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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系所特色︰本系配合國家產業發展需要，以培育機械節能系統人才為目的。在教學上理論與實務並重，
以期培育出具有深厚基礎並能實際應用的工程人才，來發展節能技術應用於精密機械設計
與製造以及能源系統。 

產業鏈結︰ 3C電子、面板、金屬製品、運輸工具、精密機械、能源機械、工具機、半導體製程、IC封
裝測試、成形加工。 

就業職場︰本系學生畢業後有寬廣的職業生涯，可以在既有的機械產業(工具機、製程生產線、車 輛
工業)、需要機械的產業(幾乎各行業均需要)、以及能源產業(水力、火力、核能)下，更能
跨及發展中的綠色能源產業(太陽光電、節能科技、生質燃料、氫與燃料電池、電動車、風
力發電、未來的潮汐發電等)。 

光學元件製程分析 

CFD熱流分析 

金屬雙極板質子 
交換模燃料電池 

半導體製程Low-k
介電材料應力分析 

引擎動力計設備 

二維雷射編碼器 

精密微奈米元件製造製程之奈
米壓印複製成型系統開發研製 

電動輪椅車之自動追人控制系統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系所名稱：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姓名：林肇民 教授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塑膠光學元件射出壓縮成型之製程模擬分析、參數優化設
計與光學性能評估。主要是針對射出壓縮成型製程
(Injection Compression Molding, ICM) 加工後所生產光學元
件的品質提出改善策略，使用田口法結合灰關聯分析進行
最佳化的加工參數設計。分析方法是使用專業套裝軟體為
工具進行ICM的模流分析(Mold Flow)技術結合田口法與灰
關聯分析達到精密塑膠光學元件的多目標品質要求最佳化
設計目的。 
具體產業應用： 
可以建構應用模流分析技術來改善射出壓縮製程之光學元
件性能品質問題，並利用田口實驗規劃法結合灰關聯分析
理論，來進行射出壓縮製程的各項加工參數對於氣泡、縫
合線、光學幾何精度、殘留應力、雙折射及產生條紋級數
問題等多目標品質的探討，以期對於傳統射出壓縮製程於
光學元件的缺失及產品不良可以有新的解決方案，並以標
準化的方式提供分析流程，希望能以此穩健的分析模型協
助國內產業開發高品質的塑膠光學元件。 

光學元件射出壓縮成型的製程原理 製程加工參數優化後的產品特性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系所名稱：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姓名：丁慶華教授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身體老化常造成下肢退化而致行動變緩甚或不良於行，
電動行動輔具成為首選。 

 尚具走動能力者如離車走動必需再走回到原停車位置，
此舉會降低離車走動的意願。 

 本電動輪椅車能亦趨亦步追隨人移動並避免碰撞，使用
者不須走回頭路。 

 採用4只低成本超音波測距來估算目標物座標，spline函
數預估目標移動路徑。 

 系統採用Arduino實現，與既有輪椅車控制器並聯運作。 
 

具體產業應用 ： 
 電動輪椅車與電動代步車具備自動跟人行進功能。 
 演算法可以作為車輛行進軌跡維持與追蹤之核心。 

電動輪椅車之自動追人控制系統，超音波

感測器檢測人的相對位置， 採用Spline函

數預測人的行走路徑(循線軌跡偵測) ， 以

達到跟隨與排除障礙的功能。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系所名稱：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姓名：陳榮洪教授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替代燃料之引擎應用、熱流節能、太陽能車及節能車研
發、再生能源應用、液滴之產生及應用科技。 
 
具體產業應用： 
本實驗室致力於替代燃料之引擎應用、、液滴之產生及
應用科技熱流節能研究及節能車研發，每年均獲國科會
研究計畫補助，已發表SCI論文30篇以上，專利超過10
件。 
本實驗室可從事合作之產業為:節能車輛產業、替代燃
料之引擎應用產業、油電混合動力系統研發產業及再生
能源應用產業。熱流節能研究及節能車國內外相關比賽
得獎累積已超過100 個以上獎項 
 
本實驗室目前研究方向： 
分析燃料之點火燃燒和熱釋放特性研究氫化再生柴油製
程和設計內燃機引擎性能與廢氣排放 

引擎動力計設備 
引擎動力計實驗設備包括引擎系統、冷卻水恆溫控制系
統、馬力試驗機系統、AVL 燃燒分析儀系統等四大部分 

 
 

 

 

混合系統動力性能測試平台 定容燃燒室整體設備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系所名稱：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姓名：張烔堡  教授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熱流能源、車輛工程、冷凍空調、熱交換器設計、數值分
析、奈米流體熱增強、CFD熱流系統分析、機械系統設計 
 
具體產業應用： 
本實驗室致力於冷凍空調暨熱流量測與分析研究，每年均
獲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迄今已發表SCI及EI論文70篇以上，
專利超過10件。 
本實驗室可從事合作之產業為: 散熱元件及系統產業、冷凍
及空調系統與零組件產業、有熱流場分析模擬及實驗需求
之產業、車輛零組件產業、高效率散熱需求產業。 
 
本實驗室目前研究方向： 
電動車空調及熱整合系統設計、室內空氣品質提升技術、
高效率散熱技術、熱流場CFD分析及實驗規劃、冷凍空調設
計、電子元件及系統散熱分析。 

 CFD熱流分析軟體  

Fluent 為一功能強大之泛用型計算流體力學軟體，
以非結構化網格生成技術和有限體積方法來研究工
業領域中複雜流動的流體分析套裝軟體，能夠對絕
大部分典型物理現象進行建模分析，可應用到工業
製造、化學反應、汽車動力、結構優化設計等其他

許多領域的流體分析。 

 

 

 

 

AM-101熱指數計 

用於對環境中人員舒適
性進行測試，以評價其
作業環境的危害性，在
界定溫度、濕度、風速
範圍內測定PMV-PPD值，
為製定合理的降溫技術
規範提供試驗數據的技
術支撐；同時也可對井
下高溫熱害區域中的人
員進行舒適性測定，為
礦井熱害治理方案的製
定提供有力基礎數據。 

 

空氣品質偵測儀 

提供各種空氣中的
資訊如溫度、濕度、
二氧化碳濃度…等，
能掌握室內空氣的
狀況，即時做出改
善，打造良好的室

內環境。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系所名稱：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姓名：翁永進 教授 開發研製系統設備與微元件成形性研究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精密設備設計、精微塑膠成型技術、工具機設備、精密成
形加工(含微機電製程)、Roll to Roll製程精密設備設計研發 
、平面顯示器軟性電子元件技術開發。 
 

具體產業應用： 

研究團隊以微熱壓成型、低溫轉印成型、UV光固化成型、
多層結構轉印、大面積結構複製與滾輪轉印製程開發、模
具複製翻印、模具表面改質等課題，針對微系統元件，包
含LCD背光模組元件、手機相機鏡頭之微鏡組、微透鏡陣
列元件、繞射光學元件、有機薄膜微結構元件等設計製作
與開發研究。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雷射干涉儀、精密定位、幾何誤差減免技術、編碼器
技術、影像處理、外差訊號處理。 
(2017-2022年，共計6件研究型計畫，總經費535萬元
整) 
 
具體產業應用： 
光電及半導體產業、精密機械產業。 
(2018-2022年，共計5件產學合作計畫，總經費280萬
元整) 
 
 

系所名稱：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姓名：張中平 助理教授 

二維精密定位系統 

幾何誤差減免技術 二維雷射編碼器 

外差電路模組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系所名稱：機械與能源系 

教授姓名：陳震宇 副教授教授 

大功率質子交換模燃料電池堆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成果： 
1. 研發前瞻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金屬雙極板，可使燃料

電池重量與製造成本大幅降低。 
2. 研發高功率氣冷式電池堆，輸出功率為全台氣冷式電

池堆最高紀錄。 
3. 開發燃料電池系統關鍵週邊零組件，研發台灣第一套

大功率燃料電池商用平狀式增濕器，並技轉予廠商。 
4. 開發綠氫產氫系統，搭配燃料電池技術建立零碳排之

發電系統。 
 
具體產業應用： 
1. 定置型氫能發電系統(家用、工業用、備用電源等) 。 
2. 移動式氫能發電系統(車用、無人機等產業應用) 。 
3. 綠氫產氫系統與綠氫發電系統(半導體、工業用綠氫) 。 
4. 再生能源電力調節儲能系統。 金屬雙極板質子交換模燃料電池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系所名稱：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姓名：趙永清 助理教授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本實驗室以微觀力學與材料科學為核心知識，結合結構
分析設計與精密智慧製造，主要研究包含︰ 
1.尖端半導體結構與製程之應力與電磁效應 
探討應力所導致之材料與介面損壞，導致之元件失效 分
析，並且進行結構設計、材料設計與製程設計，提供有
效之因應對策。 
2.生物力學與車輛安全性研究 
探討以人為中心之各項生物力學與安全題目，如人體膝
蓋關節組織與力學分析、車輛安全分析、安全帽之防護
與頸椎損傷分析。 
 
具體產業應用： 
半導體產業、關鍵材料產業、生物醫療產業、智慧機械
產業、汽機車業。 
 

COG/COF Image Sensor 

Human Knee Analysis Helmet Evaluation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系所名稱：機械與能源系 

教授姓名：翁精鋒 助理教授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1. 自動化檢測技術。 
2. 影像自動化對焦演算法開發。 
3. 三維立體影像重建技術 
4. 影像缺陷檢測技術。 
5. 影像AI技術與應用。 
6. 光學干涉術與應用。 
7. 被動光學元件開發。 
 
具體產業應用： 
缺陷檢測機台開發與自動化生產線開發(涵蓋半導體
產業、面板產業、光電產業、光通訊產業、微機電
產業)。 

Getting 2D images Re-building 3D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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