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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研發中心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建立煉鋼造渣理論與實務技術的研發中心，除了培育煉鋼實作/檢測人才外，協助廠商進行爐

渣物化性分析，並解決造渣配方調製與製程技術問題，開發低耗能且環保之煉鋼技術。本中心結合熱力學模擬

(Thermo-Calc)、動力學模擬(ANSYS)與實作驗證等技術已建立15項爐渣特性評估方法，已透過開放業界使用，

並提供技術諮詢與服務，來促成更多的產學合作互動，而使中心之煉鋼能量發揮更大效益，並促使國內煉鋼技

術升級，進而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中心之核心技術包括快速液化脫磷與脫硫劑開發、冷與熱渣回爐再利用技

術開發與高單價造渣劑開發。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etal Materials

計畫名稱：無機廢棄脫硫渣之回爐再利用技術
計畫主持人：吳威德
執行機關：國立中興大學
地址：台中市402南區國光路250號中興大學金屬研發中心
電話/傳真：0422840500#604/0422879000
網址：http://web.nchu.edu.tw/~weite/metalcenter/news.html
聯絡人：吳威德　教授　　　聯絡人email：weite@dragon.nch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冷渣回爐脫硫技術：本計畫已開發出再利用脫硫劑配方能在30分鐘內達70%的脫硫能力，符合鋼筋等級產品

　，可為業界解決40%精煉渣難處理問題。

‧快速液化脫硫技術：本計畫已開發出高效脫硫劑配方，能在20分鐘內達96%以上的脫硫能力，可應用於台灣

　鋼廠生產高潔淨鋼種。

‧冷渣回爐脫磷技術：本計畫已開發出兼具發泡與脫磷之再利用脫磷劑配方，能在台灣100噸鋼廠試驗成功，且

　磷含量符合鋼筋等級產品，可為業界解決40%精煉渣難處理問題。

‧本中心已突破困境建立出高溫黏度量測技術，在高黏度區(>10000cp)精準度可達98.0%以上，在低黏度區(<500cp)
　精準度可達96.6%以上，已可以媲美世界級量測水準。

‧本中心結合熱力學模擬(Thermo-Calc)、動力學模擬(ANSYS)與實作驗證等技術已建立15項爐渣特性評估方法

　，可為業界快速解惑爐渣造渣問題。

經濟效益：
‧本計畫已產生5件技術轉移，總值263萬元；並衍生產學合作計畫共13件，總值777萬元。

‧本計畫已與18家企業合作，合作經費總計412.9萬元，捐贈設備價值總計250萬元。

‧本計畫已申請2件國內專利、1件國外專利與通過2件國內專利。

‧本中心已擁有個人會員數54人與聯盟會員數4間。

‧本中心與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功協助研發無機廢棄脫硫渣回爐再利用之核心技術，已解決精

　煉渣難處理問題並降低造渣成本。

培育人才：
‧本中心為了鼓勵與吸引青年學子加入煉鋼產業，每年固定舉辦1場全國性煉鋼模擬挑戰賽，已吸引大專院校共

　150位學生參加。

‧本中心每年皆會鼓勵學生參與世界級煉鋼挑戰賽，本團隊在第八屆(2013/11)煉鋼挑戰賽榮獲台灣區第1名與亞

　洲區第3名；第九屆(2014/12)煉鋼挑戰賽榮獲台灣區第1名與亞洲區第2名；第十屆(2016/1)煉鋼挑戰賽榮獲台

　灣區第1名與亞洲區第1名。

‧本中心為了培訓煉鋼人才，已舉辦13個金屬相關研習課程，受訓人數共725人。

‧本中心每年固定聘任2~4位業界師資進行實務授課，已投入588小時授課時數。

‧本中心為了集結台灣煉鋼產業的能量，每年固定舉辦1場電弧煉鋼技術交流會，並邀請4~6位煉鋼專家進行經

　驗分享與傳承，共計247人與會，並高達35家廠商共襄盛舉。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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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分離純化與混合分散基礎技術研究及推展中心規劃計畫

1.將已開發的氧化銫鎢奈米透明隔熱塗料分散液，進一步配合適當的樹脂，開發其奈米透明隔熱膜，建立相關

　之配方與塗布條件。並以奈米碳材為主的透明導電或抗靜電塗料建立其奈米研磨分散條件與配方組成。

2.以超臨界狀態二氧化碳（SCCO2）對亞麻籽進行萃取，再佐以適當的分離方法進一步純化木酚素。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Promotion Center for Efficient Separation/Purification and Mixing/Dispersion

計畫名稱：高效率分離純化與混合分散基礎技術研究及推展中心規劃計畫
計畫主持人：林睿哲教授團隊
執行機關：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所）
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電話/傳真：06-2757575#62600 / 06-2344496
網址：http://web.che.ncku.edu.tw/
聯絡人：陳炳宏　　　聯絡人email：bkchen@mail.nck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一)奈米粒子分散及應用

　　(1)開發出平均粒徑小於60nm氧化銫鎢奈米透明隔熱分散液，建立塗料配方與塗布條件，手刷塗布於玻璃表

　　　面形成之透明隔熱鍍膜其熱阻值可達160。
　　(2)開發出奈米碳管與氧化石墨烯水性分散液作為透明導電及抗靜電塗料，建立其奈米研磨分散與塗布條件

　　　，並可藉由改變塗布層數調控鍍膜之透光度與導電度。

　　(3)利用多元醇方法製備法，成功地合成出奈米銀線，製備出的銀奈米線直徑為50~200nm且長寬比為40~500
　　　，銀奈米粒子/銀奈米線數量比介於0~4。
(二)天然物之特用化學品萃取及純化

　　(1)在100公斤的亞麻籽中，SDG (Secoisolariciresinol Diglucoside)只占0.1%亞麻籽油重量，其他的木酚素

　　　的總萃取量約為82~2600毫克之間，約略為SDG最大萃取重量的0.145倍。至於，MAT(Matairesinol)、
　　  LAR(Lariciresinol)、PINO(Pinoresinol)、SECO(Secoisolariciresinol)等木酚素的最大萃取量則分別為　

　　      0.15、2.8、0.7、375毫克。

　　(2)超臨界二氧化碳萃取結果顯示當溫度及壓力為50℃和40 MPa，每克亞麻籽可萃得120μg木酚素。

經濟效益：
以奈米研磨分散技術開發粉體平均粒徑小於60nm之氧化銫鎢奈米塗料，可直接手刷塗佈於玻璃表面形成透明隔

熱鍍膜，藉由配方的調整，其熱阻值(可見光平均穿透率與近紅外光平均隔絕率之和)可達160，與目前市售貼合

式透明隔熱膜性能最佳者相當，具有成本較低且易於施作的優勢，因目前市面上並無類似塗料，頗具商業應用

潛力。產品性質預計可達經濟部工業局奈米金屬氧化物透明隔熱膜奈米標章本年度的規範(粉體粒徑小於100nm
外，可視光透射率50%以上，日光紅外線阻隔率75%以上，可視光反射率25%以下)。

培育人才：
執行團隊已有一位博士畢業後進入奈米研磨設備及漿料生產公司任職，有助於奈米研磨技術在產業界的擴大運

用及各種功能性奈米分散液或塗料的開發生產。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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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F技術研究中心

本計畫以建立具高共通性、高技術挑戰、高預期經濟影響力及大市場性之雙軸延伸成膜控制技術為目標，建構

雙軸延伸膜(Biaxial Orientation Film：BOF)之環構平台，並經由此平台之建構，結合產•學•研聯盟成立BOF 
Center，針對BOF之關鍵技術，技術紮根及產業需求，以應用導向型之基礎研究為觀念，結合〝學•訓•研〞三位

一體之方式，推廣BOF之人才培育及產業技術、產品開發之工作。建置三軸共押出及雙軸延伸設備之pilot plant
環構平台，開設業師主導之BOF技術課程，強化產學合作，協助業界開發BOF新產品，提升國際競爭力，同時

增強學生實務經驗，培育學理兼具之研發人才。

Biaxial Orientation Film Tech Center

計畫名稱：雙軸延伸成膜控制技術
計畫主持人：邱顯堂 教授
執行機關：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地址：10607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4段43號
電話/傳真：02-2733-3141#7402 / 02-2378-9028
聯絡人：邱顯堂　教授　　　聯絡人email：hchiu@mail.ntust.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1.功能性微粒對熱塑性聚氨酯薄膜微多孔形成機制之探討：開發Bio-mass微多孔薄膜，利用有機、無機之生質

　filler針對微孔成形之機制，有效達到透濕防水之功能，提升耐水壓，提高紡織用機能性薄膜之競爭力，達到

　綠色環保之無溶劑製程。

2.開發紡織用Hot Melt Adhesive Film：可有效提高織物縫線處之防水效果，其環測及耐水洗之效果亦高於一般市

　售品，達到綠色環保之無溶劑製程。

3.延伸及熱定型條件對EVOH/Nylon6/LDPE四層共押出膜聚集結構影響效應之研究：開發高挺性阻氣阻水複合

　膜，用於高階電子零件封裝。

4.電聲轉換振膜技術之開發：可有效達到產品掌控之自主性、提高利潤、降低售價，達到破除國外壟斷之現況。

經濟效益：
1.穎台科技同步投入BOF光學膜之BOF量產工廠之建設，〝渴望廠〞已於2013年11月完成建廠及試機，總投資

　額約20億元(建廠、設備)，並無償提供實驗型雙軸延伸機(2,000萬)、Hard Coater(12,000萬)、光學雙向散射分

　布儀(100萬)之借用。另一配合廠商，宏騰公司則專注於MMF膜之新產品開發。

2.產學合作(FY102~迄今)：目前已與穎台科技、宏騰光電、岳峰精密、三穎建設、唯新橡膠、興采實業、正崴

　精密、遠東新世紀、3M、工研院、紡織所…等公司合作，總金額達2000餘萬。業界檢測服務總金額約300萬。

培育人才：
1.建置全國技專院校唯一「三軸共押出機」與「機械方向延伸機」pilot plane完整設備。並每年投入8~10位業師

　，經由BOF薄膜特論及高性能高分子實習工廠之（材料實習課程）實務訓練培育70~80位大學部學生，並經

　由產業合作計畫之參與每年培育10~15名碩士以上之研究生，強化學生理論與實務兼具之能力。

2.持續推動BOF產學研大聯盟，並與塑膠中心、橡膠中心、紡織所、工研院等研究單位合作推廣BOF之精神，

　舉辦技術論壇使學生更了解市場需求。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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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學工業研究中心

本計畫以發展國內無機薄膜應用於分離純化之目標，結合台灣大學及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多位教授欲成立國內首座無機薄膜研發中心

。此計畫將以編組方式分成三個分項，並針對四個不同的分離目標做應用。分項一主要針對無機陶瓷薄膜的製備以及模組設計開發及

系統開發作努力；分項二負責結合膜分離之複合型高效分離純化技術開發；分項三強調技術推展、教材開發及實作課程規劃。本計畫

是以漸進式的方式由有機/無機混成材料之開發，逐步成長到純無機薄膜之製備。例如應用一是針對有機─無機複合薄膜(MOF/PVA 
composite membrane)應用於醇/水滲透蒸發程序，期望提升傳統有機薄膜的分離效能；應用二則是製備氧化石墨烯/幾丁聚醣複合薄

膜更進一步擴充應用到有機薄膜較無法使用的醇/水滲透蒸發程序；應用三我們製備出純無機沸石薄膜應用在非常重要的二氧化碳捕捉

與分離議題。最後，應用四我們利用純無機薄膜應用在膜結晶程序。以上四點應用都將集合分項一、二、三各成員的專長，分別從材

料端及程序端出發，針對不同分離應用設計出對應適合的材料及程序，並期望成功建立台灣第一的無機薄膜分離技術。

Petrochemical Research Center

計畫名稱：結合無機膜之複合型高效率分離純化基礎技術研發暨推廣計畫
計畫主持人：陳誠亮教授
執行機關：國立台灣大學石油化學工業研究中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電話/傳真：02-33663997/02-23626970 
網址：http://ntu-petrochemical.blogspot.tw/
聯絡人：張文星　　　聯絡人email：wschang@nt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1.應用一：有機─無機複合薄膜應用於醇/水滲透蒸發程序
本計畫開新穎水性合成技術，混合無機多孔性奈米粒子於有機高分子製成有機-無機混成膜(mixed matrix membranes)並應用於滲透
蒸發分離乙醇脫水程序。首先嘗試於水相中合成ZIF-8奈米顆粒，在未經乾燥程序下，直接製備混成薄膜，避免顆粒於乾燥過程中或
是和有機高分子混合時發生聚集情形。ZIF-8在薄膜內理想的分散，並且同時提升透過量以及選擇比，突破文獻上其他複合薄膜之滲
透蒸發分離效能。

2.應用二：有機─無機複合薄膜應用於醇/酯/水滲透蒸發程序
本計畫將「滲透蒸發應用於生質柴油預酯化」，大多學術研究著重於進行觸媒的改良以提高生質柴油產率，而本研究計畫藉由反應
結合滲透蒸發來降低油中自由脂肪酸的含量，有助於未來生質柴油之生產。滲透蒸發具有低耗能、易操作、反應條件適中、可分離
共沸物質、溫度敏感物質等優勢，是工業上一直備受期待之技術。藉由製備新穎之氧化石墨烯/幾丁聚醣複合薄膜應用在酯化反應器
的脫水程序，突破傳統高分子材料不耐乙酸乙酯和醇類混合溶液下的操作。

3.應用三：純無機分子篩薄膜應用於二氧化碳分離程序
傳統的無機zeolite氣體分離薄膜是用二次長晶的技術進行製備，其微結構由zeolite晶體顆粒所堆疊而成，因此在晶體與晶體之間，
容易形成奈米或微米級的缺陷，此缺陷對於薄膜的分離選擇性傷害甚鉅。本計畫發展一套新穎的「膠體法單步驟薄膜製備技術」製
備zeolite薄膜，表面結構相當均勻且緻密，看不出晶體堆疊的痕跡、亦無明顯的孔洞缺陷。此外，此製備方法僅需單步驟塗佈便能
製成zeolite薄膜，大幅降低傳統的兩步驟製備所需的成本。利用此新穎手法，將有助於zeolite薄膜的工業化生產。

4.應用四：純無機逆滲透薄膜應用於膜結晶程序
本計畫以甲基三甲氧矽烷(MTMS)作為前驅物，利用氣凝膠之高孔隙且中孔洞(2至50奈米)特性對巨孔洞(50奈米以上)三氧化二鋁
(Al2O3)基材進行改質，在犧牲最小孔洞體積下製備出一具備阻擋10奈米粒子能力的有機無機混成與無機薄膜濾材，透過改變前驅物
種類、前驅物與溶劑間比值、酸鹼催化濃度與熟化溫度等製備條件來控制此薄膜濾材的孔洞大小，使其適用於疏水多孔管式薄膜接
觸器應用於膜結晶程序。

經濟效益：
1.應用一：有機─無機複合薄膜應用於醇/水滲透蒸發程序
建置醇水共沸物分離之滲透蒸發/蒸餾複合程序–與傳統萃取蒸餾程序相比，能耗降低80%，藉由此低能耗的程序，可大幅降低無水
酒精之製造成本，有利於促進未來生質酒精燃料的應用。

2.應用二：有機─無機複合薄膜應用於醇/酯/水滲透蒸發程序
針對乙酸乙酯反應程序，本計畫設計一個整合化學反應、蒸餾分離、薄膜pervaporation等單元的複合式反應蒸餾製程設計。相較於
一般的反應蒸餾製程設計，此一複合式反應蒸餾製程可以節約25%能源；藉此可以節省社會在工業製程上的製造成本，並且達到節
能減碳的目的。

3.應用三：純無機分子篩薄膜應用於二氧化碳分離程序
針對一個600 MW. 燃煤發電廠，本計畫設計之薄膜二氧化碳捕捉製程，與傳統的amine-based二氧化碳捕捉製程比較，此一薄膜二
氧化碳捕捉製程可以減少約三分之一能耗。本計畫之研究成果為社會在二氧化碳捕捉的議題上提供一項可行的解決方法，未來若能
製備出更高效能之薄膜並將其量化製造，甚至是應用在工業程序上，將有助於解決全球暖化之問題。

4.應用四：純無機逆滲透薄膜應用於膜結晶程序
本計畫開發之純無機疏水多孔管式與中空纖維式薄膜及模組，可應用於化學工業程序用之結晶程序，以減少單元操作之所需空間與
能耗，回收製程中的有價物質，能達到資源再利用的永續發展目的。

本計畫執行迄今，已有3家合作企業投入550萬經費，另外計有15項衍生產學合作計畫進行，委託金額達1,152萬元。

培育人才：
　　本計畫將開設2門實作課程，除學校既有師資外，亦將聘請業界師資講授課程，以補充業界實務經驗教學。此外招生對象除校內
學生外，大部分為工業界新進工程師，藉由所開設的教育訓練課程，使其能利用所學儘快投入相關產業工作領域中，有效厚植國內化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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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與材料工業研究中心

為協助臺灣紡織產業建立特殊化、差異化、廣泛化之纖維製品研發能量，使功能性纖維材料之關鍵生產技術在

本土生根，並提昇國際競爭力與高附加價值力。逢甲大學研發團隊成立「紡織與材料工業研究中心」，運用本

校從原物料、染整、產品設計、功能檢測到創新產品開發的核心能力與教學資源，協助提昇紡織與材料工業基

礎技術能力、產品精緻度與高值化。推動「機能性纖維與材料產業發展聯盟」，結合產、官、學、研資源，形

成一個屬於纖維紡織材料產業或跨異業間的創新研發合作服務平臺。培育工業人才，帶動功能性纖維與材料產

業快速轉型，達到聯盟共榮之目的。

Textile and Material Industrial Research Center, TMIRC

計畫名稱：高值化功能性纖維工業基礎技術深耕專案計畫
計畫主持人：鄭國彬
執行機關：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地址：40724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電話/傳真：(04) 24517250分機3015
網址：http://www.tmirc.fcu.edu.tw/
聯絡人：鄭國彬　　　聯絡人email：kbcheng@fc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技術名稱：功能性材料次微米化、奈米化、分散、改質與合成等技術

已開發有涼爽、抗菌、蓄熱保溫、防蚊、美容、氧化石墨烯等多重功能性奈米與次微米填充材，並開發懸浮液分散技

術將其均勻分散於纖維中。協助合作鏈解決粉體細化、分散、懸浮、改質與合成問題。已經達成量產懸浮液之實績。

技術名稱：功能性纖維製造技術

已成功開發出化學合成法量產多重特殊功能性切片與長絲纖維的技術，並實際應用於人造纖維商業化量產製程中，已

生產有100公噸功能性切片與纖維之實績。協助合作鏈解決化學合成法生產功能性切片品質問題；改善黏液縲縈短纖維

製程及功能性問題；解決纖維製品耐磨性、防蝕性、光澤、隔熱性等問題。

技術名稱：纖維與高分子製品之功能性表面處理技術

已開發有全球首創之捲對捲式纖維製品高功率脈衝磁控濺鍍表面沉積與金屬化、陶瓷化等功能性改質處理技術。並協

助企業籌設研發中心，培訓專業人力與設備建置，提昇工具剪切高強度織物與濾材能力；輔導多家公司開發多種特殊

金屬化織物；

技術名稱：功能性纖維製品之創新設計與整合技術

協助運動毛巾、護具、內著、襪子、袖套、內搭褲、戶外用品、寢具合作鏈解決織物設計、包裝設計、熱轉移印花、

商品設計與功能性測試等問題；目前正積極利用專利組合與加值概念，開發創新創意材料技術，以進行智慧型紡織品

與過濾材的商品設計研發。

經濟效益：
推動機能性纖維與材料產業發展聯盟，已有包括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博陶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緯股

份有限公司、達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隆昌集團、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展邑科技有限公司、工業技術研究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宏驊針織股份有限公司、湯姆隆實業有限公司、和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大發有限公

司、高林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巧維企業有限公司、上禾紡織有限公司、友良高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遠東織

染股份有限公司18家機構入盟。並與超過20家中小企業進行合作，產學合作計畫件數超過30件。目前已整合有數位印

花纖維製品、功能性纖維製品、功能性薄膜、金屬化纖維製品、石墨烯纖維、纖維紗線製品表面處理、涼爽膠原蛋白

纖維、熱感保健纖維等本土產業合作鏈。目前本計畫所開發之纖維、紗、布、薄膜與複合材料等產值已達約1.5億新臺

幣以上。

培育人才：
開設機能性紡織品及材料人才技術訓練班系列課程，聘請學界與業界師資授課，目前已開設17梯次課程，授課時數95
小時，參加人次達4166人次。並舉辦有多次中區產業產業創新趨勢論壇等技術研討會促進交流。並輔導合作廠商之開

發產品參加多項發明展及國際展示會，並獲有多項金、銀與銅牌佳績。每年培育人才40位投入相關產、學、研單位。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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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佈研究中心

本計畫成立塗佈中心的核心目的，為召集國內”功能性紡織品、布膜加工、紡織染整材料、高分子膜及複材加工

、廢水過濾薄膜之業者”，從事共同研發的工作，以促進臺灣塗佈相關應用領域之產、學界永續發展。

Fabric Coating Research Center

計畫名稱：功能性布膜塗佈製程及塗佈材料研發中心
計畫主持人：芮祥鵬
執行機關：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分子所暨化工系(所)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電話/傳真：(02)2771-2171 / (02)27317174
網址：http://www.cc.ntut.edu.tw/~wwwmse/fcrc/home.htm
聯絡人：陳裔茵　　　聯絡人email：KT082899@gmail.com

關鍵基礎技術：
‧單向導濕破碎塗佈技術：

此技術是以輪刀塗佈機的順向轉移塗佈進行”破碎塗佈”，可在布料表層形成類似荷葉效應的撥水層。加工完成

後，布料表層接觸皮膚時可快速吸收汗水，且因為有荷葉效應的撥水層，使得被吸收掉的汗水不會往回擴散

接觸到皮膚，達到乾爽舒適且快速排汗之效果，已應用於高級女用胸衣中。

‧無水染色技術：

牛仔棉布上色是利用輪刀速度差的不同，在布料表層形成各式不同的有色花樣，適用於牛仔棉布不規則的上

色與去色，此方法不必如傳統牛仔棉布染色，需耗費太多用水進行染色及脫色，可節省約90%之用水量，相

當環保，且產品色牢度與傳統製法無差異。

‧全潤式塗佈技術：

撥油撥水食品輸送帶的製程主要是利用自行設計的押出式(slot die)模具，將鐵氟龍(PTFE)懸浮液以精密Screw 
pumping方式注料，之後鐵氟龍經垂直高溫(320℃)烘烤可塗佈於玻纖布上。此法較傳統浸漬(Dipping)法，可

節省60%以上的鐵氟龍懸浮液。且塗佈後正反面都非常均勻。所製成之PTFE撥油撥水輸送帶，為本中心與富

喬公司聯合開發成功的商品。已通過SGS無毒性殘留之檢驗。可應用於食品工廠的高溫防沾黏輸送帶，或家

庭可重複使用之烘烤離型墊片。

經濟效益：
本研究團隊所開發的技術迄今除了衍生出22個產學合作計畫、6個專利智財權(包含國內發明申請1件，美國發明

申請1件，國內發明獲證3件，美國發明獲證1件)，並獲得相關廠商一千多萬的產學合作與技術轉移金。能有效

地解決廠商塗佈問題，提升其紡織品附加價值，使得廠商獲利增加20%以上。

培育人才：
每年規劃共計7門塗佈理論及塗佈實務訓練課程，除學校既有專業師資外，並聘請業界講師授課，以培養貼近業

界現況實務之人才，加強產學合作，促使學生做中學、學中做，以累積實務經驗，獲得實習的機會。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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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層析程序研究中心

本計畫旨在建置全亞洲最完善之模擬移動床設備，同時結合超臨界流體技術成為領先全球的製備層析研究中心

。模擬移動床是一種連續式層析技術，可廣泛應用於石化產業、製糖與甜味工業、以及生技與醫藥產業等。比

之於傳統批次式的製備層析，模擬移動床可同時提高產物純度與回收率，更可提高固定相10倍以上的效能以及

減少90%以上的溶劑使用。本中心以各式自製的大小模擬移動床協助產業解決最棘手的分離純化問題，更使用

與超臨界流體結合之綠色技術為產業開發出更環保的層析生產技術。除了傳統的模擬移動床技術與設備之外，

本中心更成功開發出多成分的分離方法，同時具有製程模擬、放大設計、以及設備開發之能力，真正擁有層析

分離純化的全方位技能與知識，可加速落實產業升級的國家政策。

Center for Advanced Chromatographic Processing

計畫名稱：工業層析分離純化技術產業應用與深耕計畫
計畫主持人：蕭介夫講座教授
執行機關：義守大學
地址：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一號，義守大學「先進層析程序研究中心」
電話/傳真：07-6577711#3407 / 07-6578615
網址：http://www.isu.edu.tw/cacp
聯絡人：梁明在　副教授　　　聯絡人email：mtliang@is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本中心擁有自主設計的大小模擬移動床設備(從g/d到kg/d)，其中可與超臨界流體結合使用的噸級設備更是全

　球首座之製備級模擬移動床層析設備，可從事從基礎研究到量產的製程技術開發，也可提供產業試量產的服
　務。
‧本中心擁有分離多成分的方法與設備製造技術，可針對天然物中間原料或是發酵生產之功能性產物或醫藥，
　提出一次操作的高效率分離純化方法，降低生產成本與溶劑耗量。
‧本中心除了模擬移動床層析設備之外，同時擁有製備層析與超臨界流體層析設備，並配置有HPLC/MS/ELSD/UV/RI
　、SFC/MS/ELSD/UV、GC/MS/FID等基礎層析所需的研究設備。

經濟效益：
本中心自2014年成立以來，義守大學投入1610萬，並衍生產學合作計畫32件，經費達5160萬元以及專利4件。
所衍生之產業效益與代表性合作案例如下：
‧輔導創設喬璞科技公司專業從事模擬移動床設備開發與建造，並協助開發具多成分分離功能之層析設備，以
　及建造千噸級之示範生產設備，成功促進產業的研發與投資。
‧輔導生技公司建置兩套量產模擬移動床，其中一套更具與超臨界流體結合之功能。同時合作開發高純度蝦紅
　素產品與苦瓜籽CLN分離純化技術與產品，並技術移轉魚油EPA分離純化技術以開發醫藥級產品，促進億元
　以上的投資建廠。
‧協助喬本生醫公司開發具功能性的牛樟芝衍生產品並獲得專利，促進億元以上的第二期廠房興建。
‧協助國內製藥廠或原料藥工廠進行citalopram、bisoprolol、doxorubicin、clomiphene等的分離純化。
‧合作解決工研院綠能所開發纖維水解醣液之純化問題，並以千噸級設備進行示範生產。
‧與勝一化工合作開發丙二醇與丁二醇分離方法，並申請專利。

培育人才：
本中心除了積極開發技術與建置設備，更重視種子與實務人才培訓：
‧編撰教材供義守大學學生上課之用，如層析分離原理與應用、單元操作、分離程序、綠色工程，並不定期舉
　辦校內的實務工作坊用以培訓製備層析技術之產業人才。
‧共同舉辦「2016第一屆製藥工程技術交流研討會」，2015年2月19日，台灣神隆公司台南廠。
‧舉辦「2015年製備層析色譜技術與應用研討會」並邀請兩岸專家專業演講，2015年11月6日。
‧舉辦「製備層析色譜產業應用實務工作坊」並邀請三位業界專家蒞臨擔任講師，2015年11月5日，並參訪台灣
　神隆公司台南廠。
‧與自強基金會合作開設製備層析技術在天然物之應用與實作以培訓產業人才，2015年6~7月，共5天30小時。
‧舉辦「液相層析暨質譜聯用實務工作坊」，邀請2位校外專業講師蒞臨授課9小時，其中3小時演講和6小時實
　際操作，2015年6月11日。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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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碳研究中心

本計畫主要藉由中正大學化工系、台灣中油煉製研究所、台灣中油人力資源訓練所之合作，結合三個單位的能

量及資源長期投入，共同開發新世代材料及能源製造技術，以提升中油常壓塔底油及含多苯環芳香烴油料之價

值，並開授「化工單元操作應用實務」之課程，培育煉油產業研發及製程人才，以提升我國化學工業基礎技術

之能力與產品之價值。

Advanced Carbon Research Center

計畫名稱：油品高值化開發及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主持人：李元堯教授團隊
執行機關：國立中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所)
地址：62102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7鄰大學路一段168號中正大學工學院二館
電話/傳真：05-2720411#33403 / 05-2721206
聯絡人：李元堯　　　聯絡人email：chmyyl@cc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奈米碳纖維及碳材料開發技術：成功將中油公司之常壓塔底油利用電紡技術及電噴灑技術，開發出奈米碳纖

　維及碳粒子，能夠簡單的改變電紡參數，獲得不同尺寸等級的碳纖維及粒子，應用層面相當廣泛。

‧碳矽複合電極材料開發技術：在中油現有的技術上，成功開發出矽碳複合材料之均勻鑲嵌技術，以提供高電

　容量與高穩定性之鋰離子電池負極材料。

‧環保橡膠溶劑油開發技術：

(1)酯類填加劑合成及分析：利用天然油脂及二元醇或高級酯經不均相觸媒催化合成適合於填加橡膠加工油之

　 酯類。

(2)溶劑油性能測試：設計實驗規模(<100g)橡膠加工之設備及建立材料分析之標準方法。

‧超親水表面改質成超疏水表面之技術：

(1)成功將超親水（100%濕潤）的轉酯化Pd/zeolite觸媒改質成超疏水(接觸角>150度)的CNT/Pd/zeolite觸媒。

(2)以超疏水的觸媒進行批次與連續式酯化反應，可能具有減緩觸媒Pd金屬流失的功用。

經濟效益：
‧成功利用電紡技術開發奈米級瀝青/PAN纖維，比目前以熔融紡絲的纖維小10倍以上，極具商業潛力。

‧將中油公司低經濟效益之常壓塔底油再利用，開發具應用性之奈米碳纖維，以化學方式將碳纖維表面官能化

　，積極進行薄膜過濾與吸附技術之研發。

‧與國內廠商合作將矽晶切削廢棄物轉化成高性能、高價值之矽碳材料。

‧開發不均相觸媒以合成酯類填加劑並建立橡膠性能測試方法以評估填加劑及摻配油之性能。

‧改質成超疏水表面之技術可應用在避免水中毒、對水敏感材料、與防水防汙等領域。

‧協助合作企業利用電噴灑技術開發出微米級及奈米級瀝青粒子。

‧協助合作廠商將廉價塔底油轉化高價值碳極材料。

‧協助合作企業開發環保型橡膠軟化油。

培育人才：
中正大學化工系與中油訓練所共同合作產學人才培育，開設「化工單元操作應用實務」之系列課程，聘請業界

師資進行授課分享實務與經驗，授課方式為：一半的學理課程於本系上課；另一半的實習與參訪課程在中油訓

練所與中油工廠進行。每年邀請業界師資13人；授課時數54小時；一個學期三個學分；並培育實作人才40人，

為日後產業界欲積極爭取之優先人選。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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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品高值化技術深耕研發中心

本計畫以當前在生活、能源、綠建材、汙染防治等科技產業的研究為主題，拓展機能性紡織品之應用範疇，使

科技研發與產業同步進行，並使後續產業應用及商品化能加速落實推動，以有效提升研發成果產業化之效能。

並整合台灣科技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以及崑山科技大學等三校纖維與材料工程學專長之教師，並搭配計畫相關

所屬研究中心(台科大材料科技研究中心、台科大技術移轉中心、崑山科大奈米研發中心)之科研能來進行『紡織

品高質化基礎技術』之開發。

High Value Textile Industry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H.T.R.C)

計畫名稱：有機\無機混成材料與紡織品工業基礎技術深耕計畫
計畫主持人：李俊毅教授
執行機關：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地址：10607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4段43號
電話/傳真：02-87324243 
網址：http://semroom.ntust.edu.tw/files/11-1057-5358.php?Lang=zh-tw
聯絡人：李俊輝　　　聯絡人email：D9104301@mail.ntust.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開發具有強力殺菌之有機/無機複合熔噴與熔紡纖維與織物之技術，紡製之纖維與織物同時具有在室內光及暗

　室下之殺菌能力。 
‧開發出以核-殼靜電紡絲技術研製出高長徑比PVP/銀奈米複合纖維，能紡製成纖維平均直徑500-600nm之高表

　面積纖維膜，可應用於抗靜電織物。

‧開發具有壓電特性的靜電紡絲奈米纖維膜，不需透過複雜的結構設計即可達到中低頻段的噪音吸收，成為一

　種具有極高潛力之新穎性吸音材料。

‧開發出防火、隔熱的氣凝膠/非織物複合材料，可在高溫下防火2分鐘不燃燒，將一般傳統的非織物推進至耐

　熱、高溫環境使用產品。

‧開發出不同粒徑(350nm、500nm、750nm、900nm以及1200nm等規格)之閉孔型圓球狀氣凝膠粉末，可應用

　於防火、隔熱等油漆以及隔熱門或防爆門填充材。

‧將3D立體聚酯織物作為強化材，以無電極電鍍及含浸之加工法將事業廢棄物製作具電磁波吸收、遮蔽性質之

　輕量化複合板材，並配合不同需求進一步以改變結構之方式使板材獲得隔熱、吸音、隔音等性能之「綠建材」。

經濟效益：
‧紡織品高值化技術深耕聯盟：由台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結合崑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系、中國文化大

　學紡織工程學系以及紡綜所、工研院材化所等，與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共同籌組成立「紡織品高值化

　技術深耕聯盟」，以加強拓展機能性紡織品之應用範疇，並針對新材料、前瞻技術、奈米機能化、檢測技術

　等大方向定期舉辨技術研討會。整合現有的資源，替業界解決技術升級與產品開發所面臨之難題。

‧紡織品高值化技術深耕研發中心：建構雙組份熔噴不織布、雙組份熔融紡絲及微型混煉機等設備，搭配不同

　有機\無機材料之功能性，以達到導電、阻燃、抗菌、去汙、吸音等紡織品複合材料特有的功能性，協助業者

　進行各項新材料/技術產品之開發。

培育人才：
開設9梯次人才培訓課程，共計24個專業講題，參加總人數達787人，其中業者佔189人，而參與之產學研等單

位多達75家。「外聘業界師資授課」，目前已開設10門課程，聘請業師31位，業師上課總時數達121小時，訓

練人數累計共1,089人次。 並舉主辦2015專題論文競賽，培養學生創新的思維與實做之能力，為產業界持續培

育人才。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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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科技聯合研究中心

本計畫除了將本著中心長期於基礎技術耕耘外，為提升產業技術及因應超低耗能和高解析畫質面板(如4K-UHD面板)的
強力市場需求下，致力發展更高規格的基礎技術以進一步提升顯示及照明效率，也利用奈米材料針對有機發光二極體

(OLED)做光效率的提升研究，因此本計畫以三大核心基礎技術為軸，包含有機奈米金屬複合光電材料及元件製備技術

、高效率螢光粉材料暨噴塗製備技術及透明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元件技術；輔以相關基礎課程並廣邀業界專家為在學學

子提供實務上的技術實作及相關產業資訊課程，建立學生在高效率顯示照明與微影相關技術的基礎實作能力。

NCTU Display Research Center

計畫名稱：高效率顯示、照明光電材料基礎技術研究
計畫主持人：謝漢萍教授團隊
執行機關：國立交通大學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國立交通大學交映樓5樓
電話/傳真：03-5731797 / 03-5737681
聯絡人：倪賢敏　　　聯絡人email：vivianni@nct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1.有機奈米金屬複合光電材料及元件製備技術：OLED等有機光電元件相關材料的研發對未來顯示產業技術有其應用價
　值，除了電漿特性能提昇OLED的效率外，也正與友達光電討論是否氧化石墨烯能應用於改善有機薄膜電晶體的背
　板效能。還原石墨烯後也有機會製成透明導電薄膜，應用於OLED與觸控面板等。

2.高效率螢光粉材料暨噴塗製備技術：合成出高轉換效率之螢光粉，其轉換效率可達86%，大於業界所使用之商用粉(70%~80%)
　，其結果已縮短與世界頂尖研究團隊研究成果(90% by Nichia)的距離。目前會再進行材料的合成與不同參數改質，
　以期與領先團隊並駕齊驅。對國內產業方面，協助漢民科技在使用螢光粉噴塗上，以模擬的方式計算發光效率與光
　譜及亮度的光性，其成果與實作誤差值接近，對於未來在噴塗進行前可先以模擬運算方式預測可達到的實驗結果，
　進而節省材料與時間的浪費。同時，以高效率螢光粉並結合表面粗化方式、散射粒子參雜等製程提升光萃取效率而
　達到較高的發光效率。

3.透明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元件技術：將電阻式記憶體應用於顯示面板電路中為一全新之概念，目前國內外產業上並無
　現有技術實行此一架構。本團隊成功實現一非線性整流之電阻式記憶體元件，其優勢為電流在小電壓時可被顯著抑
　制，大幅減少了非判讀元件在陣列中造成之漏電流路徑，如此漏電干擾的問題將可以有效改善。

經濟效益：
1.奈米複合材料所呈現的表面電漿特性能提昇OLED的效率，使得面板的經濟效益增加，同時我們發展此複合材料之技
　術也有機會可以利用還原石墨烯製備低成本之透明導電薄膜，未來將有非常廣泛的用途，例如應用於各式面板如　
　LCD、OLED、觸控等之導電薄膜。
2.所開發之LED發光元件具有高的發光效率可以達到更為省電的效果，另一方面，利用模擬預測噴塗參數將可以大幅
　的節省成本，且噴塗線寬可精細到40um，未來可以噴塗較精密的元件且可達到材料的節省之附加價值。
3.現今應用於薄膜電晶體之金屬氧化物材料成本相對較高，不利競爭。團隊朝向以低成本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為主體
　材料之薄膜電晶體及電阻式記憶體元件之開發，如此既能實現節能省電之功效，亦能大幅降低產品之成本花費。

培育人才：
　　本團隊計有11名至業界暑期實習，另已有37名碩士生、10名博士生進入相關產業工作，其中與美商應用材料公司
衍生一產學合作三年計畫－複合型互補式薄膜電晶體應用於顯示電路之研究。本計畫將利用Hybrid Complimentary Thin-Film 
Transistors為概念發想之p型LTPS/n型Oxide TFT元件組合，進行內建於TFT基板上顯示電路設計技術之開發，並由本
團隊所協助製成之TFT元件進行打件封裝，進行實際量測試並測試其元件應用可行性。藉由測試鍵量設計過程，可建
立Hybrid C-TFT特有之模擬與佈局技術。
　　在【產業整合的推廣】則藉由全球知名顯示會議暨觸控互動展的International Display Manufacturing Conference 
(IDMC)/Touch Taiwan舉行技術成果發表及專題競賽，並且在IDMC專設一個 “高效率照明與顯示創新競賽” 以推廣給業
界相關技術資訊，將中心技術推廣並尋求更多的產學合作機會，計有53人25隊伍參賽/29人15隊進入決賽展出。本活
動競賽達到兩大效益：厚植國內學界於顯示及照明的基礎研發設計實力及媒合學界與業界能有更多的合作技轉機會，
同時也藉由此活動使參賽隊伍互相學習觀摩而跳脫既有想法產出更多創意。2015 IDMC人數逾六百位國內外產學研人
士參加、Touch Taiwan有四百家廠商參展且近三萬人參觀，相關作品有相當高的曝光率。對於本計畫的成果發表及技
術競賽不僅是單純學界之間的交流，更能透過在2015 IDMC/Touch Taiwan的展出，讓國內外的學研產業界能了解到相
關的技術以其得到更多的產學合作機會，使產業獲得實質性的技術提升，並培育更多人才。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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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研究中心

　　本計畫主要鎖定在提供高可靠度(High Availability, HA)的軟硬體解決方案，並透過研發兩種類型的技術來達成這個目標：
(1) 發展基於電信級工業用電腦之高可靠度虛擬化技術 (Fault Tolerance for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FT4VT)，以及 (2) 提升高
可靠度之軟硬體自動化測試技術。
　　第一種類型的技術主要是在虛擬機層級提供HA的解決方案，並透過支援IPMI的工業用電腦所提供的硬體偵測功能，來加
快軟體容錯轉移(Failover)的速度。第二種類型的技術主要是透過測試自動化來評估並回報系統品質(軟硬體整合測試)的問題，
以便利系統開發者快速找出系統設計上的錯誤，並提供完整的品質確保。進而讓國內廠商可以擁有快速發展高品質系統的能
力，提升工業電腦的品質，大幅縮短產品開發週期。

Software Research Center

計畫名稱：工業用核心虛擬技術之開發
計畫主持人：梁德容教授團隊
執行機關：國立中央大學軟體研究中心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中央大學工程五館B111 
電話/傳真：03-4227151*35335
聯絡人：張佩瑜　　　聯絡人email：ahh3022900@gmail.com

關鍵基礎技術：
‧虛擬機記憶體層級網路服務即時容錯技術：本研究團隊針對虛擬化的網路服務的可用性(Availability)問題，發展虛擬機即時容

錯技術。類型的技術是透過即時同步虛擬機器狀態，維護一台有相同狀態的備用虛擬機器使其隨時在線上，如此當系統發生問題
時就能夠以最短的時間內恢復到原本的狀態，達到接近Zero Downtime的效果，同時降低容錯功能對原有的虛擬化網路服務品質
的影響。經過測試軟體驗證後，證實比目前效能較好的的工具Micro-Checkpointing要好：我們的容錯虛擬機技術的每分鐘執行
指令是Micro-Checkpointing的2.85倍，Response Time是Micro-Checkpointing的32.32%，單位指令頻寬消耗則是Micro-Check-
point的41%。

‧軟硬體整合之虛擬機高可用性(HA)技術：工業電腦雖然本身具有高可用性，但對於其上的虛擬化服務並不支援高可用性。本研究
團隊發展了基於ATCA工業電腦架構的高可用性虛擬化技術，我們稱之為FT4VT。此外，我們透過回歸測試技術的運用，來進一
步提升FT4VT的可用性。FT4VT能提供完整的高可用性解決方案，並提升國內下一世代以虛擬機技術為基礎之工業電腦相關產業
。我們的系統在工業電腦上可以達到 0.41 hours/year (99.995% Availability, 4個9的可用性)，比目前技術領先廠商 1.36 hours/-
year (99.984% Availability, 3個9的可用性) 好3倍，並能提供錯誤事先預警之容錯轉移。

‧軟硬體整合自動化測試：軟體開發的過程中，由於系統不斷地進行修正與改良，這使得迴歸測試在實務上非常重要，不過未自動
化的迴歸測試通常耗時又費工。本研究團隊針對回歸測試自動化開發了CAPTURE/REPLAY測試自動化系統KORAT。本系統之特色在
於測試自動化系統與待測系統完全獨立，所以能更廣泛地運用於更多特殊的測試情境當中。目前國內工業現狀大部分只能以人工
測試部分功能，本研究能提升廠商品質確保能力至全面性的回歸測試，大量減少測試的人力與時間。以合作廠商為例，人力研發
成本降低70%，測試時程縮短80%，新產品開發速度加快50%。

專利申請：
本計畫已獲得1件國內專利，並提出2件國內專利、3件國外專利：
1.工業電腦軟硬體整合自動化測試產品及其操作方法
2.基於虛擬機器與ATCA工業電腦之高可用性架構
3.一個錄製與重播滑鼠行為技術
4.Automatic testing device for 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 ＆ Operating method Thereof
5.A system architecture of high availability based on server virtualization and AdancedTCA
6.A Mouse Behavior Recording and Replay Technology

經濟效益：
‧本計畫與凌華科技公司、資策會及工研院合作，經費總計14,620仟元，捐贈設備價值總計1,900仟元；並分別與町洋企業、工研

院達成共兩件技轉案，共計2,000仟元，預計將再與英業達達成技轉。
‧本計畫協助國內具國際競爭力之工業電腦廠商推出具高可靠度(HA)電信級工業電腦，進軍下一世代以虛擬機(virtual machines)

技術為基礎之先進網路服務。
‧本計畫所產出之測試自動化工具KORAT目前已經用於凌華科技內部BIOS測試全面回歸自動化測試。目前預估能減少BIOS設計驗證

年度驗證人工成本為1,460仟元，上市的驗證成本也能減少59.3%及縮短驗證時間一周以上，大幅提高工業電腦廠商之新產品品質
競爭力。

培育人才：
‧本開設嵌入式系統設計(42人次)、工業電腦虛擬機技術課程(60人次)，進行計畫相關之人才培育；聘任業界師資共計28人次，授

課76小時；另有融入課程：計算機概論加實習(110人次)、敏捷方法(50人次)，將計畫之部分內容融入基礎課程之中，提升學生
能力，增進培養技術人才。

‧本計畫培育碩、博士生人數：2013年培育44人(畢業7人)、2014年培育30人(畢業8人)、2015年培育30人(畢業8人)、2016年培育
17人(畢業12人)，四年累計共121人(畢業35人)。其中進入相關產業比例為100%，以一己之長於畢業後為業界帶動相關領域之發
展。

‧學生參加2013、2014、2015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分別獲得政府開放資料加值應用組第三名(第18屆)、資訊技術
應用組佳作(第19屆)、電子認證應用組第一名(第19屆)、資訊技術應用組第三名(第20屆)。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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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內容及多媒體技術研究中心

本中心為台灣唯一擁有完整三維電腦繪圖（3D Graphics）軟硬體開發及整合能力，並在電腦繪圖技術上已至少

有十年之技術研發經驗，中山團隊長期以來對於人才的訓練與競賽，兼具軟硬體實作和晶片下線，並獲得國科

會(現科技部) 99年度與102年度之績優計畫獎肯定。團隊投入研究開發之技術涵蓋微處理器設計(CPU)、繪圖處

理器設計(GPU)、系統匯流排之軟硬體協同偵錯與效能分析技術、OpenGL繪圖API開發、編譯器設計與實作、

韌體開發和製作實體晶片及完整之Linux作業系統移植（porting）等技術之實作與研究。所培育的軟硬體產業相

關人才已陸續進入國內外研發公司如英特爾(Intel)、邁威爾(Marvell)、聯發科(MediaTek)、晨星(MStar)等公司服

務。

Digital Content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計畫名稱：先進繪圖與視訊基礎技術研發
計畫主持人：黃英哲 教授
執行機關：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地址：8042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電話/傳真：(07)525-4337 
網址：http://dcmt.nsysu.edu.tw
聯絡人：戈麗安 行政專員　　　聯絡人email：lianne@esl.cse.nsys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三維繪圖處理器設計：
完成第四代支援OpenGL ES 2.0之三維多核心統一渲染繪圖處理器系統晶片(NSYSU 3DG-Core IV)的軟硬體整合，其包含雙核心
ARM-like處理器、四核心繪圖處理器、全硬體化實作之光柵處理單元及可重複編程系統匯流排監測單元，日前正進行晶片下線製作
及FPGA驗證。經過初步FPGA測試結果，效能為2014年第三代晶片之6倍(89.1Mvertices/s, 23.1Mpixels/s)。目前晶片正準備下線
製作，晶片預計規格為TSMC 28nm-1.63mm2 @266Mhz。為國內完整掌握三維多核心軟硬體整合技術之團隊。

繪圖介面開發及應用：
實作OpenGL ES 2.0標準之程式庫及支援Khronos GLSL語法之編譯器,並完成OpenGL ES 1.0/2.0 API相容性測試(Conformance 
Test)，且使用GLBenchmark做為效能比較之基準軟體。

系統整合及效能分析：
可重複編程系統匯流排監測單元(Reconfigurable Bus Monitor)整合使用者空間(User Space)及核心空間(Kernel Space)的軟/硬體的
資訊，並搭配系統連接架構的使用效率、軟硬體之間的執行流程、硬體的執行效率等資訊，提供針對整合系統晶片更為準確的效能
分析以找出軟/硬體的瓶頸(Bottleneck)，進而視情況調整軟/硬體的架構或演算法，以增進其效能。

低功耗系統晶片設計：
藉由多重精度浮點運算器、動態電壓/時脈調整技術(DVFS)及工作負載預測模組，達成節省72%之晶片運算功耗，提供最佳
13.9Mvertice/s@11mW之低功耗幾何運算處理單元設計。

相關技術專利：
‧反相壓縮系統及方法(BACKWARD COMPRESSION SYSTEM AND METHOD)
　中華民國專利 [I387873]、美國專利 [7,956,775 B2]
‧應用於向量圖形點陣化之階層式緩衝器之運算方法 中華民國專利 [I488142]
‧三維網路晶片拓樸合成方法 中華民國專利 [I456424]
‧多層次最大化交連線測試方法 中華民國專利 [I456408]
‧擴增實境系統及其使用者介面方法 中華民國專利 [I385559]
‧三維模型重建方法及其系統 中華民國專利 [I480507]
‧用於晶片測試之輸出資料壓縮器 中華民國專利 [I398652]

經濟效益：
本中心為達技術深耕之目標，並促進學術與產業的良性交流互動，落實產學合作從學校至企業、社區服務，使研發技術與實際商用
的產業界緊密聯結，於是，本中心規劃產學合作之三個具體實施方向：提供OpenGL應用、運算與驗證服務、提供技術授權、人員
訓練交流。目前已完成技術移轉共6件、衍生產學合作計畫已簽約共4件，總投入經費共3,850仟元。另外有企業獎助優秀博士生參
與研究計畫等。

培育人才：
本中心已開設數位及多媒體技術相關基礎及實作課程，包含基礎課程(12門)、專業課程(9門)及應用及整合驗證課程(5門)，並分別
配合基礎與專業編撰適合之技術實作教材。邀請業師授課部份，邀請業界及國際學術界師資17位，合計演講授課41小時，業師至
校內授課課程訓練人數共1003人次。另外，舉辦技術研討會，以及舉辦學生實作成果展示等。另有指導學生參加競賽 (共參加5項
競賽，參賽人數共69人，共5件參賽作品獲得獎項) 。國內外得獎共13項，包含日內瓦發明展銀牌、紐倫堡發明展金牌、台北國際
發明展金牌、國家發明獎銀牌等。今年因本計畫之投入至相關業界工作人數有碩士共12人、博士1人。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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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繪圖與立體視訊基礎技術研發中心

本計畫旨在研發「高階繪圖、3D視訊與雲端儲存基礎技術」，實現「智慧型情境系統之建構及其應用」。以「

深耕產業應用價值的基礎技術」為目標，近程研發與產業密切配合之技術，遠程研發兼具前瞻性與產業潛力之

技術。

本計畫以四年為期，研發下列技術：

(A)深度影像建模與繪圖應用基礎技術；

(B)自由視點3D視訊建構與搜尋基礎技術；

(C)智慧型虛擬攝影棚基礎技術；

(D)智慧型教室導播及雲端儲存基礎技術。

這些指標性之3D及智慧型基礎技術皆是目前產業急需深耕，以趕上世界潮流與提升台灣競爭力之項目。

Research Center of  Advanced Computer Graphics and 3D Video Technologies

計畫名稱：智慧型情境系統建構之高階繪圖、3D視訊與雲端儲存基礎技術研發計畫
計畫主持人：蔡文祥教授
執行機關：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地址：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電話/傳真：(03)5712121ext.52991/(03)5730785
網址：http://cgvt.nctu.edu.tw
聯絡人：林筱萍　　　聯絡人email：lsp608@g2.nct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A.深度影像建模與繪圖應用基礎技術
　‧物體表面之追蹤與重建－提升深度影像解析度，重建物件表面模型
　‧基於深度影像之3D模型組合與調適－以三維線段與基礎元件對應進行三維建模
　‧以手勢與可形變物體互動技術作畫－應用粒子系統模擬水並作畫
B.自由視點3D視訊建構與搜尋基礎技術
　‧基於人眼視覺的多視角3D影像合成－以非線性曲線調整影像，提昇立體效果及舒適度
　‧3D深度圖改善演算法－用Kinect彩色影像的資訊修補遮蔽區
　‧3D視訊檢索－以機器學習及區塊篩選機制產生全域特徵
C.智慧型虛擬攝影棚基礎技術
　‧3D攝影棚環境與人物影像建構與展現－以彩色DWC建立精密3D環境和人物模型，在介面上任意視角觀看
　‧基於消失點的即時多人多機協同定位－使用一維積分影像加速POM方法，提供快速精準人物定位
　‧多人物自動化多機協同拍攝與輔助取景－自動對多攝影機拍攝對象做最佳化
　‧主播動作辨識技術－將3D人體骨架及自然手勢應用於自動導播系統
D.智慧型教室導播及雲端儲存基礎技術
　‧智慧教室導播系統之3D位置指示器－即時辨識紅外線影像並計算物體位置，藉由PTZ攝影機，取得物體細部畫面。(獲「
　　2015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金牌獎)
　‧整合型虛擬分散儲存系統－包含去重複、檔案備份及檔案切割的整合運作

經濟效益：
進行合作研發的企業共有20家，包括：台達電、聯詠科技、中華電信、洋銘科技等大廠，合作項目達24項，經費收入總計達
1,380.5萬元。其中洋銘科技將本計畫所開發之智慧型教室導播系統進行產品化並在大陸銷售約2000套，約20億人民幣，聯詠
科技亦將本計畫之四倍影像壓縮技術進行產品化。另本計畫之「視窗視訊畫面內區塊複製」技術已被ISO/IEC MPEG國際標準
採納。

培育人才：
-培養博士班學生擔任H.265/HEVC國際標準核心實驗總召集人。

-舉辦「梅竹黑客松」競賽，共125人報名參加，合作企業包含台灣微軟、和沛科技、喬鼎資訊、玉山銀行。

-舉辦業師授課8場，含邀請國際學者講學4場，共268人次參加。

-協辦「交想躍創業競賽」促成參賽學生與創業家對談。

-開設「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課程。

-培育實作人才碩士62人(已畢業15人)、博士9人(已畢業1人)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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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化核心技術研究中心

近十年內，虛擬化技術的應用蓬勃發展，其中以伺服器虛擬化與雲端運算發展最迅速，各國政府、企業與產業

趨勢分析單位都將虛擬化技術與衍伸的服務視為重大發展計畫之一。而本團隊對於ARM/HSA架構的虛擬化技術

的研發與推廣，自計畫執行以來在台灣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計畫團隊為了台灣在虛擬化技術的長遠發展，

持續的研發虛擬化相關技術以及整合全台各地虛擬化技術的研究能量，培植台灣在虛擬化核心技術的研發能力

，針對ARM/HSA平台上的CPU、Memory、及I/O研發核心的虛擬化關鍵技術以及虛擬機的容錯技術。

Virtualization Techniques Research Center

計畫名稱：ARM處理器虛擬化技術研究
計畫主持人：鍾葉青教授團隊
執行機關：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所)
地址：300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台達館R303室
電話/傳真：03-571-5131
網址：http://140.114.91.64
聯絡人：林郁翔　　　聯絡人email：coldfunction@sslab.cs.nth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本團隊的總計畫之下分了四個子計畫，分別對於CPU、Memory、I/O的虛擬化關鍵技術以及虛擬機的容錯技術

進行相關的技術開發，與國際技術競爭優勢分析部分，我們目前開發的技術，在全世界來說，是站在前沿的位

置，國際上相對的論文不多，而近兩年來本團隊在國際上已發表數篇相關國際會議與期刊論文，除了在國際上

發表論文，本團隊在計畫執行中密切的與國內業界合作開發相關技術，並試著協助解決虛擬化技術於實際業界

應用上的問題，例如GPU虛擬化的成果與工研院電通所合作，以H.265解碼為研究目標，與工研院合作衍伸

5G/IoT雲端平台的應用，並持續與聯發科創新研究中心有密切的合作關係，目前也已有新創公司VMFive及
NebulaTek基於本計畫的應用技術而成立。

經濟效益：
各個子計畫研究內容整合起來將可輸出一個完整的系統，並且在各領域都有其市場的應用，例如雲端產業、嵌

入式裝置、遊戲APP、5G/IoT等相關應用，與我們合作的企業皆有涉入相關市場應用，以VMFive為例，該公司

使用本計畫的虛擬化核心技術，以雲端虛擬機提供使用者試玩Android遊戲的服務，已獲得包含趨勢科技、

GMobi(通用移動)在內的A輪投資。由過去的成功經驗得知，本團隊計畫培育了學校裡具有虛擬化技術相關的人

才，並將已開發的核心技術結合台灣產業界的資源，來提升台灣在虛擬化技術研發上的整體層次。

培育人才：
團隊至計畫執行以來培育的人才至少六成畢業即投入雲端虛擬化相關產業，因為虛擬化相關技術尚在發展中，

許多公司產業急需相關人才，而本團隊所培育的人才已具備基本的實作能力，因此可以馬上投入業界各種實際

的應用發展，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由於本團隊一直與產業界有持續的合作關係，在團隊培育的實作人才畢業

後到合作公司上班也可無縫接軌，例如本團隊與聯發科創新研究中心一直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參與中心計畫的

學生許多畢業後就被延攬至聯發科上班，除此之外本團隊培育的人才也使新創公司因應而生，例如VMFive及
NebulaTek基於本計畫的應用技術與培育人才而成立。

在促進技術擴散方面，今年團隊也開始進行研究推廣應用，例如將虛擬化技術應用於5G/IoT雲端運算平台、

HSA相關虛擬化平台的開發，未來在這些應用上培育的人才可以更加地促進整體產業的擴散與發展。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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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產業同盟：大數據分析與最佳化技術

本計劃建立卓越製造技術的研發聯盟平台，深耕大數據分析與最佳化技術，透過產學合作研究和技術移轉，協

助廠商培育大數據分析人才，將累積的實務經驗及研發成果往半導體上下游擴散，協助廠商提升良率和優化資

源效率，並提出「工業3.5」作為目前工業3.0和未來工業4.0之間的混合策略，協助廠商導入大數據分析與最佳

化技術；並舉辦「半導體大數據分析競賽」，透過培訓課程和實戰檢驗讓參賽學生能夠結合理論與實務、學習

大數據分析之基礎技能，媒合大數據人才與產業需求，以提升台灣的產業競爭力。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Empowerment Partners Consortium (STEP Consortium)

計畫名稱：IC產業同盟：大數據分析與最佳化技術
計畫主持人：簡禎富　清華講座教授
執行機關：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所)
地址：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
電話/傳真：(03)574-2648
網址：http://step.unison.org.tw/
聯絡人：吳尚衡　　　聯絡人email：shwu@ie.nth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1.協助創意電子公司設計服務供應鏈良率提昇之決策支援系統，已導入創意電子公司實際上線使用，並獲得國

　內發明專利：晶圓圖之分析系統及其分析方法（編號：I483216）。

2.開發采鈺科技AOI缺陷影像視覺化檢測技術模組，並導入實際上線使用。本計畫亦取得國際發明專利：Method 
　of defect image classification through integrating image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No. US 9082009 B2)
3.協助台積電設計電性參數變異來源偵測之分析技術模組，並導入台積電實際上線使用，本計畫亦開發自有模

　組雛型。

4.協助友達光電開發影響良率關鍵站點之快速篩選分析技術模組，並導入友達光電實際上線使用。 

經濟效益：
1.本中心與台積電合作舉辦半導體大數據分析競賽，台積電投入共計270萬元之配合款，其他協辦單位亦贊助軟

　硬體等資源。本中心並執行與台積電、廣達電子、創意電子等多家企業進行產學合作，已衍生3項產學合作，

　投入金額共計316萬元。

2.與創意電子、台積電等企業之產學合作已完成技術轉移，技轉金額共計276萬元。

3.自本計劃執行以來，已獲得國外專利1項，國內專利3項，另有多項專利審查中。

培育人才：
1.本中心與台積電合作舉辦之半導體大數據分析競賽，截至目前已連續舉辦兩屆，參賽總人次超過1500人次。

　此外，亦邀請業界師資至學校進行大數據分析軟體操作課程，共計20場訓練課程，參與總人次逾1000人次。

2.自計劃執行以來，本中心已有8位碩士畢業生投入相關產業，發揮大數據分析專長。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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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通訊研究中心

1.本計畫發展的核心技術，係參考網通業與電信服務業建議之基礎通訊技術擬定，兼具實用性、技術性與經濟

　價值，研究團隊由元智大學通訊系及電機系師生所組成。

2.核心技術

‧LTE低成本產線量測技術發展，(包含信號產生器(vector signal generator, VSG)與信號分析儀(vector signal 
　analyzer, VSA)之IM-SDR SISO/ MIMO平台軟體)。
‧多頻帶射頻傳接機關鍵模組之射頻IC設計、製作與測試技術。 
‧發展LTE自組網路(SON)技術與小細胞自我優化佈署軟體。 
‧智慧型手機整合雲端運算之行動肢體復健與抗雜訊之強健智慧型手機語音辨認多媒體應用軟體(App)開發； 　
　基地台進階排程演算法開發。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er in Yuan-Ze University

計畫名稱：智慧型多頻段無線通訊基礎技術發展-實體/媒體接取控制/測試/應用
計畫主持人：馬杰 教授
執行機關：元智大學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
電話/傳真：03-4638800 ext 7703/03-4638846
網址：http://www.crc.yzu.edu.tw/ 
聯絡人：王瀞瑩　　　聯絡人email：hala@saturn.yz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1.已完成LTE多頻段MIMO天線開發測試，預期於下年度計畫中與多頻段射頻傳接機電路、軟體無線電基頻傳接

　機平台進行整合測試。

2.發展IM-軟體定義無線電(SDR)平台與USRP 2952軟體定義無線電(SDR)平台軟體，完成LTE MIMO信號產生各

　種傳輸模式信號驗證。已可應用於正文4G CPE模組之測試，取代昂貴的VSG及VSA之測試功能，降低網通業

　之生產成本。本項技術已提出台灣專利2項、美國專利1項申請。

3.完成LTE多頻帶(700MHz,900MHz, 1800MHz and 2.6GHz)射頻傳接雛型機電路模組設計與測試，已獲美國兩

　項專利。

4.已完成路測工作最小化(minimization driving test, MDT)開發，將結合建置之小細胞實驗網路，發展自組網路相

　關演算法的驗證平台。已獲台灣、美國專利各1項。

5.完成智慧型手機整合雲端運算之行動肢體復健多媒體應用軟體(App)開發， 申請國、內外專利各1件。

經濟效益：
1.本計畫開發的低成本生產線量測儀器IM-SDR平台已可滿足LTE傳接機EVM量測需求，價格約為市面儀器二十

　分之一。並已獲得產學合作計畫2件。

2.已完成一件晶圓散射參數(S parameters)量測校正自動化展示程式之產學合作計畫執行，另簽訂3件衍生性產

　學合作計畫。

3.完成LTE射頻晶片發展與測試驗證，功能規格正常。而此部分研究已進一步獲得工研院資通所衍生性產學合作

　案，計畫金額新台幣50萬，計畫期程2015/3/1~2015/12/31。 
4.完成智慧型手機整合雲端運算之行動肢體復健多媒體應用軟體(App)開發，正與國內廠商洽談技術轉移。

5.本計畫以產學合作方式技轉國內廠商共6件，共同發展通訊產業界可商用的產品。

培育人才：
1.邀請業師到校開設7門技術實作短期訓練課程（內含與遠傳教育訓練中心合開的Corona SDK及Android App兩
　門課），參與學員256人。

2.「2015春季國際電磁能力認證」獲證總學生人數共7人。

3.參與計畫之專兼任研究助理已分別被正文、鴻海、聯發科、宏碁電腦、廣達電子與資策會等業界聘用。

重要成果



17

電
子
電
機
領
域

國立交通大學M2M智慧聯網研發中心

「基於M2M聯網之雲端與巨量資料運算平台開發(3/3)」計畫是國內第一個將M2M聯網、雲端計算、巨量資料分

析三個技術及平台加以整合的計畫。

NCTU M2M/IoT R&D Center

計畫名稱：基於M2M聯網之雲端與巨量資料運算平台開發(3/3)
計畫主持人：曾煜棋教授
執行機關：國立交通大學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電話/傳真：03-5712121#54708/ 03-572-1490
網址：http://m2mdpc.nctu.edu.tw/
聯絡人：王媛如　　　聯絡人email：juliaa1130@mail.bml.nct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M2M應用的蓬勃發展以及雲端計算平台技術在業界已為普遍成熟的技術，本計畫分三個子計畫來執行，分別為(1)M2M
聯網應用，(2)M2M聯網平台技術，(3)雲端計算與巨量資料技術，並透過共同平台方式來進行整合。M2M聯網應用子
計畫著重於研發M2M服務應用，以整合子計畫二與子計畫三所研發之技術於實際應用中，以供未來業界發展M2M應用
之參考；M2M聯網平台子計畫著力於研發M2M通信協定、M2M閘道、M2M服務平台等技術；雲端計算與巨量資料子
計畫著力於雲端應用技術與巨量資料儲存平台、以分散式資料庫為基礎之平行化Big Data探勘演算法及物聯網之物件
資料收集與探勘架構等技術，基於上述項目我們掌握了深耕「網路與資訊系統工業基礎」最重要的共通基礎技術。

經濟效益：
本中心置於交大資訊學院之下，以交大電子資訊中心的空間和研究員為基礎，鼓勵廠商和學校進行長期且高挑戰的研
發工作，以目前技術成果，針對各子計畫，我們與多家企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產業擴散及技轉方面，我們已有以下
成果：
‧合作企業廠商：6家，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合計1541.75萬元
‧合作財團法人：2家，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合計160萬元
‧技術授權：2件，技轉100萬元
‧合作企業投入設備：174.5萬元

培育人才：
本計畫今年度培育人才如下：
一、學生得獎
　‧經濟部商業司：「穿戴」起不可思議的未來—展示科技校園創意工作坊
　‧2015年國立交通大學IoT/M2M共同聯網平台與應用服務競賽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CIC) 2015 MorSensor無線感測積木創意應用設計競賽
　‧經濟部技術處2015搶鮮大賽-系統整合實作類
二、開設相關學程
　‧開設『物聯網學程』與『雲端系統學程』學程
三、實作課程
　‧物聯網平台設計/修課人數：48人
　‧物聯網核心技術興應用/修課人數：33人
　‧物聯網應用設計與實作/修課人數：8人
　‧創業實務/修課人數：41人
　‧論文研討/修課人數：183人
　‧Android程式設計/修課人數：60人
　‧自由開源軟體與專案協作/修課人數：60人
四、研習訓練
　‧Open MTC Rel.4教育訓練課程/參加人數：29人
　‧OM2M物聯網開放源平台研習會/參加人數：59人
　‧OM2M物聯訓練課程/參加人數：23人
本年度預計10人(大學：共11人；碩士：共27人；博士：共7人，約22%)於畢業後進入相關產業就業，擬經由緊密的產
學合作模式，為業界覓得合適優秀人才。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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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量測儀器基礎技術研發中心

高階量測儀器基礎技術研發中心(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or High-end Measurement Equipment)致
力於高階量測儀器相關技術研究發展並結合學界技術與業界資源，推動產業升級。本中心位於台灣大學電子工

程研究所，擁有前瞻性的積體電路研究能力並聚集國內頂尖的人才。本中心將由我們現有的電路技術出發，進

行其相關技術提升與研究，開發並整合各項高階量測儀器之基礎技術。搭配產學合作、技術轉移與衍生服務密

切地與業界配合，共同產出有潛力的積體電路設計。藉由整合這些量能，使本國高階量測儀器相關產業成為下

一代高科技產業的新星。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or High-end Measurement Equipment

計畫名稱：高階量測儀器基礎技術研發中心
計畫主持人：劉深淵教授
執行機關：科技部
地址：台北巿羅斯福路四段1號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電話/傳真：02-3366-3700*376
聯絡人：吳姿儀　　　聯絡人email：tywu326@nt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技術名稱：

1.寬頻主動式高阻抗探棒、低雜訊與可變增益放大器
利用主動式電感實現電感峰化技術，達到寬頻並縮小晶片面積，並使用雜訊消除技術來壓低雜訊。其動態頻
寬為100MHz~2.4GHz，雜訊指數(Noise Figure)約2.3dB。

2.高速、低抖動時脈信號產生器與數位校正技術之研發
在傳統次諧波注入鎖定鎖相迴路(SI-PLL)中加入找尋最佳注入脈波寬度之技術，相位雜訊因此降低3dB。另一
作品：數位鎖相迴路，提出追頻率機制(FAC)取代除頻器進而節省功耗，目前FoM為世界紀錄。

3.內建寬頻追蹤與保值電路的高速類比至數位轉換器與其校正技術之研發
16通道之時間交錯式類比數位轉換器(TI-ADC)可將類比訊號轉成6-bit數位輸出，其操作速率為15GS/s，功耗
約80mW，提出背景時間偏移校正方法，可降低ADC高速操作時的取樣誤差，其效果能提升輸出數位碼之等
效位元數(ENOB)，其值約為5.65-bit。

專利佈局(國內)：
變壓器電路及其製作方法、頻率合成器及其頻率合成方法、全數位展頻時脈產生器、倍頻延遲鎖定迴路、連
續近似式類比至數位轉換器、電源轉換器與控制方法、Receiver, signal demodulation module and demodula-
tion method thereof、Frequency tracing circuit and method thereof

專利佈局(國外)：
US9143153 B1”Analog to Digital Conversion Device and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sion Method”
US 8,957,797”Analog-to-digital converting circuit with temperature sensing and electronic device thereof”
07A-140604US”Ultra-low-power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 (SAR)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經濟效益：
‧技術轉移1件，總值50萬；衍生產學合作計畫共8件，總值1555萬。
‧與台灣是德科技於2015年8月17日共同成立「高速通訊電路實驗室」，為長期投入高速通訊電路研究投入研
　發能量並培養IC領域需求的實務人才。
‧為落實產業成長，積極與臺灣專業電子測試儀器大廠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合作意向書”，期能借用
　其長才，協助本中心一同深耕高階量測技術領域朝向高精密技術邁進。

培育人才：
為培育基礎技術人才，今年開設三門課程(儀器原理與量測技術、鎖相迴路原理及應用、高等類比積體電路設計)
，邀請27位專業人士到校教授專業知識，增進學生之實作能力。今年本中心共培育103名學生。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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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高速射頻與毫米波技術中心

通訊產業為臺灣經濟的重要命脈，本計畫從研究、教學及產學聯結三方面深耕通訊工業基礎技術。在研究方面

，配合行動數位匯流把通訊、資訊及媒體整合在單一載具的發展趨勢，致力研發B4G與毫米波頻段的多模多頻

段射頻前端技術。在教學方面，以現有研發能量為基礎，規劃與最新通訊技術緊密結合的實作課程。在產學聯

結方面，延伸「臺灣電磁產學聯盟」模式招募更多業界參與，並合作成立「臺大高速射頻與毫米波技術中心」

，定義未來多頻多模射頻及毫米波通訊技術的需求及規格，以期永續經營創新的基礎研究與應用，嘉惠所有臺

灣資通訊產業企業。

NTU High-Speed RF and mm-Wave Technology Center

計畫名稱：高速無線通訊系統之多模多頻段射頻前端技術
計畫主持人：吳宗霖教授
執行機關：臺灣大學電信所
地址：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臺大電機系博理館7樓BL-A室
電話/傳真：02-33663713 / 02-33665599
網址：www.nturfcent.tw
聯絡人：謝君蔚　　　聯絡人email：cwhsieh@nt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毫米波收發系統晶片元組件：採用40奈米CMOS製程完成波束成型整合晶片、其關鍵元組件與升降頻系統之

部分關鍵元組件之設計，並進行下線流程。波束成型整合晶片在接收與發射模式下之直流功耗分別為141 mW
與352 mW。其他關鍵元組件特性為單刀雙擲開關插入損耗小於2.3 dB、隔離度大於16 dB；吸收式單刀四擲
開關損耗小於4 dB、隔離度大於19 dB；功率放大器增益20 dB、Psat 11.4 dBm、P1dB 8.4 dBm、PAE @ 
P1dB 7.3%；可變增益低雜訊放大器增益20 ~ 6.3 dB、NF 5.8 dB、DC功耗18 mW。

‧低成本60GHz寬頻天線：採用有機板材研製，1x2寬邊式天線陣列隔離度大於20 dB；微帶線電路製作及使用
TRL校準技術萃取基板參數，介電係數及損耗約為3.2及0.03。

‧LTE多頻段天線：在55 × 10 × 5.6 mm3的尺寸限制內，涵蓋LTE常用之高低頻段，反射損耗大於6 dB，輻射效
率大於40%。

‧多頻多模通信系統之高效率射頻功率放大器：Pout 27.3 dBm、增益10.1 dB、PAE 24.6%、頻寬20 MHz。
‧高功率高線性度與低損耗之單刀多擲天線開關模組：插入損耗小於3 dB、隔離度大於30 dB、P1dB 30 dBm、

DC電流1 mA。
‧LTE雙工器：使用LTCC製程，通帶插入損耗小於4 dB、反射損耗大於12 dB、隔離度大於45 dB、帶外抑制大

於30 dB、面積6.8 × 3.5 mm2。
‧共模雜訊濾波器：使用IPD製程，DC電阻4 Ω、差模頻寬10GHz、共模止帶1.4-3.7 GHz、面積1×0.95 mm2。

經濟效益：
成功解決業界技術問題，並將團隊研發技術移轉成為實際具有價值之產品。範例如下：
‧印刷電路板(PCB)電磁干擾防治及訊號完整度技術開發：協助晨星半導體針對機上盒產品實際面臨到的電磁干

擾及訊號完整度問題，建立一套系統性分析方法及模擬技術，並提出相關解決方法。
‧新型寬頻前向式耦合器技術授權：獲得聯詠科技200萬元技轉金支持，將此一技術應用於高速傳輸系統的相關

產品，協助衍生的產學計畫發展更前瞻的技術。

培育人才：
‧開授「微波系統導論」、「電磁波實驗」、「微波積體電路專題」、「無線電路設計」等實作課程，共邀請

22位業界師資授課，強調動手實作，計有112位碩博士生修課。
‧每年春秋兩季舉行線上「電磁能力認證測驗」，提供學生、教師及企業三方評估升學及就業能力之佐證，春

季測驗共254人報考，實際到考率達78%。104年底進一步推動「電磁能力認證測驗國際化(iEMPT)」，邀請
美、德、義、日、韓等國12所大學共襄盛舉，累計有333位全球考生。

‧舉辦「全國大專創意電磁實作競賽」，104年共60人組成15隊參賽，今年擴大續辦，希望藉實驗設計競賽，
將電磁核心及基礎知識深入扎根於實作教育。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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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生醫訊號檢測模組與封裝之基礎技術研發

本計劃主要針對生理訊號的量測與應用，提出結合智慧感測以及終端智慧分析的設計方案，協助國內業者

爭取新興智慧醫聯網(Intelligent Medical-IoT)的市場商機。核心技術包含感測器融合、事件讀出電路、低功耗記

憶體與系統架構、以及結合智慧分析的嵌入式應用平台等設計等，所衍生的相關產品，不僅有助於提升能源效

率，亦可帶動創新的服務應用商機。

研究團隊同時進行關鍵技術的專利佈局，以及透過展示平台來推廣所提的技術與應用方案。希望藉由深耕

計畫所建置的應用展示平台，協助國內業者在現有技術能量上，可快速跨入此一新興的醫療檢測以及行動照護

的產業。

Module and Packaging Techniques for Multi Biomedical Signal Detection

計畫名稱：多重生醫訊號檢測模組與封裝之基礎技術研發
計畫主持人：李鎮宜
執行機關：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電話/傳真：(03)5731849/(03)5750104
網址：http://www.nctu.edu.tw/soc/smartsense
聯絡人：周伶霞小姐　　　聯絡人email：lhchou@si2lab.org

關鍵基礎技術：
（一）智慧感測技術：為使測量數據更為精準，本研究團隊設計了兩種優化電路的架構，其一是為了降低因製

程上電阻及電容的不匹配，而對電路輸出造成的偏移，提出降低輸出偏移的補償方法。另外，為了減少
因製程、電壓、溫度變異對結果造成的影響，採用對輸出結果取比例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最後我們還實
現硬體共用以及事件驅動方法，去降低功耗以增加系統效能。

（二）低面積、低功耗智慧感測晶片：研究團隊提出讓MOS電晶體工作在次臨界區工作的先進技術。並將相關
低電壓電路應用在內植式醫學如眼疾、耳疾及心臟疾病的治療上。藉由其延長電池使用壽命的特性，讓
內植式儀器設備永不更換電池，使得臨床醫生便於治療，讓病人感到更舒服。此外，亦將此電路結合成
衣織造技術，織入現有各式衣服中，提升穿戴式電子器材技術。

（三）低電壓儲存電路：以UMC 28nm HKMG(High-k Metal-Gate)CMOS製程，研發可操作於近臨界(Near-Threshold)
電壓、低功耗的6T SRAM, TCAM (Ternary Content-Addressable Memory)及FIFO (First-In First-Out)記憶
體。

（四）終端智慧分析技術：採用儲存可延展的運算平台，進行大量資料分析與辨識模型的建立，進而透過演算
法優化的機制，提供終端裝置即時檢測的功能，有效節省網路傳輸頻寬與提升辨識效能所需求的能源效
率。

經濟效益：
（一）感測器的讀出電路技術，已技轉至國內業者，尤其所導入的事件驅動架構的讀出電路IP，可有效地降低

系統功耗，對於生醫訊號檢測裝置的長期使用，有相當的助益，並促成科技部產學合作提案。
（二）另外透過機器學習提升分析的準確性，可對現有的生理訊號進行加值，目前所提供軟硬體整合的智慧物

聯網關鍵技術與展示方案，可協助國內業者在現有的硬體產品基礎上，快速導入具有加值效益的智慧分
析軟體，相關技術已技轉業界並促成經濟部技術處商品化與事業化提案。

培育人才：
本團隊為國內少數能訓練感測電路設計與智慧分析人才的學校團隊之一，成果廣為國際認知。此外本計畫已培
育至少三十位以上之各類型晶片設計、微機電、通信及計算機系統、生醫工程等高科技領域之碩、博士生進入
業界，協助業界開發相關領域之系統晶片以及新興生醫電子檢測與照護模組。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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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晶片系統研究中心

本計畫團隊近年參與半導體感測整合製程技術開發，成功將多元感測器與量產IC製程結合，可整合多元感測器

、影像處理及傳輸模組完成「超微型感測SoC」，將此微型晶片與內視鏡結合，同時將傳輸之影像即時上傳雲

端從事巨量醫學資料分析，而非僅止於將影像傳到監視器上，供醫療人員觀測，可同時增進手術之順暢，並可

即時提供檢測結果做為術中治療參考，以減少分段多次手術之醫療資源及病人身心負擔。

NCTU -System on Chip, SoC

計畫名稱：具超微感測SOC及雲端運算之內視鏡術中即時生理組織檢測輔助系統
計畫主持人：鄭裕庭教授
執行機關：國立交通大學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電話/傳真：03-5731663
網址：http://soc.nctu.edu.tw/
聯絡人：聶嘉慧　　　聯絡人email：grace3064@nct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總計畫暨子計畫1：石墨烯微結構噴墨列印技術與應用於生醫pH值感測器技術: 所列印出之全石墨烯四點探針結
構，石墨烯線寬僅為40µm。此結構有助於電阻與壓阻係數的量測，以利微力感測器之設計與製作。應用於心肌
與器官表面之多點式pH感測器技術則可提供三維生理組織之pH值分布。
子計畫2：醫療內視鏡除霧技術
應用於醫療內視鏡除霧技術之主要設計概念是讓處理過的內視鏡影像的對比度與影像細節的可視度進一步提高
，以解決手術器械於人體內部時，因為器械與體內的溫差所產生因霧氣凝結造成影像起霧。因為本技術僅於直
方圖做調整，低演算法複雜度可達到real-time的需求。
可動態定位之廣視角內視鏡系統
利用兩個影像鏡頭及與微創手術器械之間的彼此關係，找出最佳安置鏡頭的位置。並將影像進行廣視角影像接
合以達到醫生最大的內視鏡全域術區影像，清楚導引醫生對手術位置的持續定位與追蹤，以解決長時間注視的
疲累。
子計畫3：利用現有的雲端技術建置電子病歷雲，並針對電子病歷的安全問題，提出屬性加密演算法（
Attribute-based Encryption Algorithm）的A4身分認證、授權與存取控制機制，以保護網路上傳送與儲存於雲端
上的病歷資料。A4演算法可保護病人在雲端上的健康紀錄，包含了各種階段以滿足在看診時將遇到的情境，允
許醫生透過網路取得電子病歷，即時更新電子病歷的存取權限。並可用邏輯驗證方法來證明我們提出的A4滿足
基本的安全需求，如雙向認證、訊息新鮮度等。

經濟效益：
子計畫1開發出兩項關鍵技術亦可應用於物聯網系統。噴墨技術可有效降低物聯網感測系統中軟性感測標籤之製
作成本，以利市場推廣。
子計畫2在醫療內視鏡除霧技術上考量以影像處理方式，優化與改善水霧的影響，減少額外的除霧技術風險與醫
材成本。本技術已申請中華民國專利，將可應用於前瞻監控與汽車駕駛輔助應用之夜視處理上。可動態定位之
廣視角內視鏡系統之相關視訊接合技術已獲得中華民國與美國專利，將可應用於前瞻監控、虛擬實境與汽車駕
駛輔助應用等。
子計畫3開發的演算法除可應用於電子病歷雲外，亦可應用於需要階層式存取機制的資料系統，未來可技轉應用
於相關系統上。

培育人才：
兩位碩士級學生獲得TSMC與Pegatron的預聘、一位碩士級學生獲得學海獎學金赴瑞典林雪平大學交換、一位
碩士級學生從事雲端資源分配相關研究與一位博士級學生亦即將成為博士候選人。本計畫已搭起生醫與電子電
機資訊兩大領域的溝通橋樑，拓展兩領域間人員思考廣度並縮短差距。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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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VD關鍵零組件技術開發暨人才培育中心

本計畫針對MOCVD磊晶機台系統中之關鍵零組件技術進行開發，藉由相關課程學程、教學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培養出同時具有設備研發之系統整合能力、實務操作與設備開發的人才，解決目前我國專業設備開發人才嚴重

不足的問題，並提升國內相關產業在半導體光電設備之關鍵零組件設計、製程模擬分析與系統整合等能力。希

望藉由產、官、學、研界的積極投入，建立台灣在MOCVD磊晶機台開發相關基礎研究的能量，除可提升我國

LED產業之國產設備的技術研發能力與競爭力，也具有能力解決業界在製程機台上所遇到的各種問題，預期可

達成台灣自主開發大尺寸與高均度的MOCVD磊晶機台能力之目標。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for Key Components in MOCVD and Cultivation of  Manpower

計畫名稱：MOCVD關鍵零組件技術開發暨人才培育
計畫主持人：陳志臣教授團隊
執行機關：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電話/傳真：03-4227151 ext 57751/03-4276426
聯絡人：陳雅斐助理　　　聯絡人email：emma@cc.nc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1.反應腔體加熱系統設計與開發：自行研發超高溫二段反應腔體加熱技術(最高溫度熱源1500℃)，同時整合智慧

化控溫系統(最大超越量0.08%、溫度誤差±0.5℃)。
2.旋轉載台設計開發：自行開發高轉速(1500 rpm)、高溫(1000~1500℃)之旋轉載台，以搭配創新腔體之開發。

3.進氣擴散系統與排氣系統設計開發：完成高溫(900℃)可視化腔體，搭配製程參數(進氣流率、腔體壓力、載台

轉速)等建立高溫熱流場量測、分析與實作能力，並設計出不同的上方擴散進氣系統，有效改善單一氣孔上熱

流場的不穩定，驗證此系統能接近於真實MOCVD腔體的氣體流場。

4.關鍵參數量測技術開發：開發薄膜成長率與晶圓表面溫度量測系統，即時監控製程參數，有效提高製程品質

，薄膜成長速率極限量測值約為每秒1微米，於低溫(550℃)溫度量測差量為6℃；透過全域式疊紋量測技術偵

測晶圓表面翹曲情形，與商用儀器之量測結果相符，同時開發FPGA影像擷取模組增進相位分析程式的運算速

度。

5.MOCVD創新機台開發與整合：自主研發之電控系統與自動化控制介面，可於磊晶製程中設定多樣性製程方式

，另外配合紅外線傅立葉轉換光譜儀進行即時監控(FTIR in-situ)磊晶薄膜化學組成，可確保製程之再現性。

經濟效益：
本計畫各子項亦與國內相關廠商進行技術合作，以期計畫之研究成果得以將相關技術擴散至國內廠商，協助強

化國內光電半導體產業設備之供應鏈技術能力。以高溫加熱器來說，與正泰電熱合作，完成多段加熱器之規劃

，產出的智慧化控溫器將可以有效地解決傳統比例微分控制器(PID)的問題。也與國內應用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合作，由其提供磁流體軸封搭配本團隊自行設計之旋轉主軸，建構旋轉載台雛型在兩種實驗腔體中進行

實驗測試。可視化腔體必須使用真空技術、進氣系統和載台高溫加熱應用，因此與國內矽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開發製作。本計畫所得研究之相關資料與實驗數據亦將與合作公司互享，並在105年開發出符合商業化之

MOCVD相關零組件。目前衍生產學合作計畫4件，計畫經費3,600仟元。

培育人才：
目前已開授6門核心特色課程，安排相關之業界師資授課，使課程內容貼近產業現況，擴展學生實務面的認知，

進而促成產學連結。投入業界師資28人，授課84小時，訓練學生人數80人。舉辦2016國際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

研討會，與國內外專家學者及業界進行交流。並舉辦2016半導體光電製程設備零組件與系統設計專題競賽，透

過競賽的方式，激發學生潛力，培養學生創新、設計、整合及實作之能力，為產業持續培育人才、創造產值。

參與計畫培育之人才包含學士1人，碩士21人，博士4人，參與業界實習學生人數320人，廠商8家次，並有8人
至半導體相關企業工作。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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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精密製造中心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建立精密加工技術的研發中心，除了培育精密加工/檢測人才之外，將以產學合作之方式，協

助廠商解決現有的加工/檢測問題，開發新的加工/檢測技術。另將開放業界使用中心資源，並提供技術諮詢與服

務，以促成更多的產學互動，進而提升國內精密加工技術的水準、增加工具機/加工設備/產品之附加價值與國際

市場競爭力。核心技術包括高速銑削、超精密車削與銑削技術；精密放電加工技術，工具機精度檢測技術，精

密加工件量測技術，以及工具機靜/動態、熱變形測試與改善技術。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計畫名稱：精密加工與檢測基礎技術
計畫主持人：廖運炫教授團隊
執行機關：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研究所
地址：10617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電話/傳真：(02)3366-2711、(02)23660443/(02)2363-1755
網址：http://www.me.ntu.edu.tw/ntupmc/index01.htm
聯絡人：王薏婷　　　聯絡人email：nana0105@nt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完成8項核心技術，國內專利已獲得4件(另國內/國外審查中各2件)。較重要的技術為：
一、高速銑削Inconel  718 技術

高速銑削Inconel 718 的最佳噴流冷卻潤滑技術，可以解決刀具壽命過短問題，在航太零件加工有很大的應
用潛力。

二、線切割放電加工轉角精度控制技術
與合作廠商共同開發之線切割轉角精度控制策略，以業界接受的加工速度使沖子與模孔的輪廓的配合精度
在加工厚度50mm之工件達到間隙5μm，厚度30mm之工件可達到配合間隙3μm，達到世界一流的水準。目
前已採用在國產線切割加工機上，為國內最精密的機種，可增加機器之附加價值，提升機器於市場的競爭
力。　

三、工具機精度檢測技術
現有台灣工具機標準規範(CNS)所訂的組裝方法在原理上不正確，且市面上沒有合適的檢測儀器可提供在組
裝時協助精度調校使用，導致國產工具機組裝後的整機精度始終無法提高。本計畫研製了一序列符合ISO檢
測規範的光學檢測法，包括用於檢測直線度、平行度及垂直度誤差的雷射準直儀、雷射平行度儀及垂直度
儀(第一年)，檢測角度誤差的雙角度自動視準儀(第二年)，旋轉台角度誤差光學檢測法(第三年)。

四、雙光子聚合微製造系統之建立與雙光子技術之軟體開發
自行從設計、組裝至檢測，成功的開發出雙光子微製造系統以及相關軟體，建立微積層製造技術，已達國
際水準。

五、製程間形貌與關鍵尺寸檢測技術
已順利研發出創新性之三維光學量測探頭與系統的雛型系統，並預計運用於半導體封裝製程之檢測矽穿孔
關鍵尺寸檢測上。

經濟效益：
吸引13家廠商以不同的合作模式加入，衍生了5件產學合作案，提供超過1,100萬元的研究經費，縮小產業與學
界的落差。光學精密量測之研發方面，與三家公司發展具體之產學合作關係，產學金額高達840萬元，同時也對
一家國內知名自動化廠商，進行技術轉移與人才培育之工作，確實為國內製程中之線上量測與檢測設備，發展
自主性之深耕技術與設備，有實質之產出。今年度獲得210萬元的權利金與90萬元的衍生利益金，成果優異。

培育人才：
開授的課程中，有五門須上機實習，讓學生具實務的體認、培養動手能力，訓練實作人才；至企業參訪，讓學
生了解產業的脈動；業界師資13人至學校參與授課共67小時。本年度的校外實習共有六家廠商，合計37人次。
參加第四屆『精密工具機與自動化技術』專題實作競賽，獲得研究生組第三名；參加104年度機器人專題競賽，
獲得佳作獎。到業界授課，傳授切削與工具機相關課程。協助智泰科技、徠通科技、東台精機舉辦研討會，兩
場共計132人參加；舉辦國際研討會(ISMTII2015)，共計245人參加。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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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光機電科技中心

台灣光電產業蓬勃發展，但所使用的生產設備多由國外引進，使得光學產業不僅技術落後於國外且成本難以降低。因

此，本整合型計畫的目標為設計、製作、檢測三種運動型態的液靜壓軸承裝置，即液靜壓與液動混合切削主軸、液靜

壓滑軌與液靜壓轉動平台。因各子計畫研發裝置有不同的用途，如直線運動、慢速旋轉運動及高速旋轉運動，各有各

的物理現象，在共通技術，如Restrictor之流體分析經驗之交流及實驗困難之共享等，在每個月均與主導多軸研磨成形

加工機整合之團隊溝通，確保各子計畫間之需求與總計畫同步進行。

從研究內容來看，各子計畫間的基礎學理相近，載具間亦有有密切的關係，彼此貢獻個人的專長並互相整合。事實上

，本計畫已執行了將近36個月，總計畫每月均召開進度報告檢討會，從未間斷過。本團隊從液靜壓軸承的基礎學理、

設計、製作、測試等方面著手，除由宋震國教授正式開設液靜壓設計課程外，每次檢討會各子計畫均會報告相關工作

內容，讓老師與學生們可以互相了解並觀摩學習，學生亦在各種場合彼此協助相關的工作項目，如考慮加工精度時設

計與檢測需注意事項、節流器選擇及安裝、外部供油系統的規劃與採購，以及公共設備及量測儀器的共用等，由於大

家目標一致，故可以讓工作進度提前，以早日進行製作與測試，作為技術移轉廠商的準備。

Center for Advanced Opto-Mechatronic Technologies

計畫名稱：多軸研磨成形加工系統之系統及液靜壓軸承基礎技術研發
計畫主持人：蕭德瑛教授
執行機關：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地址：300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電話/傳真：03-571-5131 # 33782 / 03-571-5314
網址： http://www.caomt.pme.nthu.edu.tw
聯絡人：蕭德瑛教授　　　聯絡人email：dishaw@pme.nth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1.多軸成形加工系統：完成一多軸(X,Y,Z,A,C)研磨成形加工系統，可成形外徑320mm以內之玻璃球面鏡片，鏡片表面粗糙度

低於2μm。亦完成一多軸光學鏡組定心加工系統，可定心外徑100-400mm光學鏡組，其加工與線上尺寸檢測軸(X,Z軸)之
定位精度≦ ± 2.5 μm，鏡組定心後偏心量可達10 arcsec。

2.液靜動壓軸承系統：主軸直徑－50mm；轉速－3000~6000r.p.m.；回轉精度－1μm；徑向剛性－50kgf/μm。

3.液靜壓旋轉台：對液靜壓軸承系統進行理論分析並使用電腦軟體模擬，最後設計並製造出一具有高負載、高剛性以及高精

度之液靜壓旋轉台。規格如下：靜態剛性－2500N/μm；軸向迴轉精度－±0.5μm；徑向迴轉精度－±1.5μm；最大負荷－

3000kg；最大轉速－300r.p.m；軸承尺寸－ø500mm。

4.複合式節流器：讓油膜間隙變化穩定，使其與一般主動式補償節流器相比不易失效，並且具有較固定式節流器更佳之剛性

。該複合型節流器係以彈性元件的形變來感測油腔壓力並自動進行補償，達成大幅提升軸承剛性並具有組裝容易之特性。

5.液靜壓滑軌系統：軸承剛性>1000N/um；軸承承載力>1.2噸；供油壓力5MPa；最高速度20M/分鐘。

6.三軸加速度計：感測範圍－0.1-3G；共振頻率（X,Y,Z）－1.9kHz,1.9kHz,3.5kHz；靈敏度（X,Y,Z）－4.31mV/G,4.30mV/G, 
3.48mV/G；非線性度－2.72%, 2.57%, 2.91%；非感測軸訊號－6-9%。

7.靜液壓力計：感測範圍－0-450kPa；靈敏度－0.058mV/V/kPa；非線性度－0.09-0.38%。

8.CMOS-MEMS靜液壓力計：感測範圍－10kPa-2.5MPa；靈敏度－0.51fF/kPa。
9.轉軸動態偏轉檢測與補償控制系統：針對非接觸式補償系統進行設計與參數之研究分析，研究參數包括主軸轉速與外加激

磁源之大小與排列形狀。

經濟效益：
國內工具機的提升主要是受到關鍵零組件侷限，為增加工具機的加工精度並深耕工業基礎技術，本計畫研究並設計高精度液

靜壓軸承技術，未來將所開發之技術技轉廠商，提升國內加工品質，增加產品競爭力。

經由本計畫的執行與研發成果間接促成「HIWIN-國立清華大學聯合研發中心」的設置，自103年6月起以十年的時間進行產學

間的深入合作，此應為本基礎研發中心永續經營的重要方式之一。本中心未來將以現有開發之技術延攬更多配合廠商加入，

同時以政府現有補助產學研發機制為工具，包括科技部的大產學計畫、各專案計畫、小產學聯盟計畫，以及經濟部技術處的

產學研創新研發計畫等，從小團隊開始網羅國內相關專家，逐漸衍生出更多的產學聯合研發中心。

培育人才：
在人才培育方面，本計畫邀請合作廠商蒞校授課、演講，建立產學互動關係；而業界亦協助引進國外相關產品及技術，由學

校學生、教師與合作廠商共同探討國外技術及產品的卓越性，以及我們研發技術的差異性，共同協商改善之道。在此同時，

學生亦可在合作廠商的工廠中獲得實務經驗與實習的機會。學校老師也到工廠去上課，以提高工程師的理論基礎。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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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

本計畫在前兩年以國產三軸立式加工機為載具，進行工具機機電一體化設計與驗證技術的開發。未來兩年，將

以國產的天車型立式五軸工具機為載具進行相關技術的開發。包括五軸控器與機台機械特性的機電一體化設計

、五軸工具機的熱親和設計、五軸工具機的幾何與熱誤差量測和補償。

專業人才培育：

1.在中興大學機械系建立「精密工具機學程」，導入業界師資與學生暑期實習，以提升學生的實作經驗、專業

知識與產業視野。

2.舉辦全國性專題實作競賽，建立學生的創意思考、組織設計、團隊合作、規劃整合與實作能力，與開辦五軸

加工技術與CAE結構分析專業證造訓練課程以培育學生的專業技能。

Intelligent Automation and Precision Machinery Research Center

計畫名稱：工具機機電一體化設計與驗證技術
計畫主持人：陳政雄
執行機關：國立中興大學
地址：台中市國光路250號
電話/傳真：04-22840433,x409/04-22877170
聯絡人：陳政雄教授　　　聯絡人email：MichaelChen@nch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1.工具機機電一體化設計模擬技術：以國產的三軸綜合加工為載具，建立其機電一體化模擬平台，整合CNC、伺服控

制與機器動力模型。 
2.工具機多重物理耦合分析與優化技術：優化上述綜合加工機的機械、電氣和軟體的動態特性之匹配。經過優化後，

實驗結果顯示此機器的結構設計與伺服增益經過優化改良後，動態性能提升約2倍以上；建立此三軸國產機之結構應

變場、溫度場與冷卻流場的多重物理耦合分析模型，由分析模擬結果顯示本計畫所建議的改善方案可降低機台的熱

誤差30～60%之間。

3.主軸動態精度檢測與健康預診：建構一套內藏於高速主軸量測心軸熱伸長的感測器。本系統實際應用於開發的內藏

式高速主軸軸向熱變形誤差檢測。在主軸轉速為12000rpm無負荷運轉的情況下，監控3小時軸向熱變形誤差量，成

功的即時量測主軸熱伸長變化，並與外部三角雷射位移計系統驗證，其量測誤差約為1μm。

新申請兩項專利

1.可改善熱誤差之工具機

2.多軸工具機之誤差檢測裝置與誤差檢測方法

經濟效益：
‧完成三項技轉：CNC工具機進給軸的機電參數匹配與調校技術、五軸工具機線上精度量測技術(2件)，總技轉金額

460萬元。

‧協助6件產學委託研究，研發內容包括無線化之五軸工具機高速線上精度調校系統開發、全球主要地區難切削材與複

合材料加工研究狀態分析、模態分析於工具機改良及品質管理之應用研究、工具機刀具線上狀態檢測演算法研發計

畫等，總研究金額615萬元。

‧程泰集團以實體捐贈方式，在中興大學興建「工具機技術研發大樓」，為一棟地上四層的建物，總建築面積為4800
平方米，預計經費為2億元。未來將建置「工具機技術研發中心」、「智慧自動化精密機械研發中心」等研究單位。

其他業界投入價值320萬元設備及203.5萬元贊助專題實作競賽。

培育人才：
1.精密工具機學程課程：已開設16門課程，修習人數共573人次

2.與18家業者合作，計有31位學生參與為期兩個月的暑期實習

3.主辦3場全國性專題與論文競賽：

①中興大學暨程泰集團精密工具機技術專題實作競賽-共50隊報名:研究生組38隊，大專組12隊
②全研科技論文獎競賽-共16隊報名：應用實作組13隊、構想組3隊。

③旭泰科技論文獎競賽-共98隊報名：大專專題組33隊，科技論文組56隊，高速主軸創新應用實作組8隊。

4.開設6場專業證照與技術訓練課程，研習人數共226人次，舉辦SmartDO、Ansys Workbench基礎與Ansys Fluent證
照之考試，共計93人次通過測驗獲頒證照。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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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先進動力研發中心

台大先進動力研發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正式成立於2015年3月，係執行科技部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大

功率動力系統與電動車輛效率提升及可靠度基礎技術研究」之成果。本中心建置有250kW(500Nm,12000rp-
m,0.3kgm2)之馬達動力測試平台，另與能源國家型計畫「智慧節能iPHEV動力系統暨XiL平台發展與驗證」的互

相配合下，除了增添各種量測設備與軟體之外，加入引擎測試動力計(220kW, 3200Nm, 3000rpm)，結合華擎公

司之引擎，成為整車混合動力系統(HEV/PHEV)之硬體於開發迴圈(Hardware in the Loop, HiL)虛擬測試與驗證技

術平台。本中心與國內自主品牌華創車電中心及利佳公司合作，預期在四年內成為亞太地區一流之車輛電氣化

或智慧化研發基地。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dvanced Pow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計畫名稱：大功率動力系統與電動車輛效率提升及可靠度基礎技術研究
計畫主持人：陳炳煇團隊
執行機關：國立台灣大學機械系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話/傳真：02-33662689
網址：http://aprdc.ntu.edu.tw
聯絡人：黃益菁　　　聯絡人email：jmbox6@gmail.com

關鍵基礎技術：
技術名稱：高功率高效率馬達與驅動器、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車動力系統、車輛主動安全或智慧節能駕駛技術
本計畫預期完成IE3等級之100kW與150kW車用馬達以及驅動器動力系統、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車(PHEV)能量
管理與功率分配控制器、四輪驅動後軸電動動力系統、車輛智慧節能駕駛技術以及車輛自動控速與循跡控制系
統。本計畫配合華創車電公司開發電動車或PHEV的發展路程，研發基礎學理與相關技術深耕，希望能在計畫期
間串連起國內製造廠商，整合成可提供車輛電氣化或智慧化所需之相關系統(Tier1)廠商。此外，本中心所建置
之高功率馬達與混合動力測試平台是開發新車種動力系統非常重要關鍵的設備，提供動力單元的測試量測與模
擬驗證。本中心另外建置一台dSPACE車用控制單元模擬器以建立整車諸元的模型，並可即時模擬行車環境與
駕駛狀態，提供車輛開發前期VCU(Vehicle Control Unit)或智慧節能控制器的測試驗證，有助於大幅降低開發成
本與時程。

經濟效益：
本中心之設備可提供台灣業界進行高功率精密系統之性能與能耗測試，特別是車用馬達和動力系統之測試，並
可利用模擬測試驗證平台和動力系統開發驗證的核心技術減少整車開發的成本與時間。目前配合的廠商為華創
車電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利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富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未來將擴大和台灣電動車聯盟
(TARC)與電動車先進動力系統研發聯盟(EV-APDS)等成員與廠商合作，共同持續朝向台灣車輛電氣化的目標邁
進。
目前計畫期間本中心所衍生產學合作計畫共2件，簽約之合作計畫經費：共8000仟元。技術移轉已簽約完成1件
，技術授權金300仟元。另外，尚有2家企業以捐款方式投入本案研發合作，總投入經費共1018.7仟元。

培育人才：
20150524~20150529邀請國外學者：Dr. Shladover，針對智慧車輛相關議題，在台大、工研院、車輛研究發展
測試中心與華創公司等第舉行論壇。20151103~20151203-教學講座-dSPACE之Full-size simulator教學講座，
針對本計畫實驗設備操作與研習之教學講座，共5場(10堂)，參與人數共68人次。20151125-業界講座-本校邱文
祥教授於富田電機舉辦，為針對業界人員之講座，參與人數52人。20160220-教學講座-2016屆電動車設計與實
作講習，邀請業界講師3位，參與人數37人。本計畫已培養44位碩士生(103年26位、104年18位)、7位博士生
(103年3位、104年4位)、88位大學部學生(103年46位、104年42位)，且有33位(103年13位、104年20位)學生因
本計畫進入業界實習或工作。未來本中心將持續進行產學合作，積極推廣實習計畫，提供相關產業所需之技術
與研發能量，並致力於培育車輛相關產業的技術人才。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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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機械產業發展中心

為配合國家政策發展、產業需求、整合產官學研相關能量，發揮專業服務平台之功效，逢甲大學特設立「精密

機械產業發展中心」；輔助技術提升、開拓異業結合推動產業發展，並培育相關之人才，以分享知識、經驗、

促進交流，期望達成精密機械產業合作與創新。本中心設有工具機主軸及各相關技術之實驗室，結合研究能量

，發展委測平台，協助產業突破技術；同時定期舉辦技術交流、各主題研習會、產業論壇等，分享研究近況，

並與業界互動，同時作為學生吸收新知、掌握產業脈動的最佳學習機會。由產學合作、技術輔導、人才培育，

提供產業服務及人才。

Precision Machining Development Center

計畫名稱：工具機精密主軸基礎技術推動與自動化量測平台之研發
計畫主持人：黃錦煌
執行機關：逢甲大學精密機械產業發展中心
地址：40724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電話/傳真：04-2451-7250#3538
網址：http://www.pmdc.fcu.edu.tw/
聯絡人：張致文　　　聯絡人email：chihwen@fcu.edu.tw

關鍵基礎技術：
1.針對合作主軸廠所提供的主軸型號FOX95-41B，完成轉子動力效應之有限元素程式撰寫，可整體分析主軸之
動態、熱效應、預壓、軸承剛性、轉子動力、模態分析…等。

2.在設計端藉由電腦輔助分析軟體進行主軸內部之熱分佈情形探討，作為系統散熱（含冷卻油路）最佳化設計
與主軸溫昇對預壓力、主軸震動模態及熱變位之效應預測，目前協助國內大廠瑞瑩主軸進行主軸熱失效之研究。

3.經由幾個溫度量測點資料之量測反算建構出真正溫度場之分佈情形，作為預測主軸內軸承、馬達及刀具端等
之熱源，以作為主軸出廠檢測、熱變位補償及日後健康資訊之管理，目前與工具機整機場凱博共同開發主軸內
部軸承溫度預測。

4.開發HSK規格之兩面拘束中空短刀把主軸設計，有效縮短主軸軸承跨距與刀具長度，讓主軸整體剛性增加、
換刀精度提升/時間縮短，目前跟萬註主軸共同開發國內第一個HSK規格之主軸。

5.開發人機介面讀取主軸參數，可觀測主軸電流（扭力）、量測加工後工件精度以及建立資料庫。
6.建立放電加工機工作平台，並建置一精密電化學複合研磨加工系統，進行主軸精密製程研究。
7.設計完成高精度行星式齒輪，可作為主軸減速機構。 
8.建立主軸孔洞／毛邊檢測技術，自動檢測成效可達85%之分辨檢測率。 
9.建立自動化主軸溫度量測、自動化轉速、溫升跑合及異音檢測檢測平台。
10.建立靜動剛性檢測與分析系統。

經濟效益：
1.合作企業投入經費：16家企業總共1680.5萬元。
2.企業投入設備及軟硬體資源：贈與軟硬體資源共291件，總共1181萬元與軟體。
3.技術移轉件數6件，金額達327萬元。
4.衍生產學合作計畫19件，總共2470.02萬元。

培育人才：
1.開設主軸專業課程：3科 
本計畫團隊成員與業師開設「工具機主軸設計與分析」、「主軸製造實務」與「高等電腦輔助分析」等課程。 

2.產業實習：47人 
每年有200多個具薪資及學分的校外專業實習機會。本年度進入主軸相關產業實習共計47人。 

3.產業服務：16位 
至今本計畫有16位學生進入主軸相關產業服務。 

4.相關領域業師授課： 
課程42門，授課時數1556小時，培育1409人次。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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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化工具機設備技術開發中心

本計畫主要是建立精密機械設備中提升精度等級最重要的定位與量測關鍵技術，並且使開發之量測系統可與控

制器連結，達成檢測儀器智能化與自我補償機制，提升檢驗補償時之便利性，本開發量測系統主要用於精密機

械設備與CNC工具機之回授與補償，運用所開發之智能化儀器協助國內相關工具機產業進行出機前校驗服務或

是做為較驗儀器設備選擇，然後以長行程線性軸定位回授系統技術協助相關半導體與面板業設備群進入高階或

是微米級設備開發。

High-Valued Machine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計畫名稱：高值化工具機設備技術開發中心-提昇高值化工具機之關鍵基礎技術開發
計畫主持人：覺文郁
執行機關：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電話/傳真：05-6315400
網址：http://sparc.nfu.edu.tw/~pmc/1/main%20page.html
聯絡人：謝東賢　　　聯絡人email：a58503147@yahoo.com.tw

關鍵基礎技術：
1.技術名稱：開發國產自製旋轉軸檢測裝置 
開發一光學非接觸旋轉軸檢測裝置，系統設備自製率可達90%以上，並且可與本中心開發之五軸同動誤差檢

測系統進行整合，本系統只須經由一次架設即可進行完成旋轉軸A、B、C三軸角定位檢測與五軸童動誤差K1
、K2、K4總成誤差檢測，系統規格如下：

1.系統解析度±1arc-sec 
2.以ISO203-2與VDI3441標準呈現檢測結果表單

3.目前可與各大控制器FANUC、HEIDENHAIN完成連結，進行誤差分析、自動補償。

2.技術名稱：長行程線性軸定位回授系統

本計畫已針對台灣國產控制器中兩大廠商台達電與寶元研華進行高階回授定位技術導入，利用國產控制器搭

配計畫合作干涉儀廠商進行技術建置與系統整合，未來可廣泛運用於台灣精密機械設備業。

經濟效益：
本計畫主要開精密機械設備中定位與量測系統，並且使開發之量測系統可與控制器連結，達成檢測儀器智能化

與自我補償機制，提升檢驗補償時之便利性，本開發量測系統主要用於精密機械設備與CNC工具機之回授與補

償，目前本技術已開發完成並完成下列技轉與技術導入：

1.完成自製旋轉軸檢測裝置與校正系統之技術轉移與技術導入，應用於CNC工具機產業中。

完成友嘉實業集團與喬崴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轉移費用100萬。

2.完成長行程線性軸定位回授系統之技術轉移與技術導入，應用於面板產業機械設備中。

協助與輔導源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申請「創新優化計畫-以雷射干涉儀為回授基礎之長行程高精度自

動像量測設備」，將長行程干涉儀回授技術導入於大尺寸面板檢測設備中，並且獲得技術轉移費用200萬。

培育人才：
1.友嘉實業集團將於本計畫執行期間投入肆佰萬元（4,000,000）人才培育基金，並與虎尾科大成立友嘉集團國

際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學院，並且提供獎學金、企業實習與國際合作（德、日海外實習）等機會，目前於友嘉

集團企業實習73人與海外(德國工具機廠)實習6人，預計今年畢業後將有大量畢業生（30位／1年）前往友嘉

集團任職。

2.友嘉集團未來將與虎尾科技大學共同成立高階工具機技術研發平台，總預算總經額約1000萬/5年。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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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F技術研究中心

石油化學工業研究中心

塗佈研究中心

紡織品高值化技術深耕研發中心

高階量測儀器基礎技術研發中心

臺大高速射頻與毫米波技術中心

台灣大學精密製造中心

台大先進動力研發中心

高值化工具機設備技術開發中心

精碳研究中心

先進層析程序研究中心

數位內容及多媒體技術研究中心

高效率分離純化與混合分散基礎技術研究及推展中心規劃計畫

金屬研發中心

紡織與材料工業研究中心

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

精密機械產業發展中心

顯示科技聯合研究中心

高階繪圖與立體視訊基礎技術研發中心

虛擬化核心技術研究中心

IC產業同盟：大數據分析與最佳化技術

國立交通大學M2M智慧聯網研發中心

多重生醫訊號檢測模組與封裝之基礎技術研發

國立交通大學晶片系統研究中心

先進光機電科技中心

軟體研究中心

元智大學通訊研究中心

MOCVD關鍵零組件技術開發暨人才培育中心

臺北

桃園

新竹

臺中

雲林

嘉義

臺南

高雄



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  02-27377438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

以上資訊若您想進一步了解，請洽深耕計畫官網 !
網址 : http://web.etop.org.tw/eTop_IFTP/
推廣單位 : 科技部工程科技推展中心
網址 : http://www.etop.org.tw
Email : em61201@email.ncku.edu.tw
電話 : 06-2377917/06-2757575轉61208  
傳真 : 06-2362562
地址 : 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成功大學自強校區科技大樓三樓

科技部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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