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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與技術專利 
 近七年內主持之研究計畫 

計 畫 名 稱 

（本會補助者請註明編號） 

計畫內擔任

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機構 經費總額 

直接變換式轉換器應用於動

態電壓恢復器的系統化分析

與研製 

(104-2221-E-150-019-) 

共同主持人 2015/08/01~2016/07/31 科技部 805,000 

節能型智慧無線監控系統平

臺建構與其在土木結構診斷

應用之研究－子計畫:無線感

測智能監測網路系統之設計

與研製(III) 

(103-2625-M-150-001-) 

主持人 2014/08/01~2015/10/31 科技部 805,000 

新型交流-交流轉換器應用於

動態電壓恢復器之研製

(103-2221-E-150-029-) 

共同主持人 2014/08/01~2015/09/30 科技部 794,000 

節能型智慧無線監控系統平

臺建構與其在土木結構診斷

應用之研究－子計畫:無線感

測智能監測網路系統之設計

與研製(II) 

(102-2625-M-150-001-) 

主持人 2013/08/01~2014/10/31 科技部 805,000 

預測型數位控制之寬輸出降

壓-升壓功率因數修正器研製

(102-2221-E-150-025-) 

共同主持人 2013/08/01~2014/09/30 科技部 784,000 

剎車回充與 CANopen 控制

之雙向轉換器於電動車研製

(102-2623-E-150-001-ET) 

共同主持人 2013/01/01~2013/12/31 科技部 425,000 

智慧型無線感測監控系統平

臺建構與其在土木結構診斷

應用之研究－子計畫:無線感

測智能監測網路系統之設計

與研製(I) 

(101-2625-M-150-001-) 

主 持 人 2012/08/01~2013/10/31 科技部 709,000 

太陽光電能之微型隔離式最

大功率追蹤器研製

(101-2221-E-150-072-) 

共同主持人 2012/08/01~2013/09/30 科技部 833,000 

電動車輛系統模組與關鍵技

術開發計畫: 鋰電池儲電模

組能源管理系統開發(1/3) 

主持人 2011/03/10~2011/11/30 中科院 1,200,000 

控制器區域網路裝置與系統

之研發 
主持人 2011/02/01~2011/09/30 

標高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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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傳網路應用層電控系統之

研發(100- 

2622-E-150-022-CC3) 

主持人 2011/11/01~2012/10/31 科技部小產學 425,000 

下世代智慧型公車運輸系統

之研發－總計畫：下世代智

慧型公車運輸系統之研發(II) 

(100-2221-E-009-037-) 

共同主持人 2011/08/01~2012/10/31 科技部 991,000 

四旋翼無人航空載具之非線

性動態研究與飛行控制器研

製(100-2221-E-150-050-) 

主持人 2011/08/01~2012/09/30 科技部 702,000 

車用線傳電子剎車機制之研

發(2/2) 

(99-2218-E-009-004-) 

共同主持人 2010/10/01~2012/05/31 科技部 4,524,000 

結合射頻辨識於保全監控網

路系統之研發 

(99-2622-E-150-026-CC3) 

主持人 2010.11.01~ 2011.10.31 科技部小產學 354,000 

先進線傳煞車模組研究：『汽

車網路通訊系統協定之研究

與實測』 

主持人 2009/04/07~2009/07/30 中科院 766,000 

智慧型無線感應器系統平臺

建構與其在土木結構診斷應

用之研究--子計畫：智慧型系

統平臺系統韌體與網路閘道

之設計與研製

(III)(98-2625-M-150-001-) 

主持人 2009.08.01~ 2010.10.31 科技部 825,000 

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

計畫：『數位監控網路資訊

系統之整合技術研發』 

主持人 2009/03/01~2009/08/31 經濟部 72,000 

車用線傳電子剎車機制之研

發(1/2) (98-2218-E-009-017-) 
共同主持人 2009.10.01~ 2010.12.31 科技部 4,509,000 

智慧型無線感應器系統平臺

建構與其在土木結構診斷應

用之研究--子計畫：智慧型系

統平臺系統韌體與網路閘道

之設計與研製(II) 

(97-2625-M-150-001-) 

主持人 2008.08.01~ 2009.10.31 科技部 688,000 

車用線傳電子剎車機制之研

發--車用線傳電子剎車機制

之研發(I) 

(97-3114-E-009-002-) 

共同主持人 2008.12.01~ 2009.12.31 科技部 5,143,000 

研究經費總計 26,6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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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明專利、技術移轉與國際發明展： 

項目 項次 技術名稱 日期 

技術 

移轉 
1 

四旋翼無人機自主飛行電控系統 

【技轉金：20萬 接受單位：馬唯科技有限公司】 
2015/07/20 

發
明
專
利 

1 
結合無人飛行載具的互動式區域性資訊 

播放系統【中華民國 發明專利 I484855】 
2015/05/11 

2 
結帳系統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專利 I505220】 
2015/10/21 

3 
辨識定位之追蹤系統 

【中華民國 發明專利 I440877】 
2014/06/11 

4 
射頻識別互動學習模組、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專利 I403994】 
2013/08/01 

5 
單線調光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專利 I510138】 
2015/11/21 

6 

數位化前饋型寬輸出電壓之 

功率因數校正器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專利 I473406】 

2015/02/11 

7 

具防結霜散熱結構之 

發光二極體燈具及其控溫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專利 I461635】 

2014/11/21 

8 
標靶裝置及偵測彈著點位置的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專利 I440816】 
2014/06/11 

9 
馬達控制與煞車回充系統 

【中華民國 發明專利 I436578】 
2014/05/01 

10 
實際路況模擬系統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 發明專利 I369223】 
2012/08/01 

11 
結合無人飛行載具的行動式追蹤紀錄系統 

【公告中】 
2015/08 

國
際
發
明
展
和 

國
際
專
題
競
賽 

1 

『飛行定位式即時互動資訊顯示系統』 

2015第二十九屆日本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 

【金牌獎】 

2015/07/04 

2 
『智慧辨識之互動學習遊戲機』 

2015 台北國際發明展暨技術交易展【銀牌獎】 
2015/10/01 

3 
『燈具色溫亮度調整裝置與方法』 

2014 台北國際發明展暨技術交易展【銀牌獎】 
2014/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