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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大 匹茲堡發明展奪3金2銀

南台科技大學在今年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中，與20個國家代表同場較勁，抱回3金2銀，表現亮麗。

「人性化多點觸控螢幕功能之投影機」金牌獎作品，由南台科大電機系老師許毅然研究團隊所研發。產品以一般的雷射筆光點作為
簡報的指引，以及兼做滑鼠功能的使用。此系列研究技術已獲得2008與2010年德國紐倫堡金牌獎，2011年瑞士日內瓦金牌獎與
2008、2009年旺宏金矽獎，及2009年龍騰微笑第2名等殊榮。

同獲金牌獎的「智慧型可攜式身高計」作品，同是許毅然研究團隊所研發，產品為一種可攜式、可自我測量的身高計，系統採用
3軸加速計，當使用者轉動身高計時，可以隨時測量身高計的傾斜角，進而自動測量出身高值，身高計具輕薄短小、收納容易與自
我量測的特點。

另外，「數位式電纜連接辨識儀」金牌獎作品，由電機系老師魏兆煌研究團隊所研發，此發明提供新的電纜導線檢驗與標誌方式
，具有可單人操作、可同時快速檢查數條成束的電線、可檢查斷線與短路狀況、不需使用共通線、低廉造價與使用簡易判讀等優點
。（莊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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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 生活新聞 中國時報 2012-07-16

作者: 林志成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500,000

科學競賽 虎尾科大技壓台成交 旺宏金矽獎 虎尾科大「無限可能隊」以「智慧型仿生
機器蛇」奪3大獎 抱走63萬元獎金 創單一隊伍獲獎數最高紀錄

技職院校學生也能在頂尖科學競賽「技壓」研究型大學！第十二屆旺宏金矽獎昨日舉行頒獎典禮，虎尾科技大學「無限可能隊」以
「智慧型仿生機器蛇」囊括鑽石大賞、新手獎及最佳創意獎，超越台、成、交等頂尖大學，更創金矽獎開辦以來，單一隊伍獲獎數
最高紀錄。

旺宏金矽獎單一獎項最高獎金四十萬元，總獎金三七○萬元，是國內同類型競賽獎金最高，每年吸引各大專院校菁英學生角逐。今
年共有全國四十二所大專院、二二四支隊伍參賽，台大、成大、交大等名校生也有得獎，但最大贏家是技職體系的虎尾科大「無限
可能隊」。

該隊由電子工程系學生施元舜、陳鴻仁及蘭硯琳人組成，此次共獲應用組鑽石大賞（獎金四十萬元）、新手獎（大學部學生角逐
，獎金二十萬元）及最佳創意獎（獎金三萬元），抱走六十三萬元獎金。指導老師、虎尾科大電子工程系教授王榮爵因「教導有方
」獲廿萬元獎金。

「無限可能隊」以「智慧型仿生機器蛇」大放異彩。隊長施元舜說，他們看了非常多蛇類爬行的影片，才設計出兼具探索和偵查功
能的機器蛇，身型細長適合在險惡或特殊地形行走。

施元舜說，機器蛇除了能在平地行走，還能爬樹、爬樓梯，頭部加裝無線攝影機，能將看到的畫面即時傳回電腦，讓操作人員瞭解
機器蛇行經之處的環境與路況，可用在救災、下水道探測、核能廠偵測、特殊地形探索及軍事偵察等用途。

蘭硯琳是「無限可能隊」唯一女生。她說班上五十三位同學僅有四女生，她對電機有興趣，過去一年來跟兩位男同學投入研究，能
得到大獎「一切努力都值得」。三名隊員決定，部分獎金捐做學校實驗室經費，剩下的獎金要怎麼用，「還要再想想！」

The copyright of this content is owned by the relevant media organization / copyright owne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content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content is sourced from Wisers'
electronic services.
本內容之版權由相關傳媒機構 / 版權持有人擁有。除非獲得明確授權，否則嚴禁複製、改編、分發或發布本內容。版權持有人保留一切權利。 本內容經慧科的電子服務提
供。
Print out of Wisenews 慧科電子資訊服務列印本

字數統計: 653



A5 | 生活新聞 中國時報 2012-07-16

作者: 林志成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500,000

圖片頁數: 1/1

The copyright of this content is owned by the relevant media organization / copyright owne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content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content is sourced from Wisers'
electronic services.
本內容之版權由相關傳媒機構 / 版權持有人擁有。除非獲得明確授權，否則嚴禁複製、改編、分發或發布本內容。版權持有人保留一切權利。 本內容經慧科的電子服務提
供。
Print out of Wisenews 慧科電子資訊服務列印本

字數統計: 653



A12 | 教育新聞 自由時報 2012-07-16

作者: 胡清暉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699,706

打敗台大 虎尾科大機器蛇奪三大獎

〔記者胡清暉╱台北報導〕「技職教育應該要務實致用！」虎尾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學生施元舜、蘭硯琳、陳鴻仁設計的「智慧型
仿生機器蛇」，可用於救災、下水道及核能廠偵測，還可以爬樹、爬樓梯，擊敗台大、成大、台科大等頂尖大學學生的作品，囊括
旺宏金矽獎新人獎、應用組鑽石大賞、最佳創意等三大獎，三人加指導教授共獲得八十三萬元獎金。

已舉辦十二年的旺宏金矽獎，總獎金高達三百七十萬元，被視為國內電機、電子相關科系重要的年度賽事。今年有四十二所大學、
二百二十四支隊伍參賽，昨天舉行頒獎典禮。應用組最大贏家是虎尾科大，設計組則由交大研究生洪紹峰的「內建自我測試之三角
積分式類比數位轉換器」奪得鑽石大賞。

虎尾科大學生打造的機器蛇，爬行時就像蛇，沒有腳卻可利用身體蠕動的方式自由滑行。隊長施元舜表示，九二一地震造成死傷慘
重，災後花了很多時間在尋找傷者，如果能在救災探查上更快速進行偵測，就可以救出更多人，因此，他們將蛇的形體結合機器人
功能，希望應用在救災、軍事用途。

施元舜說，他們事先搜尋網路資料和相關影片，花了一年多時間，設計長約一•五公尺、直徑四公分的機器蛇，適合在困難或特殊
地形中爬行，同時，頭部加裝無線攝影機、溫度及距離感測器，可適時傳回畫面或生命跡象。另一位成員蘭硯琳說，機器蛇還會爬
樹、爬樓梯或鑽進特殊地形，研發過程最困難就是爬樹，蛇身夾太緊會斷掉，夾不緊則會從高處掉落，測試無數次，終於讓機器蛇
完成攀爬。

虎尾科大的機器蛇打敗很多頂大的學生作品，校長林振德興奮地說，學生的優異表現激勵了技職教育的發展。教育部長蔣偉寧認為
，技職應重視務實致用，高教則傾向學術化，既然從高中職就開始分流，到了大學「沒有再合流的道理」。他強調，教育部規劃典
範科大計畫，為技職爭取每年新台幣二十億元經費，就是希望讓技職看到目標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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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要聞 | 短訊 台灣新生報 2012-07-16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100,000

機器蛇偵查先機虎科大奪3獎

【中央社台北十五日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研發機器蛇，體積細長，還能爬樹、爬樓梯，偵測生命跡象、拍攝影像，創新設計擊敗
台大、成大、交大等校，一舉抱走旺宏金矽獎三大獎項。

二○一二旺宏金矽獎今天下午舉行頒獎典禮，今年共有二二四支隊伍參賽，總獎金高達新台幣三百七十萬元。

虎尾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應屆畢業生施元舜、蘭硯琳和陳鴻仁，以「智慧型仿生機器蛇」囊括鑽石大賞、最佳創意獎和新手獎，一
舉抱走六十三萬元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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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 北市綜合新聞 聯合報 2012-07-16

作者: 劉盈慧蔡永彬╱台北報導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600,000

第12屆旺宏金矽獎 機器蛇會爬樹 虎尾科大奪3獎

雲林虎尾科技大學的「智慧型仿生機器蛇」，打敗台大、交大等名校，昨天勇奪第12屆旺宏金矽獎的應用組鑽石大賞、新手獎、最
佳創意獎，抱走獎金83萬元。虎尾科大校長說：「很光榮」。

虎尾科大電子工程系施元舜、蘭硯琳、陳鴻仁3名大學生打造「智慧型仿生機器蛇」，仿傚真蛇能在任何地形中隨意行動，爬樹、
走樓梯。

蛇頭內裝設攝影機與感測器，能將影像即時回傳、並偵測環境溫度、距離；未來可望應用在軍警、救災，讓機器蛇代替人類，執行
危險的探測任務。

機器蛇長約150公分，含頭尾共12節，重量約3公斤，材料成本約8萬元，花了1年多的時間研發。施元舜說，當初會以蛇為造型發想
，是因蛇的身體細長、移動時不需靠腳，與現今主流的雙腳機器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也說，為了解蛇的移動情況，也看過室友的
寵物蛇怎麼爬行。

指導教授、虎尾科大電子工程系副教授王榮爵說，透過軟、硬體的不斷調整，才有辦法讓機器蛇靈活移動。談到作品中最困難的地
方，施元舜說，爬樹是最難的，失敗十多次，要不斷調整馬達角度。

設計組則由交通大學洪紹峰的「內建自我測試之三角積分式類比數位轉換器」，奪得鑽石大賞與獎金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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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 上市櫃公司１ 經濟日報(臺灣) 2012-07-16

作者: 簡永祥何易霖╱台北報導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300,000

旺宏 本季力拚轉盈

旺宏（2337）主力客戶任天堂本月底將推出3DS加大版，加上主新款遊戲機Wii U預定第4季搶市，為旺宏營收加大馬力。法人預估
，旺宏本季有機會轉虧為盈，填息之路可期。

旺宏上周除權息，每股配發0.3798元現金股息及0.3798元股票股利，但受到台積電等科技股除權息後均呈現貼息影響，旺宏除權息
行情也失靈，外資上周賣超逾1.7萬張。

旺宏結算第2季營收58億元，季成長14%，因12吋折舊仍高，且12吋廠投片成本仍高，預料仍虧損。

法人表示，旺宏主力客戶任天堂掌上型遊戲機3DS在美國熱銷，任天堂決定打鐵趁熱，本季推出加大版3DS XL，並推出多款新遊戲
搶市，加上Wii後續機款Wii U預定年底上市，搶食耶誕節商機，估計旺宏唯讀記憶體（ROM）第3季出貨可較上季大增五成以上。

此外，旺宏也積極擴大快閃記憶體（Flash）在汽車電子等應用，並與IBM和海力士等合作開發相變化記憶體（PCM），希望提高
12吋廠產能利用率，預估本季有機會轉虧為盈。

旺宏董事長吳敏求昨（15）日出席旺宏金矽獎頒獎典禮時，對於上季財報及法人本季預估堅不透露，他只強調會在7月27日的法說
會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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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文教 台灣時報 2012-07-18

作者: 蔡慶朝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140,000

虎科大　創意科技競賽風光

　〔記者蔡慶朝雲林報導〕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王榮爵，指導學生施元舜、蘭硯琳、陳鴻仁等人，組成的研發團隊
，以歷時一年多研發而成的「智慧型仿生機器蛇」作品，參加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旺宏教育基金會，聯合舉辦「第十
二屆旺宏金矽獎-半導體設計及應用大賽」時，即因設計極具巧思、創新，以致在一場群雄並起的激烈競爭之聲中，一舉榮獲「應
用組鑽石大賞」、「新手獎」，以及「最佳創意」等三大獎，並獲得頒發獎金新台幣八十三萬元的殊榮（創單一學校獲獎金額最多
），他們師生研發團隊研發有成，「為校爭光」的傑出表現，昨天上午，即獲得校長林振德，親自召見、嘉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主任祕書朱存權指出，這項「全國級」創意科技獎項競賽，今年四月間，揭開預賽序幕時，計有全國大專院校
四十二所、二百二十四組報名角逐，該校電子工程系副教授王榮爵，指導學生施元舜、蘭硯琳、陳鴻仁等人，組成的研發團隊，他
們歷經一年多研發而成的「智慧型仿生機器蛇」，在參加應用組競賽時，除了在群雄並起的初賽中，「脫穎而出」之外，在進入今
年六月間，舉辦的「八強」決賽之際，更因深獲大會評審委員所肯定，因此，在分別擊敗台大、成大、交大等校研發團隊，即一舉
奪得「應用組鑽石大賞」、「新手獎」，以及「最佳創意」等三大獎，以致令人刮目相待。

    朱存權表示，該校電子工程系，師生研發的「智慧型仿生機器蛇」作品，在參加上述獎項競賽時，會一舉獲得三大獎項的主要
原因，在於透過馬達和團隊自製的套件，在蛇頭裝設攝影機、溫度感測器、距離感測器等儀器，讓機器蛇，可用在救災、下水道、
特殊地形等進行偵測，並適時傳回畫面，即因體積細長（重約三公斤、長一百五十公分、總共十二節），還能爬樹、爬樓梯，偵測
生命跡象、拍攝影像，十足展現科技創新設計的特色，他們「為校爭光」的傑出表現，昨天上午，當獲頒鉅額獎金的殊榮，，傳抵
該校校園，包括校長林振德，副校長洪政豪、陳大正、張信良，研發長方昭訓，以及電子工程系主任沈自等人聞訊，個個都深表興
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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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蔡慶朝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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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 產學合作 工商時報 2012-07-19

作者: 葉圳轍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300,000

崑山科大 獲旺宏金矽獎優勝

崑山科大由電機系教授陳添智帶領研究所學生陳帆、黃昭立，所研發之「具有電能回收煞車功能之電動載具驅動之IC」，參加今年
旺宏金矽獎競賽，在42所大學224組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應用組優勝獎，表現亮眼。

「旺宏金矽獎」由旺宏電子與旺宏教育基金會聯合主辦，主要在鼓勵大學院校學生於半導體領域的研發創作和實作經驗，今年邁入
第12屆，依作品性質分設計組與應用組；崑山科大學生所研發之「具有電能回收煞車功能之電動載具驅動之IC」在競賽中脫穎而出
，獲得應用組優勝獎殊榮。

崑山科大獲獎指導教授陳添智表示，「具有電能回收煞車功能之電動載具驅動之IC」，乃利用無刷直流馬達驅動電路本身架構，不
添加額外元件，設計煞車控制方法，達到無刷直流馬達再生式煞車功能，可運用在電動車上，增加續航力。

參與同學陳帆表示，研發該作品花費將近一年，除了吃飯、睡覺，其它的時間都在研究室裡，經常早出晚歸非常疲累；但他仍感激
地說，「全靠同學的支持、學長們的加油打氣，終於熬過來了」。家住金門的陳帆，只有過年才返家團圓，得知獲獎後第一時間就
透過電話報喜，讓家人一同感受此份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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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4 | 教育 | 虎尾科大研發 聯合報 2012-07-19

作者: 姜宜菁╱雲林縣報導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600,000

仿生機器蛇 會爬水管擅偵查

雲林縣虎尾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王榮爵和學生施元舜、蘭硯琳、陳鴻仁等人，經一年多研究，研發出「智慧型仿生機器蛇」
，蛇身搭載多種感應裝置，兼具隱蔽和實用性，在今年第12屆旺宏金矽獎拿下3大獎，已有多家廠商洽詢。

施元舜表示，智慧型機器的誕生，是為代替人來從事危險工作，因此研發出具隱蔽性又仿生的機器蛇，可在任何地形隨意行動，攀
爬水管、樹木等都難不倒它，相當適合偵查等工作。

重3公斤的機器蛇擁有10個關節，全長1.5公尺，採鋰電池供電，造價約8萬元，工作時間可達2小時，操作人員可站在30公尺外用遙
控器控制行動偵測。

研究團隊嘗試過多種機械，並觀看動物頻道了解蛇的行進模式，每天待在研究室的時間長達14小時，某次實驗不小心嚇到專心講電
話的工友，讓他們抱歉之餘也難掩興奮，因為這證明機器蛇宛如真蛇一樣，移動時靜悄悄，就只差沒有防水功能。

虎尾科大師生以「智慧型仿生機器蛇」，拿下今年第12屆旺宏金矽獎的應用組鑽石大賞、新手獎及最佳創意等3項大獎；王榮爵說
，機器蛇頭部加裝無線攝影機、溫度和距離感測器等設備，能及時將所看的畫面傳回電腦，讓操作人員能了解現場的環境並做評估
，已有多家廠商詢問客製化的可能性。

圖片頁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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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a | 南部綜合 中華日報(臺灣) 2012-07-19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90,000

虎科大機器蛇 奪旺宏金矽獎 副教授王榮爵師生設計 無線遙控能仿真蛇爬樓梯、水管

　記者王明╱虎尾報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王榮爵指導學生施元舜、蘭硯琳、陳鴻仁三人，共同設計一款能仿照真蛇爬行於樓梯、水管
、樹木的「智慧型仿生機器蛇」，透過無線遙控可以讓機器蛇任意爬行移動，並搭載多種感應裝置，能偵測所需的各種環境資訊
，其外型細長小巧具隱蔽性，未來可望應用在震災、核災，甚至軍事偵察。

　這款智慧型機器蛇在今年旺宏金矽獎獲得業界、學界評審青睞，其研發團隊在二二四支隊伍中脫穎而出，獲應用組鑽石大賞、新
手獎及最佳創意獎等三項大獎，副教授王榮爵獲頒最佳指導教授獎。參賽師生團隊表示機器蛇投入近一年時間研發，休假期間更密
集測試、修改，作品獲三大獎項肯定，團隊聞訊又驚又喜。參賽的三名學生，施元舜、陳鴻仁二人決定直升該校電子工程研究所
，繼續深造，而蘭硯琳（女）則選擇提早就業，已前往某知名電子公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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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D | 台南都會焦點 自由時報 2012-07-19

作者: 林孟婷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699,706

崑山奪優勝

為鼓勵大學生在半導體領域的創意研發，旺宏電子及財團法人旺宏教育基金會所舉辦「旺宏金矽獎」鼓勵相關科系師生大展長才
，崑山科技大學電機系師生研發「具有電能回收煞車功能之電動載具驅動之IC」設計，在42所大學、224組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應
用組優勝獎；該項作品由崑山科技大學電機系指導教授陳添智、研究所學生陳帆、黃昭立所研發而成。　

（圖︰記者林孟婷翻攝/文︰記者林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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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F | 雲林焦點 自由時報 2012-07-19

作者: 林國賢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699,706

虎尾科大機器蛇 載譽歸校

虎尾科技大學昨天展示拿下今年旺宏金矽獎應用組鑽石大賞、新手獎及最佳創意獎等三項大獎的「智慧型仿生機器蛇」，在眾多學
生圍觀下，智慧型仿生機器蛇爬行於樓梯、水管、樹木等，通過關關考驗，所有人報以熱烈掌聲。校方表示，透過無線遙控，讓機
器蛇任意爬行移動，並搭載多種感應裝置，能偵測所需的各種環境資訊，外型細長小巧具隱蔽性，未來可望應用在震災、核災，甚
至軍事偵察。

（圖文：記者林國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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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文教 台灣時報 2012-07-19

作者: 蔡慶朝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140,000

虎科大機器蛇　偵測爬爬走

〔記者蔡慶朝虎尾報導〕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昨天上午十時，為該校電子工程系副教授王榮爵，指導學生施元舜、蘭硯琳、陳鴻仁
研發團隊，研發的智慧型仿生機器蛇作品，參加「第十二屆旺宏金矽獎-半導體設計及應用大賽」，一舉奪得「應用組鑽石大賞」
、「新手獎」，以及「最佳創意」等三大獎項，在第三期教學大樓一樓廣場，舉辦實作演練，對該一極具巧思、創新的機器蛇作品
，能夠爬樓梯、爬樹進行偵測，深令到場參觀的師生，個個都「大開眼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主任祕書朱存權指出
，這項校園創新科技作品實作演練，由該校校長林振德親自主持，因參加旺宏矽品獎競賽，總共一舉獲得新台幣八十三萬元獎金頒
發的該校電子工程系副教授王榮爵，特率領指導學生施元舜、蘭硯琳、陳鴻仁，攜帶本月十五日，剛獲獎的「智慧型仿生機器蛇作
品」，到場做能夠爬樓梯、爬樹進行偵測的實作表演，新科技神奇產品的研發，令到場參觀的師生與地方上的人士，都一致地嘖嘖
稱奇。                                   虎尾科技大學校長林振德博士表示，該校師生，致力新科技創意產品研發，此次參
加第十二屆旺宏矽品獎競賽，除了電子工程系副教授王榮爵，指導學生施元舜、蘭硯琳、陳鴻仁研發團隊，一舉獲得「三大」獎項
之外，由於該校資訊工程系教授許永和，以及電機工程系教授張盛富、蘇暉凱、張嘉展、蔡作敏等人，他們指導學生團隊，研發的
創意作品，也都表現十分傑出，以致分別獲得優勝獎的獎項，師生獲獎連連的傳出，堪說是該校校園科技研發「無限發展」的共同
傑作。

圖片頁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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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 投資學堂 聯合晚報(臺灣) 2012-07-22

作者: 徐睦鈞/台北報導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200,000

第12屆旺宏金矽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揭曉 虎尾科大、交大勇奪鑽石大賞

由旺宏教育基金會舉辦的第十二屆「旺宏金矽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昨舉行頒獎典禮，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李遠哲、教育部長
蔣偉寧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委牟中原皆應邀到場致詞並頒發獎項。今年大贏家由以救災理念為主題的「智慧型仿生機器蛇
」設計，成功抱走應用組鑽石大賞、新手獎及最佳創意3個獎項，獲得獎金新台幣83萬元；設計組則是由交通大學洪紹峰同學設計
的「內建自我測試之三角積分式類比數位轉換器」奪得鑽石大賞。

旺宏金矽獎今年舉辦第12年，累計2088支隊伍參賽，投入競賽的師生超過7947人次，頒發的獎學金累計逾新台幣3570萬元，成為國
內電子電機相關系所學生視為是畢業前評鑑實力最重要的一場競賽。

第12屆旺宏金矽獎吸引全台共224支隊伍報名競逐，參賽作品極具巧思，像是能夠自動測量車距、保持安全的雷達系統; 展現對弱
勢族群關懷、專為盲胞設計的「音樂配對遊戲機」及以綠能為議題的作品「建築整合型太陽能系統之智慧玻璃帷幕」等設計，都令
人耳目一新。今年應用組參賽大學生隊伍獲獎比例也創下新高，應用組7項大獎中就有5支隊伍是由大學生所組成，顯示大學生的創
意無限。

金屬外殼但卻擁有的柔軟的身軀！由虎尾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學生親手打造的「智慧型仿生機械蛇」，爬行時就像真正的蛇，沒有
腳卻可以利用身體蠕動的方式自由滑行，可應用於救災探測、水管下水道探測、核能廠偵測、特殊地形探索甚至是軍事用途，獲得
評審青睞，拿下應用組冠軍寶座。

頒獎人李遠哲表示，近年來人口暴增，資源消耗太多，天氣、環境都在變化，未來三、五十年內，極端氣候會越來越嚴重，人類將
很難在地球生存，也迫使人類經濟發展必需走向創新和知識密集的道路。

「比賽激勵同學們旺盛的研究企圖與拼勁」，教育部長蔣偉寧表示，很感謝旺宏提供一個好的舞台，讓台灣年輕學子可以盡情發揮
他們的創意，多年來金矽獎吸引近8000名師生參賽，受到金矽獎的刺激，也讓學生們在創意的發展上有很不錯的作為。未來更希望
能提供新的平台，將創意進一步商業化，產生更多價值。

旺宏董事長吳敏求表示，近年來韓國電子產業崛起，台灣的因應對策就是回歸基本面，研發工作要「看得遠、做得扎實」，回歸基
本材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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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 投資學堂 聯合晚報(臺灣) 2012-07-22

作者: 徐睦鈞/台北報導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200,000

圖片頁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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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X | 產學合作 | 國泰綜合證券 經濟日報(臺灣) 2012-08-08

作者: 雲林訊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300,000

以智慧型仿生機器蛇抱走83萬獎金 虎尾科大 旺宏金矽獎大贏家

虎尾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由副教授王榮爵指導的應屆畢業生施元舜、蘭硯琳和陳鴻仁組成的「無限可能隊」，以「智慧型仿生機器
蛇」在第十二屆旺宏金矽獎中超越台、清、交等頂尖大學，囊括鑽石大賞、最佳創意獎和新手獎，一舉抱走83萬元獎金，創下金矽
獎開辦以來，單一隊伍獲獎數最高紀錄。

旺宏金矽獎今年提供總獎金370萬元，共吸引全國42所大專院校、224支菁英學隊伍參賽，單一獎項最高獎金40萬元，是國內同類型
競賽獎金最高，在各大名校生得獎中，最大贏家卻是技職體系的虎尾科大「無限可能隊」，此次共獲應用組鑽石大賞（獎金40萬元
）、新手獎（大學部學生角逐，獎金20萬元）及最佳創意獎（獎金3萬元），抱走63萬元獎金。其中擔任指導老師的虎尾科大電子
工程系教授王榮爵因「教導有方」亦獲得20萬元獎金。

虎尾科大的無限可能隊隊長施元舜表示，機器蛇長約150公分，含頭尾共12節，重量約3公斤，材料成本約8萬元，花了1年多的時間
研發當初會以蛇為造型發想，是因蛇的身體細長、移動時不需靠腳，與現今主流的雙腳機器人，有很大的不同。

施元舜說，他們看了非常多蛇類爬行的影片，才設計出兼具探索和偵查功能的機器蛇，身型細長適合在險惡或特殊地形行走，除了
能在平地行走，還能爬樹、爬樓梯，頭部加裝無線攝影機與感測器，能將影像即時回傳、並偵測環境溫度、距離，能將看到的畫面
即時傳回電腦，讓操作人員可站在30公尺外用遙控器控制行動偵測，代替人類，執行危險的探測任務。

虎尾科大校長林振德說：「很光榮」，目前已有多家廠商詢問客製化的可能性。虎尾科大電話（05）631-5000，網址
：www.nfu.edu.tw。（陳渲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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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b | 桃竹苗新聞 中國時報 2012-08-16

作者: 李坤建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500,000

旺宏金矽獎 交大最大贏家

日前由旺宏電子舉辦的第十二屆旺宏金矽獎，交通大學在全國四十二所大學、二百多支隊伍激烈競爭中，共有六隊進入決賽，最後
總共奪下一鑽石、一銀及四銅，成為最大贏家。

交大表示，獲得最高榮譽的鑽石大賞獎，由電機所洪浩喬教授指導的博士生洪紹峰獲得，主題為「內建自我測試之三角積分式類比
數位轉換器」。銀獎由電控所蘇朝琴教授指導的何盈杰博士以「臨界電壓晶片資料傳輸」主題獲得。

洪紹峰同學表示，類比數位轉換器是3C產品等不可或缺的配備，類比數位轉換器的效能優劣，是直接影響產品整體解析度與效能的
重要關鍵。因此，對類比數位轉換器進行準確的測試是保障產品品質的基礎。作品設計了一個內建自我測試功能的三角積分式類比
數位轉換器，其有效位元數高達十五位元，效能媲美國際知名大廠的產品。

何盈杰說，低功率設計是電子產品發展環保綠能的方向之一，可延長電子產品充電周期及壽命，但如何在低電壓下維持操作速度和
能源效率，成為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共同課題。他以局部升壓的概念提出一系列全新的靴帶式技術，嘗試同時突破臨界區電路操作速
度慢、靜態漏電、製程飄移等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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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桃竹苗 真晨報 2012-08-16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135,000

交大參加旺宏金矽獎 表現亮眼　

【新竹報導】國立交通大學昨天表示，交大參加第12屆旺宏金矽獎，在進入決賽的10隊中占了6隊，奪下1鑽石、1銀、4銅，表現亮
眼。

　交大表示，獲最高榮譽鑽石大賞的隊伍，是電機研

究所副教授洪浩喬指導的博士生洪紹峰，主題是「內建

自我測試之三角積分式類比數位轉換器」。

　洪紹峰表示，類比數位轉換器是3C產品等不可或缺

的配備，而類比數位轉換器的效能優劣，是直接影響產

品整體解析度與效能的重要關鍵因素。因此，對類比數

位轉換器進行準確的測試是保障產品品質的基礎。

　洪紹峰說，他的作品設計了一個內建自我測試功能

的三角積分式類比數位轉換器，有效位元數(ENOB)高達

15位元，效能媲美國際知名大廠產品。

　他說，更重要的是，他將測試所需的電路和類比數

位轉換器整合在同一晶片中，使晶片在不需任何昂貴的

精密測試機台的情況下，即可進行高精準度的自我測試

，以即時反應待測類比數位轉換器的效能優劣，解決了

產業界中混合訊號晶片測試成本居高不下的問題。

圖片頁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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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M | 新竹焦點 自由時報 2012-08-16

作者: 蔡彰盛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699,706

地方大小事

●第十二屆旺宏金矽獎出爐，交通大學在42所學校、224隊的激烈競爭中，有6隊脫穎而出，取得設計組決賽資格（僅10隊入選
），並在決賽中奪下1鑽石、1銀、4銅佳績。其中鑽石大賞獎由電機所洪浩喬教授指導的博士生洪紹峰以「內建自我測試之三角積
分式類比數位轉換器」奪得，贏得評審的青睞。銀獎由電控所教授蘇朝琴指導博士生何盈杰以「臨界電壓晶片資料傳輸」主題獲得
。

●竹塹8月感恩月，由新竹市舊社國小的「母子親情」雕像打頭陣﹗這座由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捐贈，校長姜添旺設計監造、雕塑
家朱伯英所做的雕像，象徵母愛與飲水思源，市長許明財和議長謝文進、校長楊錫溱昨天為雕像揭幕，搭配校園生態蝴蝶池，要讓
舊社國小學生有如置身生態教室，並懂得感恩與飲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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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教育 人間福報 2012-08-16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200,000

設計精準自我測試 交大獲鑽石大賞

【本報新竹訊】國立交通大學參加第十二屆旺宏金矽獎，在進入決賽的十隊中占了六隊，奪下一鑽石、一銀、四銅的好成績。其中
獲最高榮譽鑽石大賞的隊伍，是電機研究所副教授洪浩喬指導的博士生洪紹峰，主題是「內建自我測試之三角積分式類比數位轉換
器」。

洪紹峰表示，類比數位轉換器是3C產品等不可或缺的配備，而類比數位轉換器的效能優劣，是直接影響產品整體解析度與效能的重
要關鍵因素。因此，對類比數位轉換器進行準確的測試，是保障產品品質的基礎。

洪紹峰說，他的作品設計了一個內建自我測試功能的三角積分式類比數位轉換器，有效位元數（ENOB）高達十五位元，效能媲美國
際知名大廠產品。他將測試所需的電路和類比數位轉換器整合在同一晶片中，不需任何昂貴的精密測試機台的情況下，即可進行高
精準度的自我測試，以即時反應待測類比數位轉換器的效能，解決產業界中混合訊號晶片測試成本居高不下的問題。

圖片頁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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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E | 雲嘉焦點 自由時報 2012-08-29

作者: 余雪蘭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699,706

地方事

嘉縣糕餅公會捐餅 關懷弱勢老人

嘉義：幫助華山．創世基金會照顧的弱勢老人募中秋關懷禮，嘉義縣糕餅公會拋磚引玉，捐出八百份月餅，並與嘉義女中幸福志工
隊共同策畫，在九月二日舉辦「老寶貝才藝秀暨中秋茶會」活動，約有兩百位老人將進行才藝競賽，昨天部分老人彩排暖身，華山
表示，目前關懷老人的中秋禮盒尚不足六十份，希望各界捐助，愛心專線：05-3806231。（記者余雪蘭）

斗南火車站後站拍板 明年發包

斗南：斗南鎮地方人士爭取四年的斗南火車站後站設置案，露出曙光，行政院秘書長陳士魁表示，後站興建明年三月完成工程發包
，另斗南市區舊有鐵路宿舍會一併進行開發規劃，以利地方整體發展。（記者林國賢）

低功率生醫晶片 即時掌握病況

民雄：中正大學電機工程所研究團隊所設計「應用於生醫裝置之低功率檢測與刺激晶片」，能即時掌握回報病患的生理狀況，降低
疾病發作機率，日前在旺宏金矽獎設計組中獲得評審團銅獎。（記者林宜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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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醫療健康 台灣時報 2012-08-29

作者: 吳玲瑜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140,000

低功率生醫晶片 即時偵測治療

 〔中央社嘉義訊〕中正大學開發出僅約1元硬幣大小的低功率晶片，可在人體發生異狀時，提供即時治療，獲得第12屆旺宏金矽獎
銅獎。

  名為「應用於生醫裝置之低功率檢測與刺激晶片」，是由中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教授李順裕與學生謝政翰、洪家華、梁明鈞組
成的團隊，以「簡單生活，安全人生」的概念設計。

  設計團隊指出，藉由晶片的微小化，除了方便病患隨身攜帶外，也能即時提供器官的刺激與檢測，隨時掌握並回報病患的生理狀
況，降低患病或疾病發作的機率。

  洪家華表示，以心臟疾病為例，有些病患到醫院檢查時，並無任何異狀，卻在登山、跑步等運動過程中感到身體不適，透過這個
晶片便能即時偵測並提供治療，緩和病狀。

  謝政翰表示，晶片系統分為無線傳輸、電源管理、數位控制電路、刺激與檢測電路等區塊，可經由人體表面5至10公分的近距離
無線傳輸，進行充電或依照病況控制刺激的參數大小與時間。

  他說，這款晶片也改良一般市售植入式心律調節器的電池設計，採用低功耗的雙電池，提供系統穩定的電源。

  洪家華指出，一般使用植入式醫療器材，約3到5年就必須動手術更換晶片或電池，團隊設計的晶片有自動判斷充電與供電機制
，使用年限可達27年。

圖片頁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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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 醫藥資訊 中華日報(臺灣) 2012-08-29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90,000

低功率晶片 即時檢測治療病情 中正大學研發 方便病患攜帶 提供器官刺激回報生理狀
況

　中央社╱嘉義28日電

　中正大學開發出僅約1元硬幣大小的低功率晶片，可在人體發生異狀時，提供即時治療，獲得第12屆旺宏金矽獎銅獎。

　名為「應用於生醫裝置之低功率檢測與刺激晶片」，是由中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教授李順裕與學生謝政翰、洪家華、梁明鈞組
成的團隊，以「簡單生活，安全人生」的概念設計。

　設計團隊指出，藉由晶片的微小化，除了方便病患隨身攜帶外，也能即時提供器官的刺激與檢測，隨時掌握並回報病患的生理狀
況，降低患病或疾病發作的機率。

　洪家華表示，以心臟疾病為例，有些病患到醫院檢查時，並無任何異狀，卻在登山、跑步等運動過程中感到身體不適，透過這個
晶片便能即時偵測並提供治療，緩和病狀。

　謝政翰表示，晶片系統分為無線傳輸、電源管理、數位控制電路、刺激與檢測電路等區塊，可經由人體表面5至10公分的近距離
無線傳輸，進行充電或依照病況控制刺激的參數大小與時間。

　他說，這款晶片也改良一般市售植入式心律調節器的電池設計，採用低功耗的雙電池，提供系統穩定的電源。

　洪家華指出，一般使用植入式醫療器材，約3到5年就必須動手術更換晶片或電池，團隊設計的晶片有自動判斷充電與供電機制
，使用年限可達27年。

圖片頁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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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H | 雲嘉．運動 | 低功率 好攜帶 聯合報 2012-08-29

作者: 謝恩得╱民雄報導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600,000

中正大發明 可供即時治療晶片

「科技要能幫助人簡單生活、安全人生」，中正大學電機團隊抱持這個理念，開發低功率檢測與刺激的生醫晶片，不僅能即時掌握
並回報病患的生理狀況，降低患病或疾病發作機率，更可應用於多種醫療電子產品。

這項微小化、低功耗與可充電的生醫晶片設計，日前也獲得第12屆旺宏金矽獎評審團銅獎。

「晶片微小化，病患就不會因配戴醫療產品，造成生活不便。」中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教授李順裕與學生謝政翰、洪家華、梁明
鈞設計的晶片，僅約1元硬幣大小，除了方便病患隨身攜帶，也能即時提供器官的刺激與檢測。

洪家華說，曾與醫生討論發現，有病患到醫院檢查時無任何異狀，反而容易在登山、跑步等運動時感到身體不適，這個晶片便能即
時偵測並提供治療、緩和病狀。

此外，該晶片採用低功耗的雙電池，一般植入式醫療器材，約3到5年必須手術更換晶片或電池，此晶片使用年限延長至27年，是一
般市售的4倍。

洪家華說，晶片目前僅做心電訊號檢測，未來只要針對不同部位的訊號在晶片介面上微調，就可應用檢測其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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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醫藥 人間福報 2012-08-29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200,000

低功率生醫晶片 提供即時治療

【本報嘉義訊】中正大學開發出僅約一元硬幣大小的低功率晶片，可在人體發生異狀時，提供即時治療，獲得第十二屆旺宏金矽獎
銅獎。

名為「應用於生醫裝置之低功率檢測與刺激晶片」，是由中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教授李順裕與學生謝政翰、洪家華、梁明鈞組成
的團隊，以「簡單生活，安全人生」的概念設計。

設計團隊指出，藉由晶片的微小化，除了方便病患隨身攜帶外，也能即時提供器官的刺激與檢測，隨時掌握並回報病患的生理狀況
，降低患病或疾病發作的機率。

洪家華表示，以心臟疾病為例，有些病患到醫院檢查時，並無任何異狀，卻在登山、跑步等運動過程中感到身體不適，透過這個晶
片便能即時偵測並提供治療，緩和病狀。

謝政翰表示，晶片系統分為無線傳輸、電源管理、數位控制電路、刺激與檢測電路等區塊，可經由人體表面五至十公分的近距離無
線傳輸，進行充電或依照病況控制刺激的參數大小與時間。這款晶片也改良一般市售植入式心律調節器的電池設計，採用低功耗的
雙電池，提供系統穩定的電源。

洪家華指出，一般使用植入式醫療器材，約三到五年就必須動手術更換晶片或電池，團隊設計的晶片有自動判斷充電與供電機制
，使用年限可達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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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 | 醫藥衛生 民眾日報 2012-09-03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145,000

中正大學開發 低功率生醫晶片 可提供即時治療

 【本報綜合報導】中正大學開發出僅約1元硬幣大小的低功率晶片，可在人體發生異狀時，提供即時治療，獲得第12屆旺宏金矽獎
銅獎。

  名為「應用於生醫裝置之低功率檢測與刺激晶片」，是由中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教授李順裕與學生謝政翰、洪家華、梁明鈞組
成的團隊，以「簡單生活，安全人生」的概念設計。

  設計團隊指出，藉由晶片的微小化，除了方便病患隨身攜帶外，也能即時提供器官的刺激與檢測，隨時掌握並回報病患的生理狀
況，降低患病或疾病發作的機率。

  洪家華表示，以心臟疾病為例，有些病患到醫院檢查時，並無任何異狀，卻在登山、跑步等運動過程中感到身體不適，透過這個
晶片便能即時偵測並提供治療，緩和病狀。

  謝政翰表示，晶片系統分為無線傳輸、電源管理、數位控制電路、刺激與檢測電路等區塊，可經由人體表面5至10公分的近距離
無線傳輸，進行充電或依照病況控制刺激的參數大小與時間。

  他說，這款晶片也改良一般市售植入式心律調節器的電池設計，採用低功耗的雙電池，提供系統穩定的電源。

  洪家華指出，一般使用植入式醫療器材，約3到5年就必須動手術更換晶片或電池，團隊設計的晶片有自動判斷充電與供電機制
，使用年限可達27年。

圖片頁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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