。但事實上，每年一次性容器使用量，還是

逐年攀升，臺灣如能善待環境，方有永續的未來。循環平台的建構過程面臨各種挑戰，團隊很珍惜

來自不同領域專家的寶貴建議，也很榮幸獲得中技社的肯定，我們也將善用此獎學金，貢獻所學，

把科技結合在循環經濟的應用中，對社會有所貢獻！

 

陳怡蓁               蔡耀 

指導教授：林子倫

陳怡蓁 蔡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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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竹黑客松LINE組-第一名2021、LINE FRESH校園競賽-特別獎2021

      我們的團隊由三位成員組成，分別為李璨宇、陳暐誠與黃則維。大三時我們就決定要參加與程

式相關的競賽活動，於是我們一起參加了許多比賽，在比賽的過程中培養了絕佳的默契，使團隊中

每個人的長處都能在適當的領域有所發揮。參賽過程中發現問題，我們會積極的與彼此溝通，互相

了解各自的想法並達成共識，嘗試在短時間內解決衝突，大幅降低團隊合作的困難度。我們認為就

是因為上述的原因，才能使我們在許多比賽中過關斬將，取得優異的成果。

      我們的作品是藉由網路爬蟲爬取臉書社團「清交二手大拍賣XD」的貼文，同時結合自然語言處

理技術，將貼文分析出字詞，發送通知給關鍵字訂閱者，使他們不再錯過熱門商品，也節省需要不

斷查看社團的時間。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越來越多人接受二手商品，學生透過社團將不需要的

物品轉售，也有營隊在社團上發送剩食，以往沒有管道讓資訊傳播，使得許多食物浪費掉，有了我

們的系統，資訊可以更好的傳遞給使用者，讓每一份糧食都不會遭到浪費。

     很榮幸可以獲得創意獎學金，感謝中技社給予的肯定，對於這份得來不易的支持，我們會好好

運用在最適當的地方，除了將這些獎學金用於架設以及開發作品，我們也會持續學習，發想更多不

一樣的想法與技術，積極推廣剩食以及二手物品的再利用，讓這些付出最終回饋到社會之中，也使

我們居住的環境可以更加環保。

指導教授：彭文志

黃則維               李璨宇               陳暐誠

指導教授：彭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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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林子喬

電網學校-優秀專題提案獎2022

      起初的發想是因為臺灣最近發生多次跳電問題，大多數都是線路故障所導致的，因此我們希望

可以改善線路故障搶修的速度，讓跳電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我本身對於電力系統十分有興趣，希

望能夠透過研究來改善現有問題；而宥霖同學對於程式的撰寫及深度學習方面有很大的興趣，因此

我們便把兩人的興趣做結合，透過深度學習的方式來做故障定位檢測。我們在這個作品中獲益良多

，不但把自身所學的知識靈活應用到實務上，也彼此相互學習不同內容的知識。

      透過MATLAB simulink建立輸電線路模型，蒐集發電端與接收端的三相電壓電流值。建立起數

據庫，再透過深度學習訓練，讓測試集資料丟進去後可以快速判斷出故障距離以及故障種類。這套

系統最大的特色是可以快速且精準地做出判斷，當故障發生時，接收到電壓電流的波形後，不用3

秒就可以判斷完成，就能快速地派人到現場進行維修，且因事先就已經判斷出故障的種類，所以到

現場後的維修速度也可以大幅提升，可以大幅度減少因為停電所帶來的損失。

      這份專題從起初的設計構思，到後期的精準度調整，花了很多時間在思考，要怎麼做才能呈現

出最好的成果。謝謝指導教授在旁給予的建議及督促，讓我們清楚了解努力的方向，也謝謝評審委

員對於我們設計的軟體給予肯定，我們會更加努力，讓這套系統能夠有機會成為真正可以運用在現

今輸電線路上。

黃柏鈞                李宥霖   

指導教授：林子喬

黃黃柏柏鈞鈞 李李宥宥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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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葉文鈞

      我們的技術團隊熟悉掌握多項專題研究的技能，例如：程式撰寫、APP設計、電路設計、元件

焊接與有關3D外觀製圖的能力等，團隊每位成員學習態度認真、負責。先前參與過各項發明展及

諸多競賽中，取得多項優秀成績，也從中學習到更精進的專業技能。

1. 第十七屆數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TEMI物聯網應用組-第一名2022、瑞士日內瓦發明展-金牌

    2022、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金牌2021、全國大專校院智慧創新暨跨域整合創作競賽-第

    一名2021、韓國首爾發明展-銀牌2021

2. 通過專利1件

      本作品在蓮蓬頭內安裝三軸感測器進行監測，當使用者在浴室手持蓮蓬頭洗澡滑倒造成倒地不

起時，裝置會透過WIFI發送訊息通知家屬。而使用者可於洗澡前透過APP控制水龍頭內的電磁閥與

伺服馬達，來調節水管內的水溫，讓使用者能舒適的洗澡，若未達到使用者預設的水溫時，裝置會

自動將冷水排入儲水槽中；當馬桶的水箱處於缺水，並且儲水槽是處於滿水位時，系統會將儲水槽

中所儲蓄的冷水排入至馬桶水箱中，來達到節約用水以及水循環的功能。

      感謝中技社給予團隊的肯定，獲得此項殊榮要特別感謝葉文鈞教授以及學校的指導與協助，我

們團隊花費了許多心力，完成了作品的構思、設計、製作、測試、修改與專利申請，並帶著作品參

加各項競賽，在活動中展示與解說，過程中感謝各項活動之評審給予我們的建議與肯定，讓我們的

研究不斷精進，團隊才能獲得許多獎項為校爭光。

蔡沂宬               王韋翔               周奕均                 紀  昀         蔡蔡沂沂宬宬 王王韋韋翔翔 紀紀 昀昀周周奕奕均均

指導教授 葉文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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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駱尚廉

      全球太陽能光電系統成長率逐年攀升，而目前國內退役的太陽能板多走向焚化或掩埋，但太陽

能板中含有許多地殼稀有元素，或為能源及戰略物資，或為關鍵原材料；這些礦產資源稀缺且開採

不易，應將其資源再利用。我們團隊投入廢棄太陽能板資源化之研究，針對太陽能板種類、前處理

技術選擇、金屬回收效果等進行探討，期望能為廢棄太陽能板的元素回收找到適合的處理技術，以

進行高值化應用。

      隨著全球太陽能板安裝量的普及，廢棄太陽能板處置將是未來的一大隱憂。本創意構想是利用

微波熱裂解技術進行前處理，藉由均勻、功率穩定的微波場、由內而外的加熱方式，在去除有機質

的過程中，減少熱量損失，降低回收所需之能耗。接著分別以火法、濕式冶金技術，進一步提取太

陽能板中的稀貴金屬元素及矽晶，以資源化的方法取代原物料礦場開採，讓廢棄太陽能板能夠有效

回收再利用。

      團隊很榮幸獲得中技社及評審委員的肯定，感謝指導我們的駱尚廉教授及黃于峯博士，一路以

來給予團隊的支持與建議，讓我們能更堅定地往解決廢棄太陽能板問題上努力。也感謝中技社提供

此機會，讓我們能與不同領域的專家交流，期望在不斷優化之下，未來可實際應用在處理廠當中。

鄭庭庭                蔡涵涵          

指導教授 駱尚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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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Electronic Converters for High Voltage and 
Renewable Applications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India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3r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1. 18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7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3. Involved in 3 research projects
4. 3 patents pending
5. 2020 The Excellent Award for Paper Presentation- ISNST、2020 Best Paper Award for the Session-CRP、
    2019 GASE Popular Award-MOST GASE Summer Program

          I have received the bachelor’s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 Aligarh, 
India, in 2017, and my master's degree in electrical power from UniversityTechnology Malaysia, Johor Bahru, 
Malaysia, in 2019. Currently, I am working as a third-year Ph.D. studen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 
Chang-Hua Lin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power electronic 
converter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renewable energy and high-voltage applications.

          We have proposed several power electronic converters for renewable energy and high voltage DC power 
applications such as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s, electron accelerators for X-ray production, battery charging and 
high voltage pulse generation systems. The proposed converters are designed to operate in continuous conduc-
tion mode (CCM) of operation and have desirable features such as low voltage stress on the switching devices, 
continuous input current, non-inverting output voltage, and wide input voltage range. Furthermore, electronic 
power systems are developed and tested under laboratory conditions.

          Receiving the 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ward i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Fir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my supervisor Prof. 
Chang-Hua Lin, whose knowledge was crucial in developing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echniques. I also want 
to thank my labmates from Power and Energy Lab for their assistance throughout my Ph.D. program. In 
addition,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institution,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for their financial assistance.

指導教授
Chang-Hua Lin
林長華

得獎學生
Ahmad J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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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ochemical Modification of Graphene-Based 
Membranes with Controlled Ionic and MoLecular 
Separation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Desalination 

Philippines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3r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1. 9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2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1 paper in domestic conference
3.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s
4. 2022 Gold Medal Award-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Challenges in Polym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 Silver Medal Award-International Membrane Conference, Taiwan

          I am Austria Hannah Faye Mercado, a Ph.D. student in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ior to pursuing graduate school, I briefly worked as a licensed chemist in the Philippines where 
I also got my bachelor's degrees in Chemistry and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at the same time from a premier 
engineering school, Mapúa University. From my undergraduate studies and up to the current moment, I have 
been researching about water treatment and desalination using membrane technology with the help of my 
supervisor and our multidisciplinary team.

          Graphene oxide (GO) is a material proven to have remarkable attributes in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cluding membrane-based separation processes. However, GO’s structure with abundant oxygen-containing 
functionalities renders it ultra-hydrophilic and causes it to be unstable in aqueous environments. Moreover, the 
difficulty in precisely controlling ionic and molecular transport through GO channels are still matters of 
concern. In this research, w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GO by tailoring the specific sites of the nanosheets to 
produce highly-stable, high-performance membrane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st gratitude to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choosing me as one of the 
recipients of this Scholarship. I am honored to have this accomplishment, which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the 
help and support of my adviser, colleagues, friends, and family for whom I'm very thankful. With this grant, I 
will enthusiastically continue my research journey not only to get my Ph.D. degree but towards the develop-
ment of materials that will benefit our society.

指導教授
Wei-Song Hung
洪維松

得獎學生
Austria Hannah 

Faye Mercado
言漢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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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e the Ion-Migration of Organic-Based 
Lead Iodide Perovskite Light-Emitting Diode via 
Capacitance Response

 

 

Vietnam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Photonics  / 

3r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I’m just a girl who believes that hard-working for our dream job and enjoying every little fun while work-
ing is the key to letting anyone overcome the stress of life. That is why I try har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every-
thing I do and respect anyone who knows what they are doing. No one is a genius in the beginning so I’m trying 
to improve myself day by day and try to get ready because opportunities always come to everyone and every 
time.

             Here in, the hysteresis behaviors of methylammonium lead triiodide (MAPbI) perovskite light-emit-
ting diodes (PeLEDs) is minimized by incorporation of choline chloride into perovskite film. By studying the 
variation of capacitance by time, the activation energy of ion migration (Ea) is determined and then the hidden 
mechanism of the additive is clarified. Our work provides wider appreciation about the internal transformations 
and creating an orientation for the selection, optimization of the perovskite light-emitting diodes in the future.

          It is an honor to be the recipient of the 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ward. Thanks to The CTCI Foundation gave me the most vital recognition 
of my effort in doing the research in Taiwan. I am deeply indebted to NCKU, the College of Science, DPS, my 
professor and my friends for supporting and encouraging my studying in Taiwan. With this scholarship, I can 
raise my voice to talk with all of my friends that Taiwan is a perfect environment for any foreigner to pursue 
their passion as well as their career.

指導教授
Tzung-Fang Guo
郭宗枋

得獎學生
Do Thi Hoai
杜氏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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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Subsidence in Central Taiwan Detected by 
Sentinel-1 InSAR Time-Series

China /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 

2ⁿ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我是葛思昊，來自浙江省杭州市，目前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測量及空間資

訊組二年級學生。今年是來台灣的第九年，很喜歡這邊的環境，大學就讀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

，學習方向是自然地理，碩士就讀於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測量組，進一步學習遙感探測知識。我喜

歡參加學術交流，曾參加第十七屆海峽兩岸三地環境資源與生態保育學術研討會和第40屆ACRS研

討會都進行了口頭報告。為了增強業界工作經驗，我在恆大研究院實習過。也曾參加中科院、武

漢大學和北師大等學校的遙感學部開設的暑期學校學習。

        我的研究方向是用InSAR技術觀測台灣中部的地層下陷問題。目前正學習更多的InSAR知識以及
研究操作，在暑假期間選擇更小衛星影像的區域作為自己的試驗場，結合實際操作瞭解整個實驗

流程。

         感謝中技社給予我此次受獎機會，支持我的研究項目，鼓勵我未來的研究產出更加豐碩的成果
。同時，我也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黃金維老師，感謝他帶領我在專業領域不斷前進。最後我想感

謝我遠在大陸的父母家人和女友，謝謝你們的情感支持。

指導教授
Chein-Way Hwang
黃金維

得獎學生
Ge Sihao
葛思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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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ing the Interfacial Reaction 
Mechanism of Li-O Batteries and 
Li-CO Batteries

 

 

Indonesia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 

3r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我是莫誠康，目前於臺大化學所就讀博士班三年級。我的興趣是做研究，找出各種現象背後的

原因。研究所就讀期間培養找出、分析並最後解決問題的能力。相信不管在哪種領域都可以運用

研究所經驗讓問題迎刃而解。

        鋰氧氣電池以及鋰二氧化碳電池作為高能量密度電池而受廣泛注目。其中了解其反應機制為通
往更好電池效能之鑰匙。未來，我們將嘗試透過同步輻射光源以及各分析手段了解鋰氧氣電池反應

機制。

         謝謝中技社給我這個機會領取境外生獎學金，這對我來說也是對我大三以來進行研究的肯定。
當時專注解開面前問題的我肯定無法想到今天。如今我的第二個題目有關電池回收的文章亦獲發

表，未來也將繼續努力專注於研究。

得獎學生
Kevin Iputera 
莫誠康

指導教授
Ru-Shi Liu

劉如熹

指導教授
Jin-Ming Chen

陳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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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Modification of Metal-Free Photocatalysts 
for Solar-to-Fuels Conversion

Egypt /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TIGP Sustainable Chem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5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1. 1 pub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and 1 publication in domestic journal
2. 5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5 papers in domestic conferences
3. 2021 BASF Taiwan Excellent Dissertation Award、2021 Annual Award for Outstanding Publication by a 
    Junior Researcher-IAMS、2022 Best Oral Presentation Award-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alysis

         I am Mahmoud Kamal Hussien, currently a Ph.D. candidate at the NYCU. I have been graduated from 
the Faculty of Science at Assiut University in Egypt with a degree distinction with honour. After that, I obtained 
my M.Sc. degree from the Chemistry Department and was appointed as an assistant lecturer. For my Ph.D. I 
have chosen the TIGP/SCST program because it provides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to do research with advanced 
instruments and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I participated in 13 conferences and won 10 prestigious awards.

          The sustainability of our current life is threatened by risi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brought on by the extensive use of fossil fuels. Green solar energy-based reductions of CO and HO into useful 
compounds provide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e world's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crises. The key aspect of my 
research is to design a novel approach for the combinative modification of metal-free g-CN to function as a 
highly efficient photocatalyst for solar fuels production.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receive this prestigious award from the CTCI Foundatio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most gratitude to my advisors, Prof. Kuei-Hsien Chen and Prof. Li-Chyong Chen, for their sincere help and 
support. My deepest gratefulness to my friend, Dr. Amr Sabbah, for his valuable guidance. My heartfelt 
gratitude for my wife (Ola), father (Mr. Kamal), affectionate mother, and sons (Adam & Albraa) for their love 
and support.

得獎學生
Mahmoud Kamal 

Hussien 

馬凱

指導教授
Kuei-Hsien Chen

陳貴賢

指導教授
Li-Chyong Chen

林麗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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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ptimization, and Analysis of  Wave Springs 
Using High-Speed Additive Manufacturing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Pakistan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3r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1. 5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s
3. 2 patents pending

        My name is Muhammad Rizwan Ul Haq, a Pakistani national, who has just completed his Ph.D. (July 
2022)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diligent, 
competent, and experienced lecturer who wants to excel in academics, completed his Ph.D.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proved himself a highly motivated and innovative researcher. Possess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skills along with constructive as well as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that promote a stimulat-
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Wave springs have better properties than helical springs in terms of load bearing capacity, mass, energy 
absorption efficiency, and stiffness. Currently, available wave springs have waves that do not merge with each 
other (non-contact) with uniform shape and dimensions, manufactured by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using customized machines in which forming, twisting, and cutting processes take place simultaneously. This 
study aims to design and manufacture wave springs with waves that merge with each other by additive manufac-
turing (AM).

          Thanks to Almighty Allah who has given me success. Special thanks to my parents who are always there 
to help me through my thick and thin. Bundle of thanks to my Ph.D. supervisor who made me to achieve this 
glory as without his kind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I would not be able to get this glory.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anks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TUST) and CTCI Foundation who has 
acknowledged our hard work, gave me a platform and this wonderful Scholarship Award.

指導教授
Jeng-Ywan Jeng
鄭正元

得獎學生
Muhammad 

Rizwan Ul H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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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Optical Imaging in Framework 
of Machine Learning

Pakistan /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1. 1 pub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 3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3 papers in domestic conferences
3. Involved in 3 research projects
4. 2020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Exchange Program Award-Hiroshima University、2019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Graduate Student Scholarship、English Presentation Contest for Science & Technology Award

          My name is Nazish born in Pakistan. I have double Master’s degrees in Applied and Computational Math-
ematics, currently I'm in 4t year Ph.D. at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 have six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me, four siblings, and a mother. Two of my siblings are studying their Master's 
degrees in Taiwan and my mother is a stay-at-home mother. It has been almost four years since I moved to 
Taiwan.

       The optical imaging like near-infrared diffuse optical tomography (DOT) aims to reconstruct optical 
property images of tissue, identify breast tumors. This study has developed an efficient and fast reconstruction 
method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A high level of distortion that results from absorption and scatter-
ing makes image reconstruction extremely challenging. The location of the reconstructed object is pretty 
accurate after we have solved the inverse problem and preprocessed the data. An essential advantage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es is that image formation is fast compared to other methods.

          The CTCI Foundation commit to develop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by supporting potential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without regard to their nationality always amazes me. It is my pleasur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m in various colleges across Taiwan. Moreover,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gratitude to my family and especially my academic advisor Min-Chun Pan for their tolerance, 
genuine desire to support, opinions, and their care for me.

得獎學生
Nazish Murad
語嫣

指導教授
Min-Chun Pan
潘敏俊



2022

64

Study on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for Real-Time 
In-Situ Monitoring of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Molecules from Cancer Cells

 

 

India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I introduced myself as Panda Asit Kumar, from India now working as a doctoral student under Professor 
Ren-Jei Chung in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My research journey helped me 
understand and learn about the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various nanomaterials for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and in vitro studies. Especially, the synthesis of magnetic alloy nanoparticles, metal sulfides, and biomol-
ecule-derived carbon materials can be applied for 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of cell signaling molecules. I gained 
experience in photothermal applications in cancer cells.

      Here, we design biocompatible nanoparticles/composites such as PtNi NPs, N-GQDs@SnS, and 
PtNi@N-GQDs, which are acted as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for the detection of signaling molecules in live cells. 
In this aspect, disposable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were fabricated using the PtNi NPs, N-GQDs@SnS for in 
situ monitoring of HS and HO in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Moreover, PtNi@N-GQDs for the detection 
of dopamine secreted by rat glioma cells.

          This is Asit Kumar Panda, have done my Ph.D. at th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nder 
Prof. Ren-Jei Chung. It is a great honour for me to receive 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ward. I am humble and thankful to the CTCI Foundation 
who selected me for this award.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my supervisor, Prof. Ren-Jei Chung, 
for giving continuous support for my research. Finally extend my sincere thanks to all.

指導教授
Ren-Jei Chung
鍾仁傑

得獎學生
Panda Asit Kumar

  

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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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Development of Si-Based Composite Anode for 
Superior Li-Ion Battery

Indonesia /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5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1. 3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5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1 paper in domestic conference
3. Involved in 5 research projects
4. 1 patent pending
5. 2022 Student Outstanding Research Achievement Award-NYCU, Taiwan、2021 Excellent Award in Energy 
    Storage Poster Competition-YZU, Taiwan、2021 Invited Poster Exhibition for Green Battery Conference-
    Fraunhofer ISC, Germany.

          My name is Rahmandhika Firdauzha Hary Hernandha (Ozha), I arrived to Taiwan in the fall semester of 
2016 as a Master’s student at the Institut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I graduated in August 2018. Then, I decided to pursue my Doctoral degree in the well-known top-tier 
university in Taiwan, National Yang-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the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i-based anode is promising for future LIBs. However, its extreme volume expansion tends to initiate an 
unstable SEI formation.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is applied to produce a continuous SiOx@C layers, which 
can buffer Si volume change during lithiation/delithiation. In addition, a unique Si/SiN nanocomposite to 
improve Si-based anode performance were also synthesized. The great potential of these proposed materials with 
facile synthesis methods for Li-ion battery applications is well-investigated in our studies.

          I am honored to be an Awardee of 2022 CTC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ward. I really grateful for this recognition I have received for my research work. Handful 
supports from Prof. Jeng-Kuei Chang, Prof. Chih-Chen, Assoc. Prof. Agung Purniawan, Prof. Anne Zulfia 
Syahrial, my families, and all of my colleagues are tremendously appreciated. I look forward to making exciting 
approach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for societies.

指導教授
Jeng-Kuei Chang

張仍奎

得獎學生
Rahmandhika Firdauzha 

Hary Hernandha

弗達斯

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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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ing an Alternative to Make Transformer 
Models Applicable to Small Datasets in the 
World of Computer Vision

 

 

France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2ⁿ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I am 23 years old and am a current 2ⁿd year Ph.D. student at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in computer vision. I come from France where I completed a master degree in data science at the age 
of 22 years old. I am hoping to have my first paper published around December, on applying Vision Transform-
ers on tiny datasets. In the future I intend to use the acquired knowledge either for smart security surveillance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or for imagery analysis in the medical world.

           Vison transformers are more and more relevant in the fields of image and video classification. However, 
when learning with limited data vision transformers are still outperformed by their CNN counterparts, due to 
their inductive biases such as translational invariance and locality. To remedy to this, we propose a novel 
learning method which is an improved version of the recently published locality guidance, using a lightweight 
pre-trained CNN as a teacher model for the vision transformer. I have already performed several experiments 
on various datasets for both image and video recognition tasks.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to have been selected by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this scholarship. Besides 
providing me with financial stability during my research journey, it is also encouraging to see that both my 
profile and my research progress thus far is being valued. This motivates me to work even harder towards achiev-
ing my research goal which is building a novel training method for Vision Transformers on tiny datasets. I 
sincerely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showing me their trust by granting me this scholarship.

指導教授
Chen-Chien Hsu
許陳鑑

得獎學生
Rostand Jules Mehdi

羅駿

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 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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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Study of Preintercalated Metal-Ions as 
High-Performance Cathode Materials 
for Zinc-Ion Batteries

India /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1. 6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s
3. 2022 Excellent Poster Award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RS-TIC)、
    2021 Invited Speaker -Materials Science Student Forum,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2010 and 2011 
    NEESF-NEES award holder- Kashmir, India.

          I am Sanna Gull from Kashmir and I am a Ph.D. student from the MSE departmen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Han-Yi Chen at NTHU. My work is based on Zinc-ion batteries (ZIBs) that are believed to be used 
as efficient energy storage devices in the future. I am also connected with NGOs in Kashmir, where we raise 
funds and organize workshops. After completing my Ph.D. I hope to be able to take part in maximizing my 
country’s research technology.

      Increasing energy demands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oncerns have raised the standards for 
next-generation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Moreover, the current Lithium-ion batteries (LIBs) are still too 
expensive, and the use of organic electrolytes is a serious ecological safety concern. Rechargeable aqueous batter-
ies offer low production costs, and the electrolyte is highly safe. Hence, our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Aqueous 
zinc-ion batteries (AZIBs) that have high safety and are much cheaper than LIBs.

       I feel humbly honored to receive the 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ward.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iest gratitude to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honoring me with this prestigious award and to my university for considering me as a potential candidate 
for this honor. I sincerely thank my advisor, Prof. Han-Yi Chen, for her continuous guidance and encourage-
ment. I dedicate this achievement to my labmates, family (and my fiancé), and friends. Congratulations to other 
award recipients as well!

指導教授
Han-Yi Chen

陳翰儀

得獎學生
Sanna Gull

譚小環

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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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Electrochemical Sensor for the 
Agricultural Pollutant in Environmental 
Samples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India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in Energy and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 

3r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1. 18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2019 Best Oral Presentation Award- ICSMM

           I am Ragurethinam Shanmugam from Tamilnadu, India. I pursued my master degree in Medical Nano-
technology at SASTRA University, India in the year of 2018. At present, I pursued my doctoral degre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 Shen-Ming Chen, he is well known for his esteemed works in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I 
am a research professional with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ensors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My ambition is to 
be a part of the translational research which helps society in their day-to-day life.

          Our work discusses Nano hexagon-shaped tin sulfide (SnS) incorporated on the high defective sites of 
sulfur-doped graphitic carbon nitride (SGCN), a nanocomposite network prepared via ultrasonic dispersion. It 
displays low electron transfer resistance, and high effective surface area. A modified SPCE was implemented to 
sense the Carbendazim residues in environmental samples. The sensor exhibits a Nanomolar detection and high 
sensitivity, selectivity, and long-term storage stability. Further, Good recovery was found that substantiates the 
excellent analytical performance of the sensor.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be awarded the 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in Taiwa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and deepest gratitude to CTCI 
Foundation for granting me the honor. This award means everything to me and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this 
award to my father for making me who I am today.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would not be here without my super-
visor, professor Shen-Ming Chen, from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ank you all again.

指導教授
Shen-Ming Chen
陳生明

得獎學生
Ragurethinam 

Shanmugam

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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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Self-Powered Systems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Wound Healing Applications 

India /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International Intercollegiate Ph.D. Program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I am a fourth year Ph.D. student at NTHU. I am a recipient of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Doctoral Fellowship to pursue my Ph.D. My doctoral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arable self-powered systems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wound healing applic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I have gained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power-free flexible devices for advancement of person-
alized healthcare. I am a self-motivated, skillful and hardworking candidate who thrives to pursue a research 
career in the future.

          Triboelectric Nanogenerators(TENGs) have shown great advancements in the area of self-powered 
electronics ranging from energy harvesters to sensors. We aim to integrate the triboelectric nanosensors with 
robotic platforms for fully automated sensing in remote locations that can minimize the exposure of humans to 
hazardous chemicals. Owing to the versatile nature of TENGs, it was utilized as novel electrical stimulating 
agents for accelerating the wound healing process,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power consuming electrical systems. 
The obtain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earable nature of TENGs could be a steppingstone in this era of digital 
healthcare.

          I am extremely honored to receive the 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ward. I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to win this award without the support 
and inspiration I have received from my advisor and colleagues, for whom I have the deepest respect and from 
whom I have gained the ability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perform better at each stage. I am grateful to CTCI 
Foundation for recognizing my research work and I promise to do better work in the future and make signifi-
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ety. Thank you!

得獎學生
Snigdha Roy Barman

辛尼亞

指導教授
Tsung-Hung Lin
林宗宏

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 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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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Catalyzed Organic Transformations for 
the Synthesis of Highly Functionalized Organic 
Frameworks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India /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 

3r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1. 2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3 research projects
3. 2019-2022 NTHU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Type A、Best Popularity Poster Presentation Award-
    ACS International Chemical Science Chapter of Taiwan

           I am Mr. Sudhakar Dattatray Tanpure from Pune, India. I completed my B.Sc. (Chemistry) in 2013 and 
M.Sc. (Organic Chemistry) in 2015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une, India. After that I worked in Jubilant Chem-
sys Ltd. Delhi and Syngene International Ltd. Bengaluru, as a “Research Associate” for four years and then I got 
NTHU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in September 2019 and joined Professor Rai-Shung Liu’s Lab.

          This dissertation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ynthetic strategies using gold catalysts. This work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First chapter describes gold-catalyzed 1,4-oxofunctionalizations of 3-en-1-ynamides 
with nitrones, yield two distinct E-configured products. Second chapter reports gold-catalyzed annulations to 
yield Bicyclo[3.2.1]oct-6-ene Frameworks products with excellent exo-diastereoselectivity and enantioselectivi-
ty. Third chapter reports Zinc and gold-catalyzed one-pot synthesis of 3-Benzazepine derivative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est thanks to CTCI Foundation and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receive this 
Research Scholarship Award. My sincere thanks to the committee of CTCI Foundation for the recognition I 
have received for my work. This scholarship support increases my motivation to do more research. I am so glad 
to express my deep gratitude to my advisor, Prof. Rai-Shung Liu for his continuous guidance and support for 
my research. I congratulate to all the award-recipients on this occasion. Thank you!

指導教授
Rai-Shung Liu
劉瑞雄

得獎學生
Sudhakar 

Dattatray Tanpure
蘇達坦

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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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Integrating Design Strategies and Tools for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ICT and Electronics Products: An Implementation 
for Academia and Industry

Thailand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1. 4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4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1 paper in domestic conference
3. 2021 SSPIM Best Paper Award、2020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Finalist、2019 
    EcoDesign Best Paper Award

           I am Suphichaya Suppipat from Thailand. I have obtained my Ph.D. degree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
ing and Management from th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y research title is "Integrating 
Design Strategies and Tools for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ICT and Electronics Products: An 
Implementation for Academia and Industry." I also have a background in Industrial Design and a strong interest 
in Design for Environment. By gaining more experience in Taiwan, I hope that I can be at the forefront of 
sustainable produc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study aims to indicate the challenges of design strategies and tools currently applied in academia and 
industry, investigate the contribution of circular design toward sustainability, and propose a new design frame-
work. The result shows that multi-disciplinary settings, time-consuming tool training and collecting data, and 
incorporating the tools into daily design tasks are major challenges. Also, integrating life cycle thinking, design 
thinking, and business model tools coupled with essential emerging technologies can be applied during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to enhance social sustainabilit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my advisor, Professor Allen H. Hu, for his guidance 
throughout my research and for encouraging me to apply for this research scholarship. I am so honored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ward. I also wish to thank my research participants, family, and friends for their support. Lastly, I 
hope that my current and future works can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in the whole world.

指導教授
Hsien-Lun Hu

胡憲倫

得獎學生
Suphichaya Suppipat

許素雅

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 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



2022

72

Deep Learning Based-Location-Aware 
Services and Autonomous Drone Base 
Station Deployment Strategy for Beyond 
5G Internet of Things Networks

 

 

Ethiopia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得獎學生
Tarekegn Getaneh 

Berie 
阿比

指導教授
Hsin-Piao Lin

林信標

指導教授
Rong-Terng Juang

莊嶸騰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1. 13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11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3 papers in domestic conferences
3. Involved in 5 research projects

         My name is Tarekegn Getaneh Berie . I have been working as a graduate assistant lecturer in the Depart-
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t Assosa University for 5 years. Currently, I am a Ph.D. candidate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rsuing my Ph.D.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of Electrical Engineer-
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My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UAV-bas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positioning technology, reconfigurable intelligent surface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deep 
learning, and mobile big data management.

        The key aspect of our research is to develop an accurate and robus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location 
aware services, and an autonomous drone base station (DBS) deployment strategy to provide on-demand and 
high-quality wireless services. This work includes two main contributions: (i) design an DL-based localization 
system to accurately figure out the device locations in scalable environments; (ii) develop an autonomous 
deployment strategy for DBS based on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to maximize network performance and 
communication coverage.

        I am extremely honored to be awarded the 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Thanks to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choosing me as one of 
the recipients.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Prof. Hsin-Piao Lin and Prof. Rong-Terng Juang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 and guidance throughout my research.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this 
achievement to my family, wife, and friends, without whom it wouldn’t have been possible.

得得得獎獎學學生生 指指指導導教教授授

   

指指指導導教教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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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Advanced Porous Materials for Waste Oil Removal 
and Deep Eutectic Solvent Applications

Vietnam /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 

2ⁿ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1. 2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2 publications in domestic journals
2. 1 paper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2 papers in domestic conferences
3. Involved in 3 research projects

          My name is Vo Trung Hieu and I am a current second-year Ph.D. of the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
ing Department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My childhood was bonded with the nature of a rural area in 
southern Vietnam. My research topics focus on green chemistry with the hope of healing and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My friend considers me a quick learner, and also a friendly and hardworking person. I 
always improve myself every day not only for academic knowledge but also for social skills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Most absorbents cannot remove oil in the underwater environment without extra forces due to their 
hydrophobicity. The developing absorbents with amphibious superamphiphilicity (novel wettability) is neces-
sary for underwater oil removal. Deep eutectic solvents (DESs) have attracted much interest as green and 
low-cost solvents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DES in 3D printing applications and flexible 
electronics shows high potential but it is still not fully explored. I am currently working on DES and have 
obtained some interesting results. They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near future.

          It's a great honor to receive the 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for Interna-
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ward. This scholarship encourages me to continue my research dream.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first advisor Assoc. Prof. Buu Hue for precious lessons and my current advisor Prof. Heng-Kwong 
Tsao for his guidance. I also thank my family, friends, and my love for supporting me.

指導教授
Heng-Kwong Tsao

曹恆光

得獎學生
Vo Trung Hieu

武忠孝

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得得獎獎學學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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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Emotion Analysis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na /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我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的博士四年級學生，目前已通過博士班資格考，預計於2023

年夏季畢業。研究方向為人工智慧、電腦視覺、情緒辨識。

       情緒人工智慧可以測量理解並對人類的情感做出反應。我的研究主要分為「微表情辨識」、「
宏表情辨識」、「人群情緒辨識」、「視覺情緒辨識」四大主題，他們環環相扣，共同構成情緒辨

識研究的完整脈絡。

       很榮幸獲得2022年中技社境外生研究獎學金，這是對我博士期間的研究莫大的鼓勵與嘉獎，我
會善用此次獎學金，繼續在研究之路上努力，爭取成為更加有國際影響力的青年學者！

指導教授
Wen-Huang Cheng
鄭文皇

得獎學生
Xie Hongxia
謝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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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An Antioxidative Biodegradable Hydrogel with 
Electroconductive, Self-Healing, and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for Treating 
Parkinson’s Disease

China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Institute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1. 7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2 publications in domestic journals
2. Involved in 6 research projects
3. 2021 CTCI Foundation Living Grants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2017 First Prize Scholarship-
    Guizhou University、2016 China National Encouragement Fellowship

          My name is Xu Junpeng and I am from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I am currently studying at the Institute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NTU for my doctorate. During my studies at NTU, I am striving for 
progress in learning variou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t first related to my research. I am also serious and focus on 
my research which is about smart biomaterials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 Hsu. I hope to become an excellent 
researcher and engineer in the future.

         Bioactive self-healing hydrogel of chitosan that is effectively crosslinked by oxidized tannic acid modified 
gold nano-crosslinker is featured with injectability, radical scavenging ability, and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and also promotes neural stem cell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nimal studies confirm that this bioactive 
hydrogel possesses a comparable efficacy to a drug and support the injection of the hydrogel alone as neuropro-
tective biomaterials to improve the motor funct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Many thanks to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giving me this Research Scholarship. I am also sincerely grateful 
for the care and guidance from my supervisor, Prof. Shan-Hui Hsu,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TCI Founda-
tion. This award is meaningful for the study of my Ph.D. career. Also, it is a validation of my research achieve-
ments and brings me motivation for the rest of my research life. Thank you all.

指導教授
Shan-Hui Hsu

徐善慧

得獎學生
Xu Junpeng

徐俊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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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ed Escherichia Coli for High Value 
Chemicals by Strengthening Pyridoxal 5'
-Phosphate-ependent Protein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China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1. 14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2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3.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s
4. 1 patent pending
5. 台灣化工學會67週年年會口頭競賽頭獎、第27屆BEST國際研討會口頭競賽第一名、110 年 Grand 
    Review 博士生研究優良獎

      我叫薛成鳳，來自中國福建。在博士修業期間我時時保持積極向上的好學心態，磨練自己達觀

的心態，勇敢面對實驗與生活中的挑戰。誠如加繆所言「對未來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獻給現在」  

。認真做好每件事，比什麼都重要！

      近年來，極端氣候變遷引發了人們對於環境永續發展的重視。本研究旨在利用合成生物學技

術，開發出具有經濟效應兼具綠色永續概念之生質尼龍的工業化生產製程與後續應用，同步捕捉

二氧化碳達成二氧化碳淨零排放的目標。

       很高興也很榮幸此次可以入選境外生研究獎學金。中技社創社之願景為深耕「科技、人才、前
瞻、永續」，向台灣導入科技新知。我的研究主題承接產業需求，希望不遠的將來可以繼續為台灣

產業發展貢獻一己之力。

指導教授
I-Son Ng
吳意珣

得獎學生
Xue Chengfeng
薛成鳳

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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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CTCI Foundation AI Innovation Competition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Phase Formation, Phase Equilibria, and Phas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Cu-Se-Te Quaternary 
System

Indonesia /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My name is Yohanes Hutabalian from Indonesia. I did my Bachelor of Science in Chemistry in Indonesia. 
I came to Taiwan in 2016 to pursue a Master's degre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t NTHU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 Chen, Sinn-Wen. In 2019, I continued to study doctoral degree with particular 
interests constructing phase diagram by Calphad-method and thermoelectric materials.

1. 9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s
3. 2022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2021 3rd Place of TMS 150t
    Annual Meeting and Exhibition Student Poster Competition、2020 CTCI Foundation Living Grants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The phase diagram is indispensable to understanding the phase formation or transformation, designing 
new alloys for advanced applic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material processing.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phase equilibria of the Ag-Cu-Te-Se quarternary system. The materials system is essential for thermoelectric, 
semiconductor, and electronic device applications. The experimental determination and thermodynamic 
modeling of CALculation of PHAse Diagram CALPHAD-method are used to study the system. This research 
also studies the diffusion couples and thermoelectric properties.

          Receiving the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ward is a true honor for me. It is an authentic acknowledgment of my academic successes while pursuing my 
doctorate. Additionally, I want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CTCI Foundation and the NTHU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for selecting me as one of the deserving finalists for this outstanding award. I would 
also like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Prof. Chen, Sinn-Wen, my supervisor, for his 
constant support.

指導教授
Sinn-Wen Chen

陳信文

得獎學生
Yohanes Hutabalian

游翰思

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 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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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1st year of master's course

Effects of Titanium (Ti) Addition on 
                    Al.CoCrFeNi HEA Powders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My name is Agus Andrianto,was born in March 31st, 1998. I am currently studying in Master Degre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under supervisions of Professor Chun-hui Chung 
since Spring 2022. I had completed my bachelor's in the TWB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ptember 2019~July 2021). Previously, I had completed Diploma III 
degree in Industrial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 Teknologi Sepuluh Nopember.

1. Involved in 4 research projects
2. 2020 Taiwan-Good Work Award -Mechaheroes Competition、2019 1st Place -International Roboboat 
    Competition, Florida USA、2019 1st Place -National Marine Iconn Waterbike Competition Marin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ITS

         Most of machining optimization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without considered the effect of workpiece’s 
geometric variation and used the conventional tool wear equation. Even the amount of material removal is the 
same between straight and profile turning, there is different contact angles. Insufficient or excessive use of 
cutting tools is considered as a production loss, so that right time for changing cutting tools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objective function including the machining cos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 loss of tool usage.

        I am particularly appreciative of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selecting me as a recipient of this Finance Aid. 
I feel very privileged and touched to receive your support in my study. So many students feel hopeless at the 
thought of not being able to afford a college education, and many give up looking for sources of assistance 
before their senior years even start. Therefore, I am incredibly grateful to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falsifying 
this mystery. I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or your support.
 

得獎學生
Agus Andrianto
安敖國

指導教授
Chun-Hui Chung 
鍾俊輝

學得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 指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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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CTCI Foundation AI Innovation Competition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Indonesia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Systems and Naval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2ⁿ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The Estimation of the Slamming Wave Load 
                    on the Offshor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in 
                    Shallow Waters指導教授

Yu-Hsien Lin
林宇銜

得獎學生
Ahmad Darori Hasan

羅山翰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I am a Ph.D. student of  Systems and Naval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Department, NCKU. My doctoral 
research i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wave breaking on offshor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s. My 
country has declared Indonesia Green Energy targeted by 2030 and Taiwan has the experience and facilities to 
learn from. I believe the knowledge that I got from Taiwan will be useful to be applied in Indonesia. My exper-
tise includes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Hopefully, I can contribute 
to society with my knowledge.

        In our study, discretization analysis of a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model was employed to simulate 
the impact of a breaking wave on the foundation of an offshore wind turbine. After processing the total wave 
load, the instantaneous nature of the slamming wave load was obtained. Subsequently, an exponential-type 
refined dynam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ltered slamming wave load. ξ_0 
and x_b^' were found to be dominant factors for the run-up phenomena, slamming characteristics, and 
wave-dependent parameter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organizing this Financial Aid program. 
This has been a big support for all of the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It is my honor to be awarded by the CTCI 
Foundation. I also would like to appreciate the SNAME Dept., NCKU for nominating me for the award. Final-
ly,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my advisor, Prof. Yu-Hsien Lin of NCKU for the significant effort to guide and 
support me throughout my study.

1. 1 pub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 3 papers in domestic conferences
3. Involved in 1 research project
4. 2021 SNAME Best Student Paper Award

   
   指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授授得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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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pt /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TIGP Sustainable Chem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2ⁿ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Novel Nanocomposites for Photo- (Electro-) 
                    Chemical Water Splitting and Carbon Dioxide 
                    Conversion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I am Ahmed Esmail Abdelfadeel Aboubakr from Egypt. I have five brothers and a sister. I am married and 
I have three kids. I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chemistry and a master's degree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nano-
technology. I have believed in introducing the benefits for all humanity and keeping our planet safe and clean. 
Thus, during my master's degree, I dedicated my research to clean-energy resources, especially photoelectro-
chemical (PEC) water splitting for hydrogen production.

1. 5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Involved in 1 research project
3. 1 patent pending

        I dedicate my Ph.D. degree for developing novel composites and mechanistically studying their perfor-
mance for photo-(electro-) chemical water splitting and CO reduction. Thus, a wide range of catalysts have 
been synthesized; such as Sn-doped one-dimensional g-CN, TiO/ZnO/g-CN Z-scheme, and TiO 
nanorods-based heterostructures. These hybrids enhanced the PEC water splitting, compared to pristine 
g-CN.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t is my extreme honor to be awarded this awesome 2022 CTCI Foun-
dation Financial Aid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I am very grateful to the peerless support and help of 
my advisor, Prof. Chen-Hsiung Hung and all my colleagues. Also, I highly appreciate the Taiwanese authorities 
represented in the Academia Sinica foundation for offering me the prestigious opportunity to study a doctoral 
degree in Taiwan. L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my family and friends.

得獎學生
Ahmed Esmail 

Abdelfadeel Aboubakr
艾德克

指導教授
Chen-Hsiung Hung 

洪政雄

得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 指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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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CTCI Foundation AI Innovation Competition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Ethiopia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 
3r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The Response of Laterally Loaded Single and 
                    Pile Group in a Coupled Poroelastic Soil Under 
                    Flat and Sloped Ground Conditions指導教授

Min-Hua Wei
魏敏樺

得獎學生
Alebachew Alex Atanaw
亞曆克斯‧阿塔諾‧

阿萊巴喬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My Name is Alebachew Alex Atanaw currently I am studying my Ph.D. i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nder civil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engineering. I have graduated my MSc study in civil engineering 
Ada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Ethiopia, before I came to Taiwan. I have a long years’ experience of 
teaching in university of Gondar, and consulting in construction firms in a lecturer and an assistant professor 
rank. I had also participated in different research works, community servic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othe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my career.

        The coupled hydro-mechanical analysis of laterally loaded piles are a crucial investigation to increase 
computational competecy of Civil structures. serious of representative pile-soil interaction modeling were inten-
sively performed in a transient analysis on horizontal and slope g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excess pore water 
pressure was determined in three different loading rates. A conviencing agreement of a quick and steady loading 
rates are equivalent to undrained and drained case analysis. Laterally loaded pile group analysis was also extend-
ed to a slope ground at different pile spacing and edge distance from the crest.

        CTCI Foundation is marvellous to promote the talents of scholars in Technology. I am delighted to be 
awarded the 2022 CTCI Foundation Financial Aid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I would like to 
sincerely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CTCI Foundation for granting me the honor. This award is really 
meaningful and memorable to me. Honestly, I would not be here getting this award without an endeavor and 
guidance of my Advisor, prof.  Min-Hua Wei, from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ank you all 
again.
 

1. 3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1 paper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指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授授得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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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 /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Vibration Signals Extracted Features for 
                    Product Quality Prediction in Pulsed Laser
                    Cutting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My name is I Putu Andhi Indira Kusuma and I am currently a 4t year Ph.D. stud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CU)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 Yi-Mei Huang 
at Noise Control Laboratory. In my home country Indonesia, I work as a junior lecturer at a private university, 
and my research is related to noise, acoustic, vibr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Personally, I am an easygoing person and have great honesty with others.

1. 2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2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3.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s
4. 2021Outstanding Performance-English Presentation Contest for Technology and Science,College of 
    engineering, NCU

          Our research focused on predicting the product quality of silicon steel sheets cut by a pulsed laser machine. 
Three-axis vibration signals in time domain are used for the analysis. Selected significant features from the 
optimal base wavelet were adopted as the inputs. The averaged kerf width of the straight cutting of the silicon 
steel sheet was chosen to be the output for several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In summary, the features extracted 
from measured time-domain vibration signals during the laser cutting process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kerf width 
of a straight cutting.

          First of all, I am greatly honored to be one of the recipients of CTCI Foundation Financial Aid for Interna-
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I want to thank the CTCI foundation for awarding me, my advisor Prof. Huang, 
Yi-Mei for her valuable guidance, and my family for continuously supporting me in all situation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also thank the staff and official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NCU for provid-
ing the recommendations.

得獎學生
I Putu Andhi 

Indira Kusuma
陳國欽

指導教授
Yi-Mei Huang 
黃以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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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CTCI Foundation AI Innovation Competition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Vietnam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5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Simultaneous Photocatalytic Redox Removal of 
                    Cr(VI) and As(III) in the Presence of Fe(III) by 
                    UV/TiO Process指導教授

Young Ku
顧洋

得獎學生
Luong Thi Kim Giang

自我介紹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My name is Luong Thi Kim Giang, a Vietnamese Ph.D. candidate in the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
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TUST). Currently, I am in the fifth year of my 
Ph.D. program. During my time at Taiwan Tech, I am interested in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by using photo-
catalytic processes: CO reduction, ethanol oxidation, and heavy metal removal.

        Photocatalytic process using TiO with advantages such as has demonstrated effective removal of Cr(VI) 
and As(III). Besides, iron-based process such as the Fenton reaction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for the removal of 
Cr(VI) and As(III) due to the contribution of Fe(II) and OH radicals,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Fe(III) is promising for the simultaneous removal of Cr(VI) and As(III) under the UV/TiO process.

        I am extremely honored to be receiving the 2022 CTCI Foundation Financial Aid for International Gradu-
ate Students. I am in the final steps of my Ph.D. journey, and this financial aid would help me overcome my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ank you to the committee and senior authorities of CTCI company for recognizing my 
work over all these years. I dedicate this award to all of you!
 

   
   指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授授得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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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1s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Multi-Electron Redox-Active Material for 
                    High-Performance Lithium-Ion and Post-
                    Lithium-Ion Batteries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My name is Luu Thi Huynh Nhu. I like doing exercise, learning new things, and studying languages. 
Science and math have taken my interest since I was a child. It later drove me to study chemical engineering 
major, which put knowledge into practical usage. My ability may not be as good as other people, but I always 
appreciate experiences come from everything I did and try to make myself better than I have ever been. I expect 
myself could get more and more professional and growing all the time.

1. 3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1 patent granted
3. NCKU Distinguished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Excellent Work Award of Grand Review and 
    Competition for Ph.D. Student and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Second Place Winner of 2022 
    Functional Materials Conference and MOST Project Seminar

         Organic electrode materials posses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low toxicity, sustainability, and chemical/-
structural tunability toward high energy density. However, to compete with inorganic-based compounds, 
crucial aspects such as redox potential, capacity, cycling stability, and electronic conductivity need to be 
improve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on the molecular design of small organic material is promis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electrodes with exceptionally high energy density, rate capability, and cycling stability.

          I am appreciative of CTCI Foundation for selecting me as a recipient of 2022 CTCT Foundation Finan-
cial Aid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d Students. I feel very privileged and touched. It is such an amazing emotion 
for my personality to know that there are always these networks of support for students in their educational 
pursuits. I am also grateful to everyone for supporting me always. Finally, I am thankful for my ups and downs 
for contentment and disappointments, for the successes and defeats, and for the lessons I have learned.

   
   得獎學生

Luu Thi 
Huynh Nhu

劉氏黃茹

指導教授
Kaveevivitchai
 Watchareeya

柯碧蓮

指導教授
Teng-Hao Chen

陳登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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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CTCI Foundation AI Innovation Competition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Indonesia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 

2ⁿ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Application of Seismic Surveys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指導教授
Jiunn-Shyang Chiou

邱俊翔

得獎學生
Maria Desti Natalin
林瑪娣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My name is Maria Desti Natalin. I am a second-year Ph.D. student in 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My goal is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engineer or a lecturer, especially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Currently, my research i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seismic surveys (MASW and 
HVSR) and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shallow foundations. Overall, I am interested in geotechnical earth-
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i.e., application of geosynthetics and soil stabilization).

            Seismic surveys are conducted to obtain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soil characteristics in a non-destructive 
manner using seismic wave propagation. Multichannel Analysis of Surface Waves (MASW) and Horizontal to 
Vertical Spectral Ratio (HVSR) surveys are included in seismic surveys. MASW is a well-known non-invasive 
wave test used to construct shear wave velocity (vs). Preliminary results confirm two important issues, specifical-
ly near-field and soil nonlinearity effects. Meanwhile, the HVSR could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edominant 
period of the soil profile.

         I am extremely honored to receive the 2022 CTCI Foundation Financial Aid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I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my advisor, Prof. Chiou, Jiunn-Shyang for always supporting my 
research, my labmate, and NTUCE. Hopefully, this grant will be useful for me, my research, and society. Thank 
you CTCI Foundation.
 

 

1. 1 paper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 Involved in 2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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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Physics / 

2ⁿd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The Effect of AZO/Ag/AZO Stack Films on 
                    Transparent Antenna for 5G Networks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I was awarded by physics department UNIMED as the best graduate of non-educational physics in 2019. 
In 2019, I got a scholarship chance to continuous my study as a master in physics department of NDHU, Hual-
ien, Taiwan. In my first semester, I was awarded as “Outstand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he fall semester". In 
2021, I continue my Ph.D. education in physics department of NCKU. Now, I have started research in 
transparent antennas for 5G

1 pub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The transparent antenna based on AZO/Ag/AZO stack film will be deposited over the glass substrate 
(1cm2) using the sputtering method which will be performed at room temperature under argon gas at 2.5x10³ 
mbar pressure. These samples will be characterized using a four-point probe to study the sheet resistance, SEM, 
UV-Vis spectrometer, and XPS. The antenna measurements will be conducted by a ROHDE and SCHWARZ 
40 vector analyzer.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his financial aid opportunity, I am so grateful to be one of the recipients. I 
knew doing Ph.D. abroad would cost me a lot, but I had never expected the continuous effect of COVID-19 
pandemic would bring it to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However, being awarded the 2022 CTCI Financial Aid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gives me a breath of fresh air amid these current economic difficulties, which 
motivated me to keep maintaining my strong academic record, my research experiments and pursuing my 
degree.

得獎學生
Pangihutan Gultom
古潘胡

指導教授
Jung-Chun Huang
黃榮俊

指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授授得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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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CTCI Found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CTCI Foundation AI Innovation Competition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

India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Flow, Strength and Heat-Transfer Analysis of 
                    Bio-Inspired Lattice Structure Designed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nd Post-processing 
                    Powder Removal

指導教授
Jeng-Ywan Jeng
鄭正元

得獎學生
Verma Saurav

自我介紹

傑出表現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I am Verma Saurav, currently pursuing my Ph.D.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t NTUST, Taiwan. I am 
currently working on design of lattice structures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of functional graded products out 
of powder bed based processes. My project aims at solving the challenges of post-3D printing material removal 
process by incorporating these issues in the Design stage.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I was a B.Tech in Mechani-
cal Engineering from IIITDM Kancheepuram, India and 2 years of industrial experience as a “Design Engineer” 
in India.

1. 4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 2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3. Involved in 3 research projects
4. 2 patents granted
5. 2020 The 17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Certificate、
    2019 CTCI Enterprise Visit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2017 ASEAN 3D Printing Workshop

        Developing lightweight products with high mass-specific strength that can be additively manufactured 
on-demand with high speed at a localized center is an engineering quest. However, one of th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this quest is support material removal from additive manufactured part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ntrapment of unfused powder inside the surface-based lattice structures produced by additiv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based on polymer powder. The proposed design can be widely used for heat-exchanging cooling plates, 
ventilated biomedical implants, food and medicine delivery systems and many more.

            I am overwhelmed with gratitude to have been selected for the prestigious 2022 CTCI Foundation Finan-
cial Aid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I'd like to thank my mentor, Prof. Jeng-Ywan Jeng, my friends and 
family for their unwavering support and advice. Thank you to NTUST selection committee and CTCI Founda-
tion for recognizing my research efforts. Therefore, I will keep working harder and more resolutely to bring 
positive impact on society by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that can bring about the necessary digital transi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指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授授得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獎獎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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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 
4t year of doctoral course

Appl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ed Flexible Resistive Memory in 
                    High-Density Storage and Neural-Like 
                    Synaptic Behavior

得獎學生
Wu Facai
伍法才

指導教授
Tseung-Yuen Tseng
曾俊元

自我介紹

研究概述

得獎感言

       我叫伍法才，今年30歲，目前就讀於陽明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博士班。導師曾俊元教授，我的

研究領域是電阻式記憶體的類神經突觸行為。求學期間多次獲得獎學金與助學金，立志像那些熱心

人士一樣，成材之後回報社會。

       電致阻變效應的電阻式記憶體(RRAM)，被認為是最有前途的下壹代非易失性存儲器。計劃研究

三維集成電阻式記憶體在柔性基板上的制備，在彎曲狀態下，各項性能參數的變化，從而建立相關

理論。進而提高器件性能。

      很高興能獲得這次的中技社境外生生活助學金。得到此項榮譽，我感到非常榮幸，獲得助學金

並不是目的，而是繼續努力前進的動力，我將充分利用助學金於自己的學業上，不斷的充實自己，

為以後的人生打下堅實的基礎。

指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導導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授授得得得獎獎獎獎學學學生生生



中技社AI創意競賽



34校 生
學

15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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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人

創新服務13組

醫療照護11組

農林漁牧6組

交通運輸5組

智慧製造3組

能源管理2組

寓教於樂2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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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90 

       本年度AI創意競賽以「AI與生活」為競賽主題，涵蓋食、衣、住、行、育、樂等領

域，參賽作品種類豐富，共計有來自全台34校，教師55名，學生151名，共42組跨校

系的跨領域團隊參賽。

     經兩次評選後，決選出前三名及佳作共7件作品，第一名可獲得獎金新台幣肆拾萬

元，第二名、第三名及佳作的隊伍分別可獲得獎金參拾萬元、貳拾萬元及伍萬元。

團隊攜帶實體作品至會場進行展示，並向評審說
明AI的技術應用及作品創意特點。

評審過程歷經一整天，考量AI技術內涵、創意性、
商業模式等方面，決選出前三名團隊。且本屆優秀作

品眾多，另選出優秀創意作品四組給予佳作鼓勵。



AI創意競賽 
評選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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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從不同角度及面向切入的提問，考驗團隊對作
品了解程度及臨場反應，評審們也對於作品在構想未

考慮到的部分、可精進的部分、及後續作品的商業化

規劃等，提出不同思維方向與具體建議。

第一階段初賽

第二階段決賽

10月7日中技社舉行第一次評審會議，針對申請作品的

適題性、創意性、技術內涵及完整性、給出評分及排序

，並經共同討論選出16組進入決賽口試的隊伍。

10月22日於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口試評審，

由16組入圍隊伍，分別進行口試報告及作品操作演示。

各組輪番進行作品操作及演
示，讓評審快速了解作品的完

整性。



人工智慧微電網即時電能管理系統  

作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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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隨著世界各國減碳潮流興起，台灣掀起能源改革浪潮，電力系統快速朝向低碳化前進

，亦訂於2050年達成70%再生能源發電佔比。然而再生能源發電出力易受天氣影響，且未來龐大

的電動車充電需求可能造成區域電網產生供電缺口或電力輸送壅塞現象，因此在大量再生能源發

電裝置與電動車併入電網時，將可能導致電力系統供需區域嚴重失衡，或導致電網電壓與頻率驟

升/驟降現象，進而影響電力系統正常運作。

    本團隊有鑒於現況調查所發掘之問題，以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技術，建置一即時微電網電能管

理系統。考量微電網中的太陽能發電設備、儲能系統裝置、電動車充電樁與建築物負載用電，透

過人工智慧預測模型進行極短期太陽能發電與負載用電預測，隨後利用最佳化演算法以最大化微

電網電力使用效率，產生每五分鐘微電網經濟調度排程，並使用基於增強式學習之即時控制模型

，依據實際發用電資料與經濟調度排程結果，產生每分鐘電動車、儲能系統裝置的充放電控制資

料。最後透過即時控制器依據每秒量測的微電網頻率資訊結合儲能系統最佳化充放電排程，產生

每百毫秒即時的儲能系統裝置控制指令，以實現電力使用效率最大化、提升再生能源使用率、穩

定電網頻率與達成「削峰填谷」之微電網電力管理。

人工智慧微電網即時電能管理系統及三大創新

1. 再生能源發電AI精準預測，穩定即時微電網供需平衡，保障用電品質與用電安全

2. 負載用電AI即時掌握，解決饋線壅塞，最大化滿足使用者的用電需求

3. 基於增強式學習之AI控制模型，自適應學習環境狀況，即時決策最佳化調度管理



團隊介紹

得獎感言

 人工智慧的一小步，智慧電網的一大步！

得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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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隊由成功大學電機系楊宏澤特聘教授及一位博士生與四位碩士生組成，楊教授專研於智

慧電網虛擬電廠與電能管理系統領域已逾十載，對於微電網中分散式電力資源(如再生能源發電

裝置、儲能系統裝置、電動車充電樁與智慧電錶裝置)異質整合有多年豐富經驗。 

    指導老師楊宏澤特聘教授，負責教導團隊學生關於電力領域、人工智慧領域、智慧電網領域

等專業知識，同時鼓勵團隊學生發想關於微電網應用實作的創新創意，並將概念想法轉為實際

人工智慧與微電網控制技術，在創意發想與實作的過程中，楊教授與團隊學生多以簡報會議的

討論方式，確認系統架構、流程設計的可行性。

    團隊成員中的博士生與碩士生，負責創新創意的發想、實作與測試驗證，在系統架構確認後

，透過從實作中逐步修改的方式，讓本作品可以往期望的目標邁進，團隊成員皆有各自擅長的

項目，通過教學相長的方式，以程式碼為討論基礎，逐步實現各目標功能。

林於縉、謝賜福、齊雯、吳駿德、陳禹丞、楊宏澤老師(由左至右)

      很榮幸可以獲得中技社「AI與生活」第一名的肯定。首先，感謝楊宏澤特聘教授的指導，謝

謝老師平時辛勤的教導與鼓勵，並提供豐富與優良的研究環境，讓團隊成員可以藉由在實際場

域實作的機會，將學術研究進行延伸與驗證，透過實際數據的回饋，進一步將理論模型提升至

成熟完整的系統。目前世界各國無不面對能源轉型挑戰，智慧電網快速的發展過程中，謝謝老

師一直堅定且明確的帶領團隊成員往前瞻技術邁進。

    同時，謝謝中技社舉辦此次的人工智慧競賽，讓團隊成員可以發揮所學習的專業知識，配合

我國擴大推廣綠能政策，本作品期望能提升電網強韌性、降低調度風險，同時達成綠電在地消

納，並滿足日益龐大的電動車充電需求，亦可加速我國RE100、EV100進程。

      整合微電網內所有分散式電力資源(如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儲能系統裝置、電動車充電樁與

智慧電錶裝置)，同時結合需求端管理技術，透過AI技術調控微電網電力供需，藉此促進綠能及

加速達成減碳目標。作品技術內涵及完整度高，可應用於各類微電網案場，具有市場前瞻性。



台灣出口蝴蝶蘭選株方法：
運用機器學習技術精準評估蝴蝶蘭雙梗率

 

作品概述

2022

94

      蝴蝶蘭之價值與其花梗數高度相關，但缺乏一個低成本且便捷的方式讓花農提前得知植株能

否抽出多梗，往往是蘭苗運到客戶端後再經催花約6週才能得知結果，此傳統的方法讓花農無法

以非破壞性且具系統性的方式評估出梗數與植株之品質，導致歐美廠商後續採購意願降低。

    本作品運用AI物件偵測技術搭配機器學習模型，萃取蘭花苗之高光譜影像的葉片光譜資訊，

搭配植株之基本園藝性狀，開發出「台灣出口蝴蝶蘭選株方法」。讓花農能在植株之早期種植

階段，以非破壞性且具系統性的方式預測植株未來可抽出雙梗以上之可能性，取代以往準確率

低且耗時、耗力、高成本的人工篩選方式。

    本團隊所開發之預測模型系統，針對某一批蘭苗，輸入其數據，即可輸出整批蘭苗出雙梗率

，由大至小排序，取其出貨之比例後即得評估之結果。結果顯示，若以傳統方法進行篩選，僅

有62.17%的雙梗正確率，但若以本方法進行評估，挑選前10%高得分的植株，其中將有97.50% 

的蘭苗能正確預測會出雙梗或以上；若取前50%高分的植株仍有84.63%的雙梗正確率，證明此

方法可以有效幫助花農評篩選多梗的植株，提升台灣外銷蝴蝶蘭之經濟價值與國際競爭力。

作品模型建構流程與結果呈現



團隊介紹

得獎感言

 傳統產業數位轉型，重新打響台灣「蘭花王國」的美名

得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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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隊由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林永松教授團隊以及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蕭邱漢研究助技師之研究團隊所組成，團隊成員並不只是會撰寫程式，更能以資通訊科技結合人

工智慧技術分析跨領域研究目的並設計研究方法，發展出可以為日常生活帶來更多便利性且極具

競爭力的人工智慧應用，幫助國內產業數位轉型。

    此外，本團隊充分發揮資訊管理學系的優勢，成員具備商業思維，能有效整合核心技術與目

標產業之商業模式，並且將實驗設計鏈結至基礎理論與實務應用，進一步開發出符合產業趨勢且

具有實際應用價值的人工智慧應用系統。再者，團隊成員從未中斷自我學習與革新，除了自身領

域的專長，另外在電腦視覺、管理顧問、農業生物技術領域上深入研究，跨領域的思考模式突破

了單一知識領域之限制，從多元的面向激盪出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奠定本團隊高品質產出之基

礎。

胡家愷、施芊羽、翁子婷、陳冠伊、陳立軒、蕭邱漢老師、林永松老師(由左至右)

      很榮幸能參加中技社舉辦之「AI與生活」創意競賽，團隊因此有幸完整體會將理論知識推廣

至實際應用層面的過程，並以資料科學家(Data Scientist)的角度進行跨領域研究，運用ICT技術於

農業和商業之跨域整合，在多方合作協調下，收集蝴蝶蘭的各種資料並進行分析、整理、鑒別、

吸收、連結與再創造，一同致力於台灣蝴蝶蘭出口產業優化。我們也在研究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

，讓人工智慧發揮其優勢的關鍵是藉由跨領域合作找到問題，並獲得相關領域的專家協助，如此

一來，資訊科技才能推廣到更多產業應用上，幫助產業數位轉型。

       運用AI技術有效建置高精確度的預測模型，透過嶄新的非破壞性及低成本的方法，幫助花農篩

選出雙梗以上的蝴蝶蘭，以有效提升台灣蝴蝶蘭產業出口產值。作品AI演算法落地應用之研究方法

紮實，該選株方法最高可呈現97.5%的多梗良率，成果具市場應用潛力。



運用AI辨識黑水虻幼蟲蟲齡之設計與實現 

作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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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廢棄資材的處理方式普遍以焚燒、機械及掩埋三種類型為主，為有效解決農業、畜禽，

種植、養殖所衍生之有機剩餘資源物處理問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投入有機資源物生

物加值整合性科技與應用技術之研發工作，應用前瞻性農業生物黑水虻(black soldier fly Hermetia 

illucens)快速處理有機剩餘資源物，解決農業廢棄剩餘資材體積大、含水量高、容易產生腐敗難

聞氣味等問題，利用黑水虻幼蟲特性處理農業廢棄剩餘資材。黑水虻為完全變態類的腐食性昆蟲

，幼蟲階段可取食各種有機資源物，能有效轉換各種有機剩餘資源物，對農業廢棄資材之處理有

相當大的助益，符合節能減碳的應用需求。

     黑水虻幼蟲成長階段共分為六齡為期13~18天，其中幼蟲在二齡至五齡間的食量最大，本計

畫之目的為利用深度學習與影像辨識技術協助飼養者判斷黑水虻幼蟲蟲齡，讓飼養者可以精準控

制食物(廢棄資材)的投入量。目前尚無黑水虻幼蟲影像資料庫，因此本作品前期收集黑水虻幼蟲

影像，進行資料庫整理及標記，本資料庫有助於之後的研究達到更多的應用與開發。本作品利用

深度學習進行黑水虻幼蟲蟲齡之辨識，成果可提供黑水虻幼蟲養殖者蟲齡的現況參數，讓養殖者

在投食時有明確的參考依據，飼養者可計算出蟲量與廢氣資材消耗量的比例，也能精確計算出資

材回收的數量，當蟲體估算越精準、資材的轉換率便越高，相對資材的處理費用便能往上提升。

幼蟲資料庫影像 改良YOLOv5之辨識結果



團隊介紹

得獎感言

 以解決產業問題培養學生即戰力

得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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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研發團隊來自於國立屏東大學國際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蔡安朝副教授的Advanced 

Digital Computing Lab。蔡安朝副教授所帶領的實驗室專注於以機器學習、影像處理的方式解決產

業痛點，近年來發展特色圍繞在機器學習影像辨識系統，如應用在農業上的生物辨識、醫療影像

或大型CNC機台操作面板影像超解析應用等開發。本實驗室致力於人工智慧技術落地，降低學界與

產業界之間的落差，同時更培養、訓練學生的專業技能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本團隊成員除蔡安朝副教授，還包含兩位泰國籍學生，分別是飛鴻(Nontakorn Pakdeethai)與張白

安(Anirut Saengsoi)。此次研究主題因為對象特別，剛開始時並不受到青睞，但經實地參訪與多次

的討論，同學也逐漸對黑水虻幼蟲的生物特性有更深的認識，了解到這是一個很有意義且實用的

研究。蔡安朝副教授主要負責本研究的技術指導，提供包含資料庫收集的建議，跟幼蟲辨識模型

的修改方式。張白安同學負責幼蟲資料收集平台建置，飛鴻同學則負責影像標記、資料分析與模

型訓練。

飛鴻(Nontakorn Pakdeethai)、蔡安朝老師、張白安(Anirut Saengsoi) (由左至右)

      此次有幸獲獎首先得感謝中技社提供的機會，讓我們的研究成果得以公開並受到肯定。學生在

整個研究過程中，除了專業知識的養成，如IOT、機器學習等多種模型原理與用途，確認方向後尚

須動手寫code進行實作，以證明自己的想法是可行的，藉由不斷的驗證、修改，方能朝目標一步步

邁進，此流程就像while loop一樣，稍有不慎，可能就卡關了。我相信獲得第三名的獎項對學生而

言是個莫大的鼓勵，參加競賽的隊伍眾多，自己的研究成果能被眾多的評審認同、脫穎而出，無

疑是對我們研究最大的肯定。也讓我們堅信面對產業痛點不僅僅只是問題的解決，對於學生的專

業能力培養更是一大助力。

    建立黑水虻幼蟲影像資料庫，並透過AI技術辨識黑水虻幼蟲蟲齡，讓飼養者在投食時有明確的

參考依據，使能有效控管農業廢棄資材的輸入與轉化效率。對農業廢棄資材之處理極具貢獻價值

，有效協助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相當符合節能減碳的應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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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血性腦中風是一種死亡率高的腦血管疾病之一，在臨床上醫生雖能經由電腦斷層(CT)影像

診斷並透過手術移除腦內血腫來保住病患性命，但病患也容易因為血塊壓迫到腦組織所產生的後

遺症導致暫時或是永久性的傷殘，因此醫生在診斷時除了需要評估病患的死亡率外，更需要從

CT影像中觀察病患術後的預後情況來考慮採取適合的治療方法。

      本系統利用現今深度學習影像辨識技術對出血性腦中風CT影像進行自動化偵測、分割與分類

出其病灶資訊，包括偵測中風影像、分割腦實質出血、腦室出血與分類出血解剖位置，最後將預

測結果整合成出血性腦中風分析報告，並依據預測結果將影像資訊填寫至臨床診斷的ICH結構化

表格與ICH Score評分表中，提升臨床診斷速度。此系統能讓醫師快速獲得更多出血性腦中風病灶

訊息並了解預後狀況，使其能更準確評估病患與早期決定是否對於病患採取積極治療。

應用AI偵測出血性腦中風病灶之流程

以深度學習實現自動化出血性腦中風
病灶偵測與報告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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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隊主要為長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張賢宗教授和醫學影像處理與電腦視覺實驗室之成員組

成，包含趙一平教授與二位碩士班學生，碩二張育瑞主要負責訓練與改進深度學習模型，碩一

王妤霈則負責資料標記與網頁架設。實驗室主要運用平行處理、雲端運算與儲存、深度學習等

技術，將其運用於大腦神經科學領域，並透過與臨床醫學、認知心理、人文專家合作，結合磁

振造影與腦電圖，打造腦科學研究工具與分析方法。

    此外，本團隊也與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放射診斷科蔡元雄主任合作，獲得訓練與測試影像資料

，並共同構思系統架構與驗證方法，希望透過本次合作運用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演

算法，結合電腦視覺發展影像偵測、分類、分割等技術，並將這些技術運用於臨床醫學、智慧

醫療、智慧醫院，以輔助臨床診斷與治療。

張賢宗老師、張育瑞、王妤霈(由左至右)

    AI與醫療領域的結合一直是近期很關注重點，而研究團隊與蔡元雄主任討論的過程中也更注重

讓系統呈現臨床醫生在診斷上所關注的資訊。本團隊從系統構想、軟硬體架設、標記資料與訓練

模型等都花了很多心力，在開發過程中要十分感謝張賢宗與趙一平兩位老師的指導，並給予研究

設備開發系統，同時也感謝中技社舉辦此比賽並給予佳作的肯定，讓團隊成員的辛苦獲得認可。

我們知道這只是開始的第一步，要能實際應用於臨床上還有一段路要走。未來也將持續與醫生討

論，對此系統進行創新與改進。

      以AI辨識腦實質及腦室內兩種腦部出血型態，並確認出血位置、量化出血量，突破過去影像

對準技術的限制。作品的資料處理與校正辨識流程完整，並可整合為結構化病歷，具應用及發

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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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化現象對於果樹來說是一個普遍又頻繁出現的果園問題之一，有可能是因為病蟲侵害、缺

乏營養、排水不當等原因，直接或間接影響果樹根群吸收營養元素的能力所導致，而黃化會造

成農民一系列的損失，所以花費時間精力來照顧果樹、預防黃化問題對於農民來說是至關重要

的。但我們發現，農民在查看果樹黃化問題時會遇到幾個難題，像是果樹的黃化現象是從枝葉

末梢開始出現異狀，所以如果需要確實檢查果樹是否有黃化現象，農民以往都需要攀爬梯子到

樹上查看，才能觀察清楚，再加上台灣地形關係，果樹大多種植在山坡地上，這樣的方法不僅

費時費力，還可能會造成意外。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本作品透過空拍機從果園上方拍攝大範圍的照片，並將深度學習應用於

判斷照片中的每棵果樹是否黃化，發展出果樹黃化預警系統。系統會先透過果樹偵測模型框選

出空拍圖中每棵果樹的位置與範圍，再使用黃化偵測模型來判斷果樹是否有黃化現象，果樹有

黃化現象時則使用紅色方框將果樹框選，反之則用綠色方框框選，最後將分析結果呈現給農夫

。在有了AI的輔助後，農民也可以降低對專家的依賴與需求，並且不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及人

力去檢查每棵果樹的健康狀況，能更加省時、省力的進行農業活動，同時減少因黃化現象導致

的農損。

果樹偵測模型與黃化偵測模型建構流程

Doctor Tree-果樹黃化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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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隊來自國立嘉義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團隊成員共四人，為一位教授和三位學生。李彥賢

教授擅長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相關應用，負責技術指導與規劃軟體的製作方向，學生間擅長的

領域也各自不同，賴建呈同學擅長程式開發，主要負責整項作品軟體程式和技術方面的開發，

也負責關於技術方面的文書內容。吳沛晴同學擅長文書撰寫，主要負責整項作品文書的闡述和

統整，將技術和其他部分的敘述統整成一份完整且流暢的文書。林旼蓁同學擅長美編和多媒體

設計，主要負責軟體的介面設計與美化，同時也負責影片的構思和剪輯，三人彼此之間形成相

輔相成的合作關係。本團隊與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的江一蘆教授密切合作，由江教授提供果

園的空拍圖與果樹的健康狀態資料，該資料會用於訓練果樹偵測模型與黃化偵測模型，用來辨

識圖片中的果樹與其黃化情形，以滿足系統開發上的需求；本團隊在調查農業相關知識時，亦

會向江教授請教，確認尋找到的資料是否正確，以避免開發方向錯誤。

吳沛晴、林旼蓁、李彥賢老師、賴建呈(由左至右)

    中技社舉辦以「跨領域合作」為主軸的AI競賽，讓我們應用從系上學到的專業，從發想、設計

、到最後的實作中，來驗證自身的能力，並讓更多人注意到我們的作品，同時發現智慧農業的新可

能。程式語言只是用於解決問題的工具與媒介，我們應該專注在如何應用程式語言，來解決目前其

他領域所面臨的困境，這也是跨領域合作的意義。而在這次的跨領域合作中，我們也發現到了農民

耕作的不易，除了安全性的問題外，還面臨缺工等問題，這也更加堅定了我們想開發更多實用的作

品，來幫助農民輕鬆耕作的決心。最後，感謝評審給予建議及肯定，未來我們會持續以智慧農業為

主軸，開發更多實用的作品，推廣以科技輔助農業的可能性。

      簡化果樹黃化辨識之困難度及人力物力需求，其創意作品貼近農民需求，且系統完整度佳，

未來可廣泛應用於不同用途，蘊藏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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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作品的目的是透過嗓音訊號進行喉嚨疾病偵測之可解釋性，使用資料，母音「阿」，進行

可解釋性分析，使醫生能夠提升診斷效率和節省門診時間。語音資料庫是由亞東耳鼻喉科專門

針對嗓音疾病患者所設計的調查表，除個人基本資料，也涵蓋了病史內容，其中包括了患者的

聲音狀況、臨床症狀與生活習慣，最後再以內視鏡檢查聲帶做確認診斷。透過新穎人工智慧模

型的技術，已經達到具備臨床應用的準確度。除準確度之外，AI模型本身可視為「黑盒子」，

對結果的解釋往往被忽略。模型的可解釋性能幫助人類從大量歷史資料中發現新現象，萃取有

用的新知識，於生醫領域當中，可解釋性至為關鍵，亦較能夠獲得使用者的信賴。 

    基於亞東醫院之嗓音資料庫，提出多模態聲紋把脈演算法瞭解發音人聲帶健康。本團隊研發

一雛型系統，包括一套電腦軟體與人機介面，即時偵測嗓音疾病與視覺化顯示三類常見嗓音疾

病的可能機率。本系統更詳細分析個案人口學特徵、臨床症候等資訊，將偵測異常進一步區分

三類臨床上常見疾病如嗓音良性病灶、腫瘤、與聲帶麻痺等。

病理嗓音偵測架構圖與偵測系統

基於可解釋AI之病理嗓音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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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隊主要參與者包括元智大學電機學系與亞東醫院耳鼻喉科嗓音團隊，在完備的大數據資

料支持下，元智大學電機系方士豪教授率領多位碩士生與大學部學生長期參與此計畫，進行語

音分析，訊號處理、提取特徵，建立預測模型、開發應用軟體，研究成員還包括了元智大學電

機系王緒翔教授。王教授的研究專長為聲學訊號與生醫訊號處理，因此借鑑王教授在聲音訊號

處理上的經驗，針對音訊處理、降噪、深度學習網路參數等提供建議與指導改進。協同研究成

員還包括了亞東醫院嗓音團隊，由王棨德醫師帶領2位語言治療師與2位專職研究助理，對超過6

千例因為嗓音疾病前來就診之患者進行詳細且完整之檢查，每位個案均詳細紀錄個人病史、職

業類型、用聲程度、語音檔案、內視鏡錄影等。

洪照祥、張雅瑜、王怡婷、王淳賢、方士豪老師、王緒翔老師 (由左至右)            江宥緯

       感謝中技社舉辦創意AI競賽，得到獲獎榮譽倍感榮幸。AI與生活之間休戚相關，本團隊以大眾

常見的嗓音問題著手，亞東醫院病理嗓音團隊與元智大學結合各方專業領域，共同建立可解釋性病

理嗓音偵測系統，我們相信藉深度學習演算法與嗓音疾病領域結合能為台灣的醫療資源分配使用能

更有效率，讓嗓音患者克服因沒有專精醫師或特殊內視鏡而造成延誤就醫等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進

而建立更好、更友善的嗓音就醫環境。

    最後也要感謝評審的指導、交流以及肯定，一同為病理嗓音盡一份心力。本次競賽的經驗讓團

隊成員獲益良多，也給予了非常大的信心支持，希望能造福長期用聲的職業用聲者，讓生活品質變

得更美好。

      AI技術應用於偵測病理嗓音是相當具有獨特性，輔助醫師臨床診療，縮短診斷時間，可應用

於醫療匱乏地區之遠端諮詢，達到早期發現與治療的效益，其商機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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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直腸癌是國人死因的第一位，如何有效地早期識別大腸息肉細胞是良性或惡性狀況

是非常重要的。大腸息肉是因為細胞增生的突起組織，大部分息肉小於一公分，通常為良性組

織，但少數息肉發現時，已經惡性變化，也就是大腸癌。如果在息肉尚未癌變或初期切除，則

大腸癌的發生率便可降低。大腸鏡檢查易受到操作者的經驗影響，器具的照光不足、過度曝光(

白光)、移動跟液體所造成的影像模糊，加上醫師的視覺疲勞等因素，將直接影響診斷的準確性

。本作品因收集醫學影像不易，無法訓練出精準物件模型，所以提出自監督式學習架構(Self-Su-

pervised Learning Structure)，結合正相關圖片(Positive Image)增強物件結構偵測的關注度，而本

作品之物件內容為大腸癌的前身「息肉(Polyp)」，可正確協助醫生惡性息肉的檢出率，減少漏

診，提高診斷效率，呈現方式使用Grad-cam熱圖分佈來呈現深度學習模型的可解釋性，以利明顯

息肉的位置。

作品設計結果與技術創意架構圖

自監督式學習模型偵測大腸息肉結構資訊

1. 輕量化模型(壓縮模型)，降低辨識複雜度

2. 快速判斷良/惡性息肉，提高診斷效率

3. 協助經驗不足之實習醫生進行診斷

4. 協助自動偵測息肉位置，減少漏診

5. 找到隱性息肉，降低大腸癌惡化機率

系統五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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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隊由政治大學各領域研究的專才組成，我們的專長從通訊技術、電腦視覺、智慧醫療、

行為模式識別、使用者介面設計、行銷管理，乃至大數據分析，結合各自領域知識，只要牽涉

到AI，我們就要解題。

     因此這次的領域我們專注研究於醫學影像，透過CNN辨識物件與特徵的不足，我們一起提出

結構物件資訊位置，修正CNN所看到的圖片特徵，提昇辨識物件結構區域，視覺化我們用

Grad-cam的熱圖分佈來呈現模型的可解釋性。

       此外，我們團隊也提出知識蒸餾(Knowledge Distillation)的演算法，設計了自監督式學習架

構(Self-Supervised Learning Structure)來壓縮模型，知識蒸餾可比喻成複雜的模型是老師，蒸餾

出來的新模型是學生，學生從老師身上學到重點知識，如此一來可做到輕量化模型的效果，降

低模型計算複雜度，實現我們的解題題目，預期也達到不錯的辨識成果。

蔣喬同、吳怡潔老師、黃啟賢、吳致勳老師、徐偉育、林智瀚、劉子郡(由左至右)

       感謝中技社舉辦以「AI與生活」為主題的競賽，使我們有機會參與競賽，能藉此發揮所學專業

知識(深度學習電腦視覺演算法)，並與醫師們跨域合作進行AI技術精準醫療整合。同時也體會到解

決實務問題需要考慮的面向，例如：影像白光干擾等，不光只是技術即能成之，也需要發揮跨域思

維與相互合作才能有機會實現，就像我們不斷地跟醫生、教授們三方合作討論，透過此次競賽更是

體會跨域合作之不易，需要紮實專業、豐富經驗、與換位思考的多項整合能力。

    藉此過程我們讀了許多醫學、系統技術、與開發經驗等期刊論文，各方面都獲得了相當寶貴的

經驗與收穫。最後，非常感謝評審們對於作品給予的建議與認可，佳作的肯定給我們下一次的鼓勵

與動力，持續優化作品以實現目標，希望能為台灣醫療產業提供創新模式與創造產業及社會價值。

      提出新的自監督式演算法LIO(Look-into Object)，更能擬合物件目標，使用少量資料即可訓練

機器學習模型。可協助醫生惡性息肉的檢出率，減少漏診，具應用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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