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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場次：A1-1 日期：12/2 
主持人：王建評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A13-001 
藉由實驗和模擬比較不同介電材質對常壓大

氣電漿束的影響 
黃柏鈞、鄭雲謙 

8:42-8:54 A13-007 
改變電極配置以提升低溫常壓電漿噴流的放

電效率 
羅心妤、鄭雲謙 

8:54-9:06 A13-002 複合奈米齒輪油應用於電動機車之性能研究 呂有豐、顧家銘、陳英彰 

9:06-9:18 A13-003 
奈米氧化石墨烯冷卻液與奈米還原氧化石墨

烯齒輪油應用於電動車之研究 
呂有豐、朱奕亭、顏宏霖 

9:18-9:30 A13-004 
紫外光二極體殺菌模組於蛇行流道提升效率

之研究 
鄭宇倫、王建評、李明翰 

9:30-9:42 A13-005 
應用紫外線發光二極體於不同流道設計水殺

菌器之研究 
張育誠、王建評、吳易霖 

9:42-9:54 A13-009 電解質中鋰鹽溶劑化型態之量化分析 彭源旭、陳志鴻 
 
報告場次：A1-2 日期：12/2 
主持人：馮玉明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5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A9-002 
加熱表面粗糙度對 Modified RPI model 預測向

下加熱式沸騰熱通量之影響 
馮玉明、陳玉仙、孟子惟 

8:42-8:54 A9-003 
RPI wall heat flux partitioning model 於向下加

熱式沸騰熱通量預測之適用性研究 
孟子惟、陳玉仙、馮玉明 

8:54-9:06 A9-004 
核二廠除役過渡階段之輻射熱傳對事故影響

性評估 
陳嘉勇、陳玄哲、楊融華、

王仲容、陳紹文、李進得 

9:06-9:18 A9-005 用過核子燃料衰變熱模式研析與適用性評估 
林宗曄、楊融華、王仲容、

陳紹文 
9:18-9:30 A11-001 SOFC 複合發電系統之熱電效率提昇與優化 賴新一、黃巧綸、|詹彥信 

 
報告場次：A1-3 日期：12/2 
主持人：黃美嬌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6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A4-012 以 CFD 探討底部加熱板之自然對流現象 張華倞、王威翔 
8:42-8:54 A4-013 以計算流體力學探討助聽器之氣動聲學研究 陳妤蒨、王姿樺、王威翔 

8:54-9:06 A4-019 
525kW 級 R-513A 冷媒雙段離心式壓縮機設

計點與離點性能模擬分析 
蕭惟中、洪國書、李宜宸、

林俊傑、鐘震麒、管衍德 

9:06-9:18 A4-021 
交錯微分法搭配人工黏滯於高瑞利數自然對

流之求解 
楊一龍 

9:18-9:30 A4-015 昆蟲翅膀撓性對飛行升阻力的影響 游宗典、陳志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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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9:42 A4-005 
應用計算流體力學探討NA-706事故潛在天氣

危險因子 
廖昱豪、黃士昕、黃美嬌、

郭嘉偉 

9:42-9:54 A4-018 
以 WRF-CFD 耦合方式重建 NA-706 飛航事故

風場 
黃士昕、廖昱豪、黃美嬌、

郭嘉偉 
 
報告場次：A2-1 日期：12/2 
主持人：黃振康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A1-012 
高功率模組冷卻流道散熱鰭片陣列均質化模

擬技術與設計優化 
廖峻揚、郭勝期 

10:42-10:54 A1-013 
甲醇及 HFE-7000 應用在單雙管徑平板脈衝式

熱管性能研究 
李承翰、李明蒼、楊愷祥 

10:54-11:06 A1-008 均溫板熱傳性能理論分析 林君翰、黃美嬌 

11:06-11:18 A1-009 
以平衡分子動力學模擬探討石墨烯之熱傳導

性質 
廖浩羽、黃美嬌 

11:18-11:30 A1-011 考慮壁面軸向熱傳導效應之 LPTN 模型建構 曾孟凡、黃美嬌 

11:30-11:42 A1-018 非導電液之冷凝熱傳與不凝結氣體效應研究 
李俊毅、簡良翰、林君翰、

李中嘉 
11:42-11:54 A1-019 表面改質於沸騰熱傳之影響 周劭穎、黃振康 
11:54-12:06 A1-014 具高壁面電位微渠道流之熵產生 陳建信、蔡柄澤 

 
報告場次：A2-3 日期：12/2 
主持人：王威翔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6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A13-014 微藻於水力流場中的擺盪 莊程媐、蕭彥武 

10:42-10:54 A13-015 微小型有機朗肯循環設備之研究開發 
魏燕、林君瑋、張瀚文、賴

昭宏、蔡宇鈞、黃明清、洪

祖全 

10:54-11:06 A13-016 
軸流式渦輪膨脹器應用於微型 ORC 系統之

開發與研究 

黃明清、林君瑋、章祐瑄、

蔡宇鈞、賴昭宏、魏燕、洪

祖全 

11:06-11:18 A13-006 區域熔煉數值模擬分析 
曾韋智、陳彩蓉、蔡建雄、

蔡和霖 
 
報告場次：A3-1 日期：12/2 
主持人：賴錦文、楊添福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3:30-13:42 A2-004 
Gurney Flap 應用於 NACA4415 機翼之空氣

動力性能影響 
蔣品威、賴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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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13:54 A2-006 模擬真實豆娘懸停飛行時之串聯撲翼研究 吳元宏、陳建豪、|賴錦文 
13:54-14:06 A2-007 懸臂式振盪圓柱不同截面流場 施愷翔、陳祐維、賴錦文 
14:06-14:18 A2-008 渦環特性與撞擊柔性面之後續發展 邱貞榕、余文惠、賴錦文 

14:18-14:30 A2-012 液滴在奈米長線氟化超疏水表面之動力行為 
林永皇、蔡翔宇、劉珈呈、

陳冠廷、翁彗慈、張銘彥、

謝健、許進吉 

14:30-14:42 A2-014 在自由液面上彈跳之 Leidenfrost 金屬球體 
張兆宸、蘇崇仁、陳泓瑋、

許進吉 

14:42-14:54 A2-011 
Effect of Particle Gravity Settling on the Onset of 
Natural Convection in a Porous Layer Filled with 
Nanofluid 

林威廷、羅安成、楊添福 

 
報告場次：A5-1 日期：12/3 
主持人：許書涵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A8-003 
儲集層非均質結構之井深度及裂隙傾角對生

產溫度影響：以清水地熱為例 
謝瑞青、葉子銓、李伯亨 

8:42-8:54 A8-007 
以市售揚聲器作為熱聲引擎負載之聲學阻抗

匹配探討 
賴傳衡、許書涵 

8:54-9:06 A8-008 
使用液柱負載與多蓄熱器之熱聲引擎作動條

件評估 
陳宇豪、廖德祿、張力元、

羅旻奇、許書涵 

9:06-9:18 A10-003 駐車用太陽光電製冷系統的性能測試與研究 
張俊民、蘇冠誌、梁家瑋、

李柏諧、劉丞泰 

9:18-9:30 A10-004 
長篇摘要--駐車用太陽光電製冷系統的性能

測試與研究 
張俊民、蘇冠誌、梁家瑋、

李柏諧、劉丞泰 

9:30-9:42 A8-006 
串接軸流式永磁發電機應用於震盪式波浪發

電機設計 
陳宥任、林育昇、施俊亦、

劉昌彥、周伯軒 
 
報告場次：A5-2 日期：12/3 
主持人：吳俊毅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5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A8-001 田口法應用於熱電發電之鰭片最佳化設計 沈信成、吳俊毅 
8:42-8:54 A8-004 應用田口法進行熱電模組之最佳化設計 沈信成、吳俊毅 

8:54-9:06 A11-007 具奈米碳管之集電板設計與製作 
楊正、王重凱、管衍德、沈

銘原 

9:06-9:18 A10-005 
Transparent wood replaces glass to reduce 
polarized light pollution caused by solar panels 
that harms insects 

郭仁傑、白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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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場次：A6-1 日期：12/3 
主持人：許書涵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A4-008 田口法應用於薄型殼體強制對流最佳化設計 
薛揚耀、陳永爲、張君名、

張甄祐、沈劍虹 
10:42-10:54 A2-002 移動圓盤的流體行為 張育偉、陳翰璋、許清閔 
10:54-11:06 A2-003 侷限空間汙染物排除流場分析 陳奕翔、許清閔 

11:06-11:18 A4-002 
應用於定向能量沉積法熔池與沉積研究之多

相流數值模型 
鄭峻澈、温昌達、李威霆 

11:18-11:30 A4-003 軸承摩擦效應對風機轉子運動之影響 陳俊良、黃森澤、許政行 

11:30-11:42 A2-005 
大氣空氣介電質電漿反應器水冷流道對反應

區域的影響 
劉維中、廖子儀、林昆模 

11:42-11:54 A4-023 
隨機森林演算法於電子封裝熱特性分析之研

究 
胡逸群、洪子鈞 

 
報告場次：A6-2 日期：12/3 
主持人：李李羿慧、吳宛玉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5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A5-007 正方形螺旋結構對於內部流體的流動影響 盧冠宇、蔣雅郁 

10:42-10:54 A5-006 
陽極氧化鋁表面形態與奈米流體沸騰傳熱之

影響 
黃子瑄、翁輝竹 

10:54-11:06 A5-008 
可視化輔助實驗研究平板式脈衝式熱管：親水

塗層所降低之重力對乾燒效應 
李明縢、翁輝竹 

11:06-11:18 A3-001 
應用於燃燒尾氣 CO2 濃度量測之 TDLAS 系

統開發 
伍俊瑋、吳明勳 

11:18-11:30 A3-002 
固態有機生質燃料和澳洲煤純氧混燒特性研

究 
宣崇堯、黃緯程、侯順雄、

林大惠 

11:30-11:42 A6-005 
導流葉片高度對離心式壓縮機葉盤效率的影

響 
白啟正、林鴻志 

11:42-11:54 A12-007 進出風口位置對於體育館內溫度及流場影響 胡凱鈞、張烔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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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場次：B1-1 日期：12/2 
主持人：張致文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1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B1-001 
改善霍普金森拉伸桿應用於鋁薄板在高應變

率負載下之研究 
黃柏翰、李春穎、蘇彥瑜 

8:42-8:54 B1-004 大客車動態模擬分析與煞車控制之研究 王德成、陳志鏗、許家浚 
8:54-9:06 B2-002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之致動器容錯控制 陳威然、陳柏全 

9:06-9:18 B2-005 
以機器學習方法預估杜芬方程式的多重數值

解 
陳冠維、王怡仁 

9:18-9:30 E1-003 
利用光電動微流體晶片中微渦流之細胞受力

與速度分析 
楊宗叡、郭如男 

9:30-9:42 E1-004 雙層紙基微流體比色系統用於電解質鈣檢測 曾玟慧、洪家勛、郭如男 

9:42-9:54 E1-005 
應用懸空式焦電薄膜紅外線感測器之定位系

統 
林彥妏、李佳言 

 
報告場次：B1-2 日期：12/2 
主持人：蔡忠佑、陳紅章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2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B7-007 探討六軸機械手臂路徑規劃演算法之研究 莊靖澤、陳彥勳、連啟翔 
8:42-8:54 B7-005 無線電磁爬管機器人 蔡騏屹、林彥廷、莊嘉揚 

8:54-9:06 B7-008 
Study on the path planning of the manipulator 
using Twin Delayed Deep Determi-nistic Policy 
Gradients (TD3) 

Tran Dai Nhan, Zong-Hong 
Chen, Chi-Hsiang Lien 

9:06-9:18 B10-001 
應用被動板改善揚聲器系統低頻響應之模擬

與分析 
雷梓煊、林士翔、陳思云、

羅光哲、吳姝蒨、劉育成 

9:18-9:30 B10-002 
結合機械材料特性量測於揚聲器聲場輻射特

性之模擬與分析 
方柔穎、蔡政穎、雷梓煊、

吳姝蒨、羅光哲、劉育成 

9:30-9:42 D13-005 深度學習 Yolo5 方法用於番茄自動分類 
張家源、李維鴻、陳姿穎、

施侑伶、潘國興 
 
報告場次：B5-1 日期：12/3 
主持人：林孟儒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1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B4-004 基於肌肉協調理論之超聲波控制仿生義肢手 吳余山、蔡宏營 
8:42-8:54 B4-001 三軸精密平台定位系統控制與設計 嚴嘉祥、沈金鐘 

8:54-9:06 B4-002 具送餐功能之自動化餐車設計 
黃浩維、林易淳、王文翰、

吳宇謙、簡哲廷、簡昭珩 

9:06-9:18 B4-003 
以遊戲教學融入鋼琴學習之量產商品開發與評

估 
吳國彰、蔡佳辰 

9:18-9:30 B4-005 3D Visible AI Robot Arm with Dynamic 熊忠品、郭永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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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ing Design 

9:30-9:42 B7-004 
基於 MATLAB、Simulink 及 HRSS 之機械手臂

建模及分析 
邱致程、李維楨 

 
報告場次：B5-2 日期：12/3 
主持人：溫博浚、呂志誠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2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B8-001 
Implementation of a Multi-Axis Servo Motion 
Chair System Based on a Microcontroller 

劉紀偉、魏銘彥、葉彥良 

8:42-8:54 B8-002 風力發電機葉片之熱影像三維重建與分析 朱懷瑜、溫博浚 

8:54-9:06 B8-003 
利用光學干涉術於軟性薄膜基板之多方向應

力量測與抗彎曲分析研究 
李哲宇、溫博浚 

9:06-9:18 B8-004 
影像光流法於軟性導電圖樣基板之拉伸應力

量測與分析研究 
蕭又嘉、溫博浚 

9:18-9:30 B8-005 
智慧化點滴輸液監控及雲端資料庫服務系統

之開發研究 
黃威揚、陳擴屹、楊麗蓉、

鄭昱瑋、賴維淑、宋旗桂 
9:30-9:42 B8-006 雙無人機動態可變基線之影像 3D 定位系統 郭嘉群 

9:42-9:54 B8-007 
應用於向量磁場感測器之第二諧波偵測電路

研製 
梁博堯、鄭振宗、呂志誠 

 
報告場次：B6-1 日期：12/3 
主持人：林峻永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1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B10-003 
以 U 型鎳鈦形狀記憶合金吸振器組成可調式

超穎平板減振之研究 
李崇維、鄭博駿、李春穎 

10:42-10:54 B10-006 幾何形狀和材料特性對超聲波散射之影響 
吳生寬、鄭洧丞、陳永爲、

沈劍虹 

10:54-11:06 B11-001 
用於放電加工控制之乙太網路整合人機操作

介面研究 
張義芳、魏聖叡、陳彥宇、

蔡杰霖 

11:06-11:18 B11-003 
應用類別無關之實例切割於未知堆疊物件之

夾取 
王俞程、曾柏翔、李志中 

11:18-11:30 B11-004 模型預測控制應用於變冷媒流量多聯系統 
林峻永、廖庭寬、吳易秦、

周新皓、陳奕瑞、洪財旺、

粘世和、王建昌 
11:30-11:42 B11-007 嵌入式脈衝渦電流掃描感測系統開發 李韋辰、黃仁淵、林峻永 

11:42-11:54 B11-010 
基於影像之深度強化學習與機械手臂之虛實

整合 
潘柏瑋、蔡宏營 

 
報告場次：B6-2 日期：12/3 
主持人：連啟翔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2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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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B5-001 一種以複式行星齒輪設計之高減速比減速機 陳慶隆、陳正光、謝文賓 
10:42-10:54 B5-002 兩個自由度的 3K 行星齒輪系理論推導 柯昭頡、蔡忠佑 
10:54-11:06 B5-003 移位偏心齒輪傳動設計分析 林博正、陳奕樺 

11:06-11:18 B6-001 
應用滑差控制與步進增減壓於車輛之減速度

控制 
周鎮宇、陳柏全 

11:18-11:30 B6-002 
Openvino 用於零件分類自主移動機器人

AMR 
張瀚 

11:30-11:42 B6-003 CPU 結合房間散熱的 PID 控制協同模擬 楊政勳 
11:42-11:54 B6-004 低速車輛之路徑追隨控制器 江榮輝、謝嘉銘、陳柏全 

11:54-12:06 B6-006 
四輪車輛差動煞車輔助跟隨控制與硬體迴路

實驗 
張瀚升、陳志鏗、李俊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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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場次：C1-1 日期：12/2 
主持人：葉隆吉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3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C7-007 精密鎖固螺帽軸向力變化率之比較 
黃沛婕、鄭兆翔、李晃瑋、

廖能通 

8:42-8:54 C7-008 傘齒輪強度計算與驗證 
沈志偉、陳韋任、李羿慧、

馮展華 
8:54-9:06 C7-020 創新型雙軸轉台動態特性分析 林平諺、張博崴、洪瑞斌 

9:06-9:18 C7-009 六足機器人的研製與步態控制 
藍允誠、劉軒志、吳軒銘、

葉隆吉 

9:18-9:30 C7-010 橋梁梁底檢測用長桿推送機構設計 
林晨光、葉謙、賴躍仁、黃

維信、胡啟文、鄭登鍵、曾

裕傑 

9:30-9:42 C7-021 
具平面度之平面組裝受力之誤差探討 – 以雙

軸迴轉工作台為例 
謝秉軒、蔡志成 

9:42-9:54 E2-003 碳系奈米流體之分散系統開發與其特性之研究 
鄧敦平、魏義家、黃家慶、

謝祥楷 
 
報告場次：C1-2 日期：12/2 
主持人：蔡志成、鄧琴書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C8-006 電動重型機車之結構碰撞分析與測試驗證 蔡尚武、莊文仁、鄭凱文 
8:42-8:54 C8-007 共軛外環齒輪低慣量化設計分析 林博正、杜振瑜 

8:54-9:06 C8-003 大型五軸龍門加工機結構設計分析 
邵先佑、李俊德、陳健文、

陳佳偉、詹子奇 

9:06-9:18 C8-009 超音波磨床整機結構性能分析 
詹子奇、趙東檉、張耿彰、

張信良 

9:18-9:30 C8-010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Gantry Type Large Machine 
Tools 

Tzu-Chi Chan, Aman Ullah, 
Dong-Cheng Zhao 

9:30-9:42 C8-011 
感潮河段橋梁梁底檢測工具之檢測桿變形分

析 
曾裕傑、李弈鋐、林晨光 

9:42-9:54 C8-023 產品精度最佳化之分群隨機組裝配置研究 張文哲、蔡志成 
 
報告場次：C2-2 日期：12/2 
主持人：邱薆蕙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C8-008 雙導程人工牙根之應力分析與改善設計 鄭永長、王瑜華、賴映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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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子軍 

10:42-10:54 C8-013 軌道 e 型扣件系統之應力分析與改善設計 
鄭永長、李易鴻、林睿瀚、

康庭瑜 
10:54-11:06 C8-015 車輛行經減速丘之動態性能研究 張明彥、鄭傑仁、柯聖鴻 

11:06-11:18 C8-016 
口腔採檢 RCM 機構分析與彈簧抵抗重力之設

計 
劉祿展、楊禮蔚 

11:18-11:30 C8-018 高精密磨床結構性能分析與改善 
葉奕承、張耿彰、張信良、

詹子奇 

11:30-11:42 C5-005 
Application of topology optimization in the 
design of quasi-zero-stiffness vibration isolator 

Waqas Nazir, Wen-Nan 
Cheng, Yu-Hsin Kuo, Chih-
Chun Cheng 

 
報告場次：C4-1 日期：12/2 
主持人：鄭正德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3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5:30-15:42 C2-001 定剛度可變比重結構樑之振動分析 黃名雯、徐振豪、吳亦莊 

15:42-15:54 C2-002 
Effective nonlinear piezomagnetic behavior of 
magnetostrictive hybrid composites 

Chia-Ju Lin, Chien-hong Lin 

15:54-16:06 C2-003 
The response for piezoelectric particulate 
composites with viscoelastic constituents 

郭宏揚、林建宏 

16:06-16:18 C3-001 優化線性分裂迭代法求解非線性方程 
賴德原、劉進賢、陳永爲、

沈劍虹 

16:18-16:30 C6-001 
利用群集智慧演算法提升數位影像相關法計

算效能 
邱浩安、黃育熙、林家雋 

16:30-16:42 C6-005 鑽孔多層薄膜之機械性能 任明華、賴琛翔 

16:42-16:54 C6-006 
追蹤豬腹部連續影像表面特徵以決定呼吸週

期 

黃吉宏、賴俊瑋、邱榮慶、

彭馨屏、翁睿謙、盧彥蓓、

張峻銘 

16:54-17:06 C6-007 
使用導電薄膜 PEDOT:PSS/AgNW 之介電彈性

體致動器 
張卜中、劉義強 

 
報告場次：C5-1 日期：12/3 
主持人：林益煌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3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C5-003 風力及磁力驅動之壓電能量擷取系統研究 陳品彤、王怡仁、朱銘敬 

8:42-8:54 C5-002 
應用人工智慧於風力發電機高速軸承之剩餘

使用壽命預測 
蔡博璿、林暐諺、林益煌 

8:54-9:06 C5-004 軋機輸出軸齒輪崩齒之振動分析與預警評估 林益煌、鄭丞翔、吳崇勇、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第 39 屆全國學術研討會        口頭報告場次          C. 固力與設計 

 
楊筑鈞、何秋誼、黃俊奎、

李增賢、吳邦齊、劉熙銘 

9:06-9:18 C5-006 應用多孔洞面板降低無人機葉片噪音之研究 
趙傳晉、金大仁、陳泊霖、

駱書翊 
9:18-9:30 C5-007 船舶用低功率機械振動診斷適用標準之研究 李俊明、吳佳璋 

9:30-9:42 C10-006 
折射式與繞射式紙片光螢光顯微鏡之設計與

性能分析 
陳宥君、劉家豪、黃光裕 

 
報告場次：C5-2 日期：12/3 
主持人：陳立衡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C7-001 柔順雙穩態機構聯軸器最佳化設計與分析 鄭人豪、黃世疇 
8:42-8:54 C7-004 電動輔助自行車力矩傳感器結構設計分析 高宇辰、王培郁 

8:54-9:06 C7-016 
虛擬電腦輔助工程分析技術在臥式加工中心機

之鞍座組件的應用研究 
黃運琳、徐聖倫、韓承祐 

9:06-9:18 C7-012 A Review: Advances in Bearingless Motor 
Dang-Khoa Nguyen, Hua-
Chin Huang, Da-Chen Pang 

9:18-9:30 C7-015 
以史蒂芬 III 型生成六連桿之耦曲線設計登山

橢圓機 
張宗仁、陳立衡 

 
報告場次：C6-1 日期：12/3 
主持人：潘國興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3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C4-003 
6061-T6 鋁合金/熱塑性碳纖複材十字試片之

超音波銲接製程表面技術研發 
高世杰、林派臣、王偉峻 

10:42-10:54 C4-004 
Thermo-Mechanical Fatigue Properties for the 
Joint of Metallic Interconnect and Braze Sealant 
in Solid Oxide Fuel Cell 

沈則方、林志光、黃亮維、

劉建國、李瑞益 

10:54-11:06 C4-005 
含單邊裂縫及孔洞之多層薄膜承受拉伸作用

之機械性能 
任明華、黃勝翊、劉芮瑄 

11:06-11:18 C4-007 
利用相場法模擬複合材料中裂紋動態行為與

增韌機制 
黃品豪、陳志鴻 

11:18-11:30 C4-009 
FE-510 鋼板經多次切焊後之疲勞壽命個案分

析 
徐慶瑜、江家慶、陳雅惠、

黃仲興 

11:30-11:42 C1-014 
應用 Kirchhoff 和 Mindlin 板理論於預測板膜

複合結構之振動特性與實驗量測 
李効澄、鍾佳晉、吳亦莊 

11:42-11:54 C1-022 
多板結構系統的動態問題之理論解析與數值

計算 
戴國釗、顔貞卿、馬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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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場次：C6-2 日期：12/3 
主持人：古運宏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60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C1-001 粉末充填環形試片之旋轉壓縮成形分析 黃永茂、蔡耘豪、陳俊儒 

10:42-10:54 C1-004 
生醫鈦合金(Ti-7.5Mo)於不同溫度與應變速率

條件下進行準靜態壓縮與微觀結構觀察之研

究 
李偉賢、張升瑚、陳亭儒 

10:54-11:06 C1-005 
生醫鈦合金(Ti-7.5Mo)在不同溫度下之高速撞

擊特性與微觀組織分析 
李偉賢、謝安、陳亭儒 

11:06-11:18 C1-006 AT 切石英諧振器之溫度效應與電性分析 黃自貴、陳崴 

11:18-11:30 C1-008 
PLA 疊層垂直軸式風力機葉片結構之最佳化

設計 
張瑞榮、王睿、蕭文桐 

11:30-11:42 C1-009 箱型彈簧尺寸對於非線性撓曲的影響 蔡炯輝、林孟儒 

11:42-11:54 C1-011 
具彈性基座及支撐之雙向功能梯度樑的自由

振動分析 
陳為仁、張清淵、翁祐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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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場次：D1-1 日期：12/2 
主持人：曹中丞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D1-003 
不等間距內插於非刀具跟隨五軸加工後處理

程式之研究 
陳威志、曹中丞 

8:42-8:54 D1-014 導入運動軌跡模型之球面拋光製程 
林冠澐、江昕宇、羅昱翔、

劉俊葳 

8:54-9:06 D1-029 氣囊式拋光頭接觸壓力之研究 
杜昕遠、張竣豪、許孝誠、

劉俊葳 

9:06-9:18 D1-032 
具高面內熱導和機械柔性之氮化硼複合薄膜

建構 
蘇程裕、李方廷、蘇楷涵 

9:18-9:30 D1-018 沖床伺服曲線對於鋁管壓管製程的影響 甘竣瑋、陳聰嘉 

9:30-9:42 D1-042 
智慧化微量潤滑 (MQL)系統應用於超合金 
Inconel-718 刀具壽命之研究 

陳紹賢、廖子豪、呂易修、

趙宣皓 

9:42-9:54 D1-050 刀具振動與磨耗監控系統整合開發 
林浚智、陳品洋、廖湘恩、

洪瑞斌 

9:54-10:06 D1-046 
Effect of Processing Parameters on Residual 
Stress during Polycarbonate Injection Molding 

Thi-Phuong-Loan Vo, Ming-
Shyan Huang, Jian-Yu Chen 

 
報告場次：D1-2 日期：12/2 
主持人：吳文章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5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D9-001 
工具機主軸軸承潤滑失效之智能化可用餘命

估測 
廖經治、陳佳甫、吳天堯 

8:42-8:54 D9-002 
運用希爾伯特-黃轉換(HHT)對軋鋼機齒輪箱

故障診斷 
陳聖文、洪郁荃、吳天堯 

8:54-9:06 D8-005 
應用振動訊號與長短期記憶網路於滾子軸承

剩餘可用壽命預測 
鄧克農、施盛為、吳天堯 

9:06-9:18 D9-006 
卡曼濾波器於銑削加工振動量測之線上切削

力估測 
何坤鴻、賴季平、吳天堯 

9:18-9:30 D9-004 
田口工程應用於多模穴射出件收縮特性優化

分析與成型特性之研究 
吳典儒、彭信舒、黃柏維、

林芳如、陳彥儒 

9:30-9:42 D9-003 
以時序相依之人工智慧技術實現精密數控加

工機結構與主軸熱精度預測及調控 
葉常全、莫利僑、李明蒼 

9:42-9:54 D9-007 
基於強化學習於合金材料之雷射加工製程優

化 
蕭靖澂、蔡宏營 

9:54-10:06 D9-010 
應用於三次元量測儀專用測頭之多軸運動控

制技術開發 
李宜靜、陳世剛、陳冠宏、

陳文泉、李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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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場次：D1-3 日期：12/2 
主持人：莊俊融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6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D5-004 
基於 SPH 之雷射擺動式銲接融池動力

學模擬分析 
蔡宗汶、沈巧婷、黃光瑤、簡士凱、

王雍行 

8:42-8:54 D5-006 
碳纖維複材引擎蓋內板之 RTM 製程模

擬分析研究 
毛慶平、楊偉良 

8:54-9:06 D5-007 
鋁合金擺動光斑雷射角銲製程之熱場模

擬研究 
蔡尚武、簡士凱、王雍行、陳信吉、

曾文正 

9:06-9:18 D5-008 
滾珠螺桿安全係數與模態頻率電腦輔助

分析 
呂宥樺、劉丞恩、劉家瑋、鄭正德 

9:18-9:30 D5-009 
開發選擇性雷射熔融之熱變形預測神經

網路模型 
潘季宏、鍾沛栩、莊俊融 

9:30-9:42 D5-010 車銑複合機之底床結構熱設計方法 吳承哲、張詠全、莊俊融 

9:42-9:54 D5-022 
沖切邊緣特徵對板金沖壓成形邊緣破裂

現象影響之研究 
賴威丞、沈舫如、謝明諺、林義凱、

陳復國 
 
報告場次：D1-4 日期：12/2 
主持人：洪榮洲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525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D2-017 
陣列孔電化學加工製程與模擬分析技術

研究 
李敬得、陳澤儀、洪榮洲、吳宗豐、

廖俊智、邱國揚 

8:42-8:54 D2-019 陣列孔電化學去毛邊模擬分析研究 
陳澤儀、李敬得、洪榮洲、吳宗豐、

廖俊智、邱國揚 

8:54-9:06 D2-018 
水可洗氧化鋯光固化漿料聚合列印技術

結合精密鑄造應於互穿複合結構之研究 
宋挺綸、江卓培 

9:06-9:18 D2-020 
雷射下照剝離式低離型力光聚合固化系

統開發 
王允亮、楊寶清、汪家昌 

9:18-9:30 D2-021 線材指向性能量沉積系統開發及列印 呂忻叡、洪常譯、汪家昌 
9:30-9:42 D2-022 連續多功之高速 SLS 列印設備開發 陳聖儒、楊詠甯、汪家昌 

9:42-9:54 D2-023 
航空發動機機匣之電化學加工機設計與

性能測試初探 
董景瑞、洪榮洲、梁定輝、周昱璋、

廖運炫 
 
報告場次：D2-1 日期：12/2 
主持人：高永洲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D1-019 PCB 微鑽針鑽削之推力與扭矩之量測與驗證 何承駿、劉柏毅、王海 
10:42-10:54 D1-021 微鑽針力學模型建立與幾何參數優化研究 江睿晟、李俊毅、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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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11:06 D1-024 微鑽針幾何參數設計之優化研究 梁明叡、鍾振綱、王海 
11:06-11:18 D1-043 數位實境甩砂模組建構與模擬技術 歐志祥、高永洲 

11:18-11:30 D1-051 
Tl-201 同位素分離純化模擬測試站建置與實

驗 
蔡恩迪、陳遠寧、楊融華 

11:30-11:42 D1-052 自製 30MeV 迴旋加速器固體靶技術精進 
陳遠寧、郭子晉、吳佳穎、

楊融華、鄭冠威 
11:42-11:54 D10-004 發展多穴射出模具之流道平衡的解析設計法 林忠志、陳玉祥 

 
報告場次：D2-3 日期：12/2 
主持人：林哲宇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6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D2-005 利用放電加工技術製造微細球型工具之研究 王鵬凱、張凱傑、許東亞 

10:42-10:54 D2-007 
旋轉超音波加工 BK7 玻璃之表面粗糙度優化

及加工參數分析 
蔡發達、林竣清 

10:54-11:06 D2-009 
DLP 型大面積高速 3D 列印成型平台受力曲線

分析以決定列印參數於牙模之生產 
鄭逸琳、朱家緯 

11:06-11:18 D2-012 
銅-銅之超音波焊接中粗糙度及下壓力對界面

形成之影響 
胡冠傑、張友齊、吳子勤、

林哲宇 
11:18-11:30 D2-013 可攜帶式主軸之細孔放電加工機 杜洛渝、許東亞 

11:30-11:42 D2-014 
基於進給與流場參數輔助電化學放電加工硬

脆非導體材料之研究 
屈伯俊、林祐誠、何昭慶 

11:42-11:54 D2-016 
新型核殼熱塑性聚氨酯 TPU/SiO2@C 及

TPU/CB 複合粉末於選擇性雷射燒結優化 EMI
屏蔽之研究 

蘇程裕、林美均、蘇楷涵、

胡佳龍 

 
報告場次：D2-5 日期：12/2 
主持人：林建宏、李伯軒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7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D3-015 應用模糊推論於水平精度量測設備熱變形之

預測 
簡瑞克、陳紹賢、陳俊丞 

10:42-10:54 
D3-011 開發數位影像相關法之立體校正方式於電腦

視覺量測與 FEM 軟體之應用整合 
陳雍昇、劉永興、吳亦莊 

10:54-11:06 D3-016 摩擦攪拌銲道溫度與主軸負荷監測 敖仲寧、劉承佾、曹昕瑋 

11:06-11:18 
D3-008 應用面掃描相機與閃頻控制器於晶圓表面瑕

疵檢測 
陳俊仁、黃中毅 

11:18-11:30 D3-009 應用線掃描相機於晶圓表面瑕疵檢測 陳俊仁、許祐馨 
11:30-11:42 D3-010 分散式銑刀多特徵高精度量測系統開發 陳俊仁、周以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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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場次：D4-1 日期：12/2 
主持人：林懷恩、鄭永長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5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5:30-15:42 D4-008 
後超臨界二氧化碳製程與陰離子表面活性

劑對化鍍鎳磷薄膜於 AZ31 鎂合金微弧氧

化膜層上之特性研究 
陳維揚、顏廷叡、李春穎 

15:42-15:54 D4-013 鎳鎢合金薄膜之材料與耐腐蝕特性 黃聖傑、林懷恩 

15:54-16:06 D4-017 
鈣鈦礦結構高熵氧化鐵的微觀結構與材料

性能探討 
李煥志、林懷恩 

16:06-16:18 D4-018 
濕式電沉積法製備氧化鐵薄膜於儲能材料

之應用 
林進賢、林懷恩 

16:18-16:30 D4-020 
CsPbI3 鈣鈦礦電極應用於鋰離子電池之研

究 
紀家蓉、潘科穎、蘇毓軒、紀柏

葦、林懷恩、吳孟真、吳茂昆 

16:30-16:42 D4-014 
基於包覆性複合材料之高效能磁流變彈性

膠體製作與特性研究 
張崢一、蔡宏營 

16:42-16:54 D4-016 
基材偏壓對高功率脈衝磁控濺鍍氮化鈦銑

刀性能之影響 
李旻穎、李炤佑、尹昱棠、張景

棠、郭晉全 

16:54-17:06 D4-021 
以微弧氧化法結合離子交換技術製備含氟

基磷灰石之花狀結構塗層研究 

林威廷、黃君偉、陳冠廷、簡基

勝、郭聰源、林博洋、謝子毅、

王介聰、劉慶捷 
 
報告場次：D4-2 日期：12/2 
主持人：汪家昌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525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5:30-15:42 D8-003 
An Innovative Concept Design for Solid-State 
Inoculation of Polyethylene-Bag Cultivated 
Mushroom 

Zeeshan Khan, Rong- Yuan Jou 

15:42-15:54 D8-007 
具弓形成型區之迴轉式鋪料溶劑型漿料法

光聚合成型系統開發 
王柏騰、王宗漢、汪家昌 

15:54-16:06 D8-009 
基於 TCP/IP 通訊協定建立智慧化五金研磨

拋光檢測系統 
蘇冠穎、蔡博丞、陳明飛 

16:06-16:18 D8-010 
以 DCOR 設計鍊為基礎之智慧產線規劃設

計與實作 
蔡明標、黃彥豪 

16:18-16:30 D9-011 微米等級光學結構的製程與特性量測 翁朝利、梁方虹、李永春 

16:30-16:42 D9-005 
基於視覺檢測與智能監控電流預估刀具磨

耗與壽命 
張文陽、陳彥睿、鄭淯騰 

16:42-16:54 D9-008 
運用 Laser R-Test 系統開發一種 TCN 主軸

溫升補償模型 
謝東賢、賴信佑、周奕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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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場次：D5-1 日期：12/3 
主持人：李李羿慧、吳宛玉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D1-045 
以軟性線材與導電石墨烯矽膠 3D 列印製作軟

性壓阻傳感器 
張洋鋅、陳錦泰 

8:42-8:54 D1-047 彎管與液壓複合成形的有限元素分析 黃永茂、鍾志和 

8:54-9:06 D1-048 離心式葉輪五軸數控加工程式開發與優化 
李政男、鍾靖彥、李玠浲、

謝旻璋 

9:06-9:18 D1-004 金屬波紋管之液壓成形製程設計 
黃永茂、張宸豪、王郁仁、

陳嘉全 

9:18-9:30 B2-001 
應用深度學習與專家系統於自動變換車道決

策網路之設計 
顏傳宇、賴立達、陳柏全 

9:30-9:42 B2-004 側向動態控制之車輛參數估測器設計 蘇子淞、陳柏全 
 
報告場次：D5-2 日期：12/3 
主持人：張致文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5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D11-002 有限元素分析板狀鋁合金散熱片 薛文瑋、陳狄成 
8:42-8:54 D11-003 沖床伺服曲線對 O 型管成形製程之影響 張書閤、陳聰嘉 
8:54-9:06 D11-004 扣件線材輥輪模伸線製程設計 許進忠、蔡勝方、高啟源 
9:06-9:18 D11-005 單點增量成形之成形性研究 雷凱丞、陳立緯 
9:18-9:30 D11-008 微尺度雙金屬擠製成形之研究 張朝誠、張翰輝、姜俊甫 

 
報告場次：D5-3 日期：12/3 
主持人：詹子奇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6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D5-018 
利用回收塑料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大尺度 3D 列

印 
李才森、盛郁庭、宋非凡 

8:42-8:54 D5-011 滾子凸輪 AC 軸旋轉工作台性能研究與改善 
吳邵齊、王議弘、張信良、

詹子奇 

8:54-9:06 D5-013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o-Extrusion Die Swell 
in Tire Manufacturing using Phan Thien and 
Tanner (PTT) Model 

Senia Firlania Novianti, Yean 
Der Kuan 

9:06-9:18 D5-015 
基於射嘴壓力曲線的射出成型模擬校準之研

究 
王冠勳、陳雅彤、黃聖杰、

許智評、黃建泩 

9:18-9:30 D5-014 
Alvarez 透鏡射出壓縮製程光學品質判讀應用

田口參數優化 
顏伯諭、張簡翊秀、林肇民 

9:30-9:42 D5-016 多加工變因篩選之方形透鏡陣列於射出壓縮 郭坤銓、林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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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製程優化分析 

9:42-9:54 D5-017 
含特殊微結構楔形導光板光學設計參數最佳

化分析 
黃聖倫、林肇民 

 
報告場次：D5-4 日期：12/3 
主持人：郭晉全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525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D5-019 拓樸最佳化應用於碳纖維曲面結構與展開 
林鴻佳、王正賢、黃媺璇、

周育祺 

8:42-8:54 D5-020 
複合材料多曲面高溫變形行為與模具回彈補

償 
楊筑鈞、王正賢、林鴻佳 

8:54-9:06 D6-001 
使用面投影微立體光固化技術開發卡匣式陶

瓷基板生胚製造系統 
許子謙、江紹瑜、謝馥羽、

廖昭仰 

9:06-9:18 D6-002 
選擇性雷射熔融製程製作 Gyroid 孔隙結構之

可視化模擬與熱機歷程研究 
敖仲寧、梁育碩、張博雅、

陳奕璇、曾文正 

9:18-9:30 D7-004 
基於影像分割結合異常檢測於公開工業資料

集之應用 
趙宇涵、蔡宏營 

9:30-9:42 D7-005 
發展 Web-based 模組化生產履歷系統應用於精

密裝配製造產線 
覺文郁、謝東賢、陳嘉宏、

温致賢、張維 
 
報告場次：D6-1 日期：12/3 
主持人：洪嘉宏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4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D2-006 
高壓水電解製造超微 H2-O2 氣泡水於提高細

孔放電加工特性之研究 
吳宗倫、郭佳儱、張元震 

10:42-10:54 D2-003 
鋰聚合電池之極柄複合式脈衝雷射與電阻點

焊製程研究 
徐翊軒、林震銘 

10:54-11:06 D2-008 特殊視覺用光學導光板的製程技術開發 
花博湋、陳維紳、許永昕、

李永春 

11:06-11:18 D2-024 
製程參數對選擇性雷射熔融積層製造之鐵鎳

軟磁材料特性影響研究 

鍾俊輝、許育銘、江坤諦、

張宗偉、石政欣、張廉楷、

蔡明祺 

11:18-11:30 D2-027 
The effect of laser interaction time on aluminum 
alloy 6061 crack-free solidification using laser 
foil printi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process 

王榆翔、洪嘉宏 

11:30-11:42 D2-028 
The effect of laser scan strategy on residual stress 
of titanium alloys using laser foil printi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黃鼎鈞、洪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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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11:54 D2-029 
Femtosecond Laser Produced Hydrophobic 
Surface on Zr-based Metallic Glasses 

Hao-Cheng Luan, Chia-Hung 
Hung 

11:54-12:06 D2-025 
摩擦攪拌銲接積層製造鋁合金疊層複材之主

軸負荷分析 
敖仲寧、王天偉、卓映辰 

 
報告場次：D6-2 日期：12/3 
主持人：林宗鴻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5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D1-015 具雙向變形的脊椎融合器設計製作、分析與檢測 
賴峰民、紀昕佑、王又怡、

楊馥萱、巫佩軒、李瑞恆、

黃鈺琇 

10:42-10:54 D1-027 
以光固化 3D 列印微柱陣列模仁列印參數之影響

研究 
林宗鴻 

10:54-11:06 D1-033 銅板材以低溫錫銲料接合之研究 
陳媛琦、洪欣妤、江冠頡、

莊正利 

11:06-11:18 D1-034 
Al2O3 強化材經無電鍍鎳膜提升 Cu/(Al2O3)p
抗腐蝕性質之研究 

楊子瑄、謝佩純、方郁棻、

莊正利 

11:18-11:30 D1-037 
無電鍍銅膜與外加銅粉基材對 Cu/(SiC)p 金屬

基複合材料接合機械性質之影響 
張維恆、曾禹甄、莊正利 

11:30-11:42 D1-041 紫外光固化滾壓導光膜之參數最佳化 吳政憲、吳銘侑、謝祐昇 
 
報告場次：D6-3 日期：12/3 
主持人：蔡發達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6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D3-005 
五軸工具機 Digital Twins 精度誤差模擬與補償

系統 
覺文郁、謝東賢、許家銘、

張祐維、曾政中、馮郁展 

10:42-10:54 D3-007 
化學機械拋光之拋光墊壓縮回彈率量測分析研

究 
蕭凱翔、傅珍昱、許鈺晟、

邱敦陽、蕭琮翰、陳炤彰 

10:54-11:06 D3-006 
以嵌入式晶片開發具可攜式高精度轉台背隙誤

差檢測模組 
謝東賢、周奕豪、賴信佑、

劉建廷、覺文郁 

11:06-11:18 D3-014 
應用熱成像及數位影像於複合材料結構的全場

精密量測及含瑕疵檢測 
馬鈺棠、何昭慶 

11:18-11:30 E11-019 
開發自主化 MR 數位維護指引系統應用於

HoloLens 穿戴裝置 
覺文郁、王若珩、謝東賢、

謝東興、廖上愷 
 
報告場次：D6-4 日期：12/3 
主持人：詹子奇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525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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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42 D10-001 預鍛件之缺陷改善與模具最佳化設計 王定瑀、黃世疇 

10:42-10:54 D10-003 多道次熔接線成品的可視化射出成形研究 
張致遠、王祥安、許清翔、

陳榮濬、蔡文洋 

10:54-11:06 D10-006 
選擇性雷射熔融加工技術製作  Inconel 718 
圓 形杯模具應用於鋁合金 5052 深引伸加工

之研究 
江卓培、黃品豪 

11:06-11:18 D10-007 一種模組化快速抽換模具設計 邱正豪、盧俊嶸 

11:18-11:30 D10-008 發泡比應用於發泡射出之參數與成型性分析 
邱正豪、程世安、張吉佑、

歐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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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場次：E1-3 日期：12/2 
主持人：蔣雅郁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0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E9-015 
國內外企業永續能源認證機制分析與我國推

動方向 
陳韻婷、潘子欽、劉家豪、

林志偉 

8:42-8:54 E9-017 
創新螺旋線圈式兩相分離器應用於高黏度液

體之分離 
黃品儒、陳郁潔、蔣雅郁 

8:54-9:06 E9-018 高濃度阿斯匹靈之連續液-液相分離 楊翔宇、倪燦弘、蔣雅郁 

9:06-9:18 E9-022 
連續式微型反應與純化系統應用於生質柴油

製程 
王丞俞、陳伯穎、蔣雅郁 

9:18-9:30 E9-002 可撓式熱電晶片應用於類排氣管之研究 
洪佑愷、饒玉祥、陳一順、

邱奕豪、詹文碩、蔡宗達、

吳明誠、陳嘉偉 
9:30-9:42 E9-012 滾輪式靜電分選機分選參數之相關研究 廖顯晟、許東亞 

9:42-9:54 E9-013 
機械式電壓控制與數位式相位控制應用於三

相感應電動機之比較 
莊賀喬、黃昱崴、黃義翔、

李政達 

9:54-10:06 E11-029 
不同退火溫度對以磁控濺鍍製備 SiC 薄膜之

性能研究 
吳翊勤、施鐓湣、黃英達、

陳柏宏、邱薆蕙 

10:06-10:18 E7-011 
光固化生物柔韌材料應用於 DLP 型 3D 列印

模擬肺泡之研究 
鄭逸琳、葉宗汶 

 
報告場次：E5-1 日期：12/3 
主持人：翁永豪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6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E11-006 工廠雲端軟體即服務系統開發 
林奕尊、翁永豪、安振吉、

丁振卿 

8:42-8:54 E11-007 
積層陶瓷電容(MLCC)堆疊片偏移量檢測系

統開發 
黃子幗、翁永豪、安振吉、

丁振卿 

8:54-9:06 E11-008 智慧雲三機一體工廠預維保養系統開發 
黃紫娟、王建友、翁永豪、

安振吉、丁振卿 

9:06-9:18 E11-009 紡織工廠之機聯網實務應用技術開發 
闕妤璇、翁永豪、安振吉、

丁振卿 

9:18-9:30 E11-010 三機一體產線資訊化系統開發 
周宇柔、吳冠儒、翁永豪、

安振吉、丁振卿 

9:30-9:42 E11-012 晶片之 AI 瑕疵檢測模型建立與探討 
江鎧任、鄭家宸、翁永豪、

安振吉、丁振卿 
 
報告場次：E5-2 日期：12/3 
主持人：王紹宇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7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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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E4-001 
被動連續式純化製程應用於高黏度雜質溶

液 
鄧丞博、蔣雅郁 

8:42-8:54 E8-007 
金屬-白雲母準凡德瓦異質磊晶之巨熱致動

效應 
陳佳蔚、朱英豪 

8:54-9:06 E8-002 
積層製造電容式力量感測器之介電層結構

設計的研究 
郭柏毅、林承鴻、林建宏 

9:06-9:18 E8-003 
CO2 雷射製作長週期光纖光柵塗覆高分子

材料(PVA)應用於濕度感測 
姚宗延、詹凱翔、謝鈓晟、

徐祥鎮、江家慶 

9:18-9:30 E8-004 
新型封閉式光纖共振腔應用於溫度實驗量

測 
楊曜富、陳柔瑜、徐祥鎮、

江家慶 

9:30-9:42 E8-005 
Ink Based Tactile Sensors on Paper for 
Breathing Pattern Recognition 

Rajat Subhra Karmakar, Chia-
Pei Chu, Ying-Chih Liao, 
Yen-Wen Lu 

 
報告場次：E5-3 日期：12/3 
主持人：王勝清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9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E7-002 高剛性可調式移位輔助支撐系統之研究 
毛彥傑、劉柏瑞、邱名輝、

邱倚瀅 

8:42-8:54 E7-003 坐式便器移位板之研究 
毛彥傑、張耀元、邱名輝、

邱倚瀅、陳昱愷 
8:54-9:06 E7-004 折疊紙基微流體比色系統應用於葡萄糖檢測 蔡宗孝、郭如男 

9:06-9:18 E7-005 
離心微流體平台利用流體動力分離無標記癌

細胞 
林竣祺、蔡睿騏、郭如男 

9:18-9:30 E7-006 無動力踝關節外骨骼之開發研究 林益民、楊祥妤、莊俊融 
9:30-9:42 E7-007 基於 EEG 之心理疲勞辨識模型開發 戴瑄宏、郭品呈、莊俊融 

 
報告場次：E5-4 日期：12/3 
主持人：許進吉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0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30-8:42 E5-001 
電子封裝界面強度與濕-熱耦合脫層損傷分

析 
林冠賢、徐明志、楊玉林、

施孟鎧 
8:42-8:54 E5-004 晶片銲料電遷移之數值模擬評估 劉晉奇、杜柏翰 

8:54-9:06 E5-005 
針對扇出型基板上晶片和覆晶球閘陣列之封

裝應力特性分析 

Bo-Heng Chen, Wei-Hong 
Lai, Tang-Yuan Chen, Chin-
Li Kao, CP Hung 

9:06-9:18 E5-006 結合數位分身模型可視化 SMD 的熱特徵 張書瑋 
9:18-9:30 E6-001 雙阻劑奈米壓印製程應用於製作高深寬比奈 吳沛翰、李永春、林志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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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結構 
9:30-9:42 E6-006 旋轉式曝光裝置之研究 陳奇夆、湯旻傑 

9:42-9:54 E6-009 
霧化噴塗製作 DMSO/CB/GBL 不同溶劑鈣鈦

礦薄膜表面型態影響 
邱振瑋、陳錦泰 

 
報告場次：E6-1 日期：12/3 
主持人：徐偉軒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6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E11-015 紡織布料之 AI+AOI 瑕疵檢測系統開發 
李宇翔、鄭家宸、翁永豪、

安振吉、丁振卿 

10:42-10:54 E11-016 
監督式學習與非監督式學習模型於軸承狀態

診斷效果之比較及應用 
同愷莘、楊博丞、鄭人齊、

陳國聲、劉雲輝 

10:54-11:06 E11-017 變頻風扇空調監測控制系統開發 
施彥銘、曾宇新、翁永豪、

安振吉、丁振卿 

11:06-11:18 E11-018 圖像處理與 AI 瑕疵檢測實務應用開發 
林家洛、翁永豪、安振吉、

丁振卿 

11:18-11:30 E11-020 
專題實作課程作為技優生培養之探討–以台科

大應科學程為例 
吳國彰 

11:30-11:42 E11-026 探討繞射結構應用於擴增實境之研究 陳奇夆、蔡有信、蘇奕瑋 

11:42-11:54 E10-002 智慧空調機聯網應用開發 
林言叡、曾宇新、翁永豪、

安振吉、丁振卿 
 
報告場次：E6-2 日期：12/3 
主持人：陳錦泰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7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E13-001 
以磁控濺鍍法製備鉬基金屬玻璃薄膜之銷對

盤磨潤性質之研究 
莊宗翰、鄭宇翔、周育任 

10:42-10:54 E2-004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hotocatalytic Thin Films with Titanium Dioxide 

Yu-Hsing Yang, Jia-Xuan 
Hou, Tun-Ping Teng 

10:54-11:06 E2-005 
以均苯四甲酸合成鈦金屬有機框架應用於二

氧化氮感測器之研製 
鄭博文、楊啓榮、黃兆溎 

11:06-11:18 E2-006 
二硫化鉬/錳/鈷複合物之合成與應用於不對稱

超級電容器之研製 
張宇蘋、陳家宏、楊啓榮 

11:18-11:30 E2-007 
整合 ZnO/TiO2 鈣鈦礦薄膜與兆赫超材料之氮

氧化物感測器的開發 
洪敬庭、魏鎧立、楊啓榮 

11:30-11:42 E2-009 
使用陽極氧化法製備多孔薄膜提高摩擦奈米

發電機性能 
王冠晴、蔡宏營 

11:42-11:54 E2-010 
使用 DMSO/GBL 和 DMF 添加二茂鐵改善鈣

鈦礦薄膜結晶表面型態 
莊育憲、陳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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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場次：E6-3 日期：12/3 
主持人：張弘岳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19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E7-008 基於 sEMG 時域特徵之肌肉疲勞辨識模型開發 林莆盛、郭品呈、莊俊融 

10:42-10:54 E7-009 
三維列印高精度止鼾器全數位化流程設計與開

發 
吳宇晏、江卓培 

10:54-11:06 E7-015 
使用聽覺注意力檢測與高斯過程進行助聽器個

人化調整 
洪峻翎、張弘岳 

11:06-11:18 E7-016 
使用3D卷積神經網絡分析支氣管內視鏡超音波

影像以判別肺部周邊病灶良惡性 
陳敬文、林敬凱、鄭雲謙 

11:18-11:30 E7-017 輪椅下肢復健助行裝置 
陳佳萬、陳嘉偉、周繡玲、

陳一順 
 
報告場次：E6-4 日期：12/3 
主持人：李維楨 教授 地點：理工一館 A1-420 教室 

時間 論文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0:30-10:42 E6-010 
高精度無光罩微影技術之對位系統的開發與

應用 
苗庭瑄、李永春 

10:42-10:54 E6-011 無光罩微影技術之鏡頭檢測 施翰昆、李永春 

10:54-11:06 E10-001 
Fabry-Perot 位移量測干涉儀受環境干擾之影

響 
張中平、王永成、吳宗昱、

游育誠、張軒誠 
11:06-11:18 E10-003 基於平面標記的單視覺追蹤系統開發 賴虓翰、楊善荏、方晶晶 

11:18-11:30 E10-006 
AIoT 結合 GUI 介面應用於自動化射出件瑕疵

判斷之開發 
曹育齊、陳聖涵、徐澤志、

柯坤呈 

11:30-11:42 E10-008 
結構光三維量測系統之九步相位移條紋投影

分析 
巫宇峰、王瑞鋒、葉彥良、

謝明珠 

11:42-11:54 E10-009 
實現光線垂直投射目標平面的 LED 單自由曲

面透鏡設計 
王瑞鋒、巫宇峰、葉彥良、

謝明珠 
11:54-12:06 E11-001 簡易型網路入侵檢測系統之開發 施宇晟、李維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