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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以拍翼式微飛行器之設計、製造、
測試與自主飛行之整合為研究目標。前一年度
之計劃已成功利用減重之鋁製連桿與馬達機座
組裝拍翼式微飛行器，並使其飛行 32 秒，而本
計畫也將利用前一年度計畫執行之微飛行器製
作技術，製作更佳的拍翼式微飛行器，使其可
穩定飛行超過一分鐘。在本計畫前段利用放電
線切割技術製作鋁製傳動機構連桿組，以組裝
拍翼式微飛行器，並完成飛行器之自主飛行測
試，飛行距離已可達 50 公尺，飛行高度達 10
公尺，飛行時間達 107 秒。此外，本研究也設
計並以 MEMS 製程製造微型 MEMS 致動器，預
計以此致動器達到尾翼穩定控制的目標，同
時，本研究更利用無線傳輸模組成功量測訊
號，最後，本研究以 CFD 數值分析方法，對拍
翼式微飛行器進行流場模擬與分析。
關鍵字：拍翼式微飛行器、放電線切割、無線
傳輸、CFD 數值分析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a MAV(Micro Aerial Vehicle) and
then flying it in the sky via wireless control
method. Last year, we had used the light
aluminum linkages and aluminum motor base to
assemble a MAV, and then made it to fly with 32
seconds. This year, we will improve the design of
the MAV and also use the same method to
manufacture a MAV. We will try to fly the MAV in
the sky more than 1 minutes. In the prior part of
this project, we use the EDWC(Electric Discharge
wire cutting) technology to fabricate the aluminum
linkages of the transmission system. Then we
assemble the MAV. Finally, we have completed the

flying test. The best record of endurance of the
MAV is 107 seconds. Besides, it can fly in the
range of 50 meters, and 10 meters in height.
In the posterior of this project, we also design
and fabricate the micro actuator via MEMS
technology. We want to use this micro actuato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ntrolling the tail. Besides, in
this research we also have some tests of using RF
transmission module. Finally, we use the CFD
simulation to analyze the basic aerodynamics of
the MAV.
Keywords: MAV, EDWC, RF transmission, CFD
simulation

二、 計畫目標
在本計畫前一年之可行性研究，便已利用
放 電 線 切 割 (EDWC; electrical discharge wire
cutting)技術來製作微型飛行器之連桿組，材料
選用鋁合金。並以聚對二甲苯（parylene）做為
機翼蒙皮，動力來源則使用高轉速之直流馬達
配上減速齒輪等傳動機構。本年度的計畫，主
要延續上年度的計畫，並重新設計與製作更為
耐用之鋁合金傳動機構連桿組，此外，以聚對
苯二甲酸乙二醇脂(PET)薄膜做為機翼蒙皮，搭
配 IR 無線遙控模組，組成本研究新型拍翼式微
飛行器。本計畫希望於一年內完成下列各項目
標：(1)發展或整合 MAV 特有之 MEMS 感測器
與致動器(2)MAV 機體組裝架構之研發並完成
一分鐘遙控飛行(3)完成 MEMS 感測訊號之無線
傳輸(4) MAV 之 CFD 模擬。
承蒙國科會與淡江大學支持，本研究於上
年度的計畫購入精密六軸力規，可精確紀錄微
飛行器之氣動力特性，使研究更趨完善。此外
為了得到微飛行器更佳的飛行表現，本年度計

畫除了改良過去機構設計，使之運轉更為順暢
外，並繼續尋找更合適之高性能鋰離子電池來
搭配本微飛行器。本年度計畫原先擬定的工作
目標，主要是以本研究群擅長的微機電製程技
術製作出適合本研究拍翼式微飛行器之尾翼控
制致動器，以達到穩定控制飛行的目標，此外，
另外設計及組裝更合適之機體。在訊號方面，
期望完成 MEMS 感測訊號之無線傳輸，以得到
第一手的空氣動力訊號，最後，希望用 CFD 數
值分析方法針對本研究拍翼式微飛行器進行分
析模擬，藉此改善拍翼式微飛行器的外型設計。

剛毛本身就是加熱器)，使間隙中純水迅速蒸
發，而靠原來微型鉸鍊的機械剛性回彈，打彎
成為氣動力所需之制動角度。至於純水應該設
計常時供應的機制，源源不絕地從潮溼環境凝
結或連接毛細微流道到水源的方式完成。
本計畫預計將此種微型控制鉸鍊加裝於下
一代拍翼式奈米級飛行器(NAV)之尾翼部分，成
為可控制尾翼之微型致動器，其應用示意圖分
別如圖 6 與圖 7，實際製作出來之成品如圖 8 [6,
21]。

三、 工作項目與成果
發展或整合 MAV 特有之 MEMS 感測器與
致動器

1.

本研究上個年度計畫中的第二代拍翼式微
飛行器 Eagle II，其尾翼控制面是以一個磁感應
線圈驅動，控制尾翼左右搖擺以讓拍翼式微飛
行器進行左右轉，然而，此種磁感應線圈的尾
翼致動器重量近 2 g，對於本年度計畫的拍翼式
微飛行器(總重 6g)而言過重，因此本研究於本年
度計畫提出以 MEMS 製程製作尾翼致動器。以
MEMS 製程製作的尾翼致動器，體積及重量皆
很小，希望因此不會影響拍翼式微飛行器的重
量。而尾翼致動器的設計概念，是以本團隊過
去曾製造出來之仿生式微型閥門為依據，以相
同原理設計新型微型控制鉸鍊。
圖 1 為此仿生式微型閥門[17]，直徑約 6-7
mm，其原理是當無液體(無毛細作用力)時，此
閥門會完全打開，當有液體時，此閥門微剛毛
會凝聚在一起。本年度計畫以此種原理設計出
之微型控制鉸鍊示意如圖 2 及圖 3，分別是代表
未吸附工作液體(純水)及吸附液體時的情形。鉸
鍊的材料可以選擇 SU-8，單晶矽或銅箔等，不
同的材料必須應用不同的微加工方法(SU-8: 光
刻微影; 單晶矽: ICP; 銅箔: 準分子雷射切割配
合 parylene coating 技術。)
應用於拍翼式微飛行器的尾翼控制面示意
分別為圖 4 及圖 5。由於單一微型控制鉸鍊的驅
動力量有限，故多重微型控制鉸鍊並聯的方式
運作，以抵抗 MAV 外圍氣流的氣動力。至於為
什麼設計成不驅動時有一控制面彎角，驅動時
才打平控制面，純粹只是飛行操作考量: 原因在
於本微型鉸鍊靠純水驅動打平可以維持長達數
分鐘不乾，而 MAV 的飛行操作場合設定在戶內
等較侷促之空間，許多時間須迅速採高攻角滯
空(微型鉸鍊裝在水平尾翼要折彎)或迴旋轉彎
(微型鉸鍊裝在垂直舵面也要折彎)的姿態，所以
原理上來看，微型鉸鍊要靠純水有無供應來驅
動打平，但實務上得再加裝微剛毛加熱器(或微

圖 1(a)、仿生式微型閥門(無負載): 未受液體驅動
前，微剛毛呈孔雀開屏狀; 當充斥純水於微剛毛間
隙，微剛毛凝聚，對整體微結構模組產生大角度(>90
度)的變形制動。

圖 1(b)、仿生式微型閥門(有負載待推動): 當微剛毛
結構兩端(固定與自由端)連接可轉動基板以進行旋
轉制動時，純水毛細作用力的有效驅動角度會變小
(<<90 度)，但對於 MAV 的控制面而言，已經夠用。

圖 2、單一微型控制鉸鍊未含工作液體示意，下方扇
狀區域為微剛毛結構，彼此完全伸展不凝聚。固定
端與自由端板件中央的圓孔，係用以對準連接其他
微型控制鉸鍊。

圖 3、單一微型控制鉸鍊含工作液體示意，彼此因間
隙之毛細作用力凝聚，造成固定端與自由端由 120
度張開到 180 度。

圖 8、微型控制鉸鍊實際成品 (SU-8 材質)。[左上]:
黏合了翼膜於鉸鍊左端; [右上]: 黏合了翼膜於鉸
鍊右端; [左下]: 打斷中間保護用繫帶; [右下]:
實際噴上純水水霧，毛細作用啟動，鉸鍊張開。

2. MAV 機體組裝架構之研發並完成至少一分
鐘的遙控飛行

圖 4、多重微型鉸鍊應用於拍翼式微飛行器之示意
圖，未含液體，不驅動時。

圖 5、多重微型鉸鍊應用於拍翼式微飛行器之示意
圖，含液體驅動時。

圖 6、微型鉸鍊擬裝置於拍翼式微飛行器水平尾翼上
(垂直尾舵的安裝構型類似);未含工作液體時。

圖 7、微型鉸鍊擬裝置於拍翼式微飛行器水平尾翼上
(垂直尾舵的安裝構型類似);含工作液體時。

本研究拍翼式微飛行器在前一年度已成功
遙控飛行 32 秒，而本年度計畫，在機體架構上
仍是以前一年度的機體架構加以改良，使其可
以更穩定的飛行，並且有更佳的升推力表現。
新的機體架構改良，主要可以分成拍翼形狀與
材質的改良、尾翼形狀及尾翼面積的改良。
本研究拍翼式微飛行器在本年度的拍翼形
狀，較前一年度細長，經過風洞實驗量測的結
果，證實此種形狀的拍翼對於推力有明顯的提
昇，而拍翼翼膜的材料則是選用「聚對苯二甲
酸乙二醇脂」(PET)，選用 PET 做為翼膜的原因
是因為 PET 膜的平整度較均勻，且取得容易(與
保特瓶的材質相同)，適合大量裁切做為替換(劇
對二甲苯 parylene 因為採 CVD 方式鍍著，一次
費時 4 小時，僅能鍍幾張翼膜，成本較高，暫
只適合目前翼展 20 cm 級原型機之研製或未來
翼展 3 cm 以下奈米級拍翼機(NAV)之量產)。
而尾翼的部分，在前一年度的計畫中，水
平尾翼是置放於垂直尾翼之上方(呈 T 型尾
翼)，而本年度計畫則是將水平尾翼置放於垂直
尾翼的中間(呈十字交叉狀)。此外，本年度計畫
中的尾翼形狀也與前一年度不同，且尾翼面積
加大，一則希望飛行時因為機體後方的力矩變
大(因為升力變大)，更能平衡機體前端拍翼的力
矩，使俯仰姿態穩定下來，二則減低整體的翼
負載(wing loading)，使飛行更省電、更穩定長
久。圖 9 是拍翼翅面的示意，圖 10 是尾翼及機
身示意，圖 11 是本年度拍翼式微飛行器之實體。

圖 9 前翼形狀示意

飛行器實際試飛長達 107 秒的連續剪影。圖 13
為本研究群 MAV 歷年來之飛行時間紀錄增長
情形，有呈現指數函數之增長趨勢，代表不同
發展時期各有其革命性的技術，帶動了整體
MAV 技術之往前。

(a)

(b)

(c)

圖 12 實際試飛 107 秒之飛行路徑 [20]

圖 10 機體架構示意: (a)三維外型; (b)前視圖; (c)側
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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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淡江大學研究群 MAV 歷年來之飛行時間紀
錄，2006 年藉著 Eagle-II 的引進，突破 010 秒關卡;
2007 年藉 EDWC 放電切割技術大幅減重，進步到 40
秒; 2008 年則多方面製作改善與操作技巧改進，漸漸
接近到 2 分鐘的境界。

本計畫之 MAV 發展，不只單純追求減輕重
量與延長飛行時間等技術指標[12, 15, 22]，也嘗
試使機翼材質特性，朝著仿生(biomimic)的方向
突破，以便作為未來 MAV 減重到達材料強度的
瓶頸時(不能再減)之因應之道。

(b)
圖 11 機體架構實體: (a)翼翅塗裝; (b)機身著色。

此種機體架構的拍翼式微飛行器的重量落
在 6 g 至 7 g 之間，利用此種機體架構飛行的拍
翼式微飛行器，已可順利飛行超過 1 分鐘，而
飛行的距離最遠可達 50 公尺，飛行高度最高可
達 10 公尺。圖 12 為此種機體架構之拍翼式微

由 於 本 計 畫 MAV 機 翼 具 彈 性 或 可 撓
(flexible)的特性，預期將與周圍流場產生有趣互
動，故在計畫執行之餘，進行拍翼翼尖軌跡之
觀察: 首先在 MAV 翼尖上裝置 LED 照明子，
一面拍翼、一面使 LED 發亮，同時可以顯現出
翼尖軌跡，如圖 14，呈現一個極有趣的八字
(figure-of-eight)外形。

之空氣動力特性或所在位置回傳至基地台，供
日後自主飛行測試之用，本計畫遂對以無線模
組監控部分進行可行性評估。本部分工作事實
上已經在前一年度的NSC 94-2212-E-032-012與
NSC 95-2221-E-032-037計畫中執行完畢，請直
接參酌該二年期計畫之結案報告。
4. MAV 之 CFD 模擬

圖 14 在 MAV 翼尖上裝置 LED 照明子，拍翼同時可
以顯現出翼尖軌跡，呈八字(figure-of-eight)外形 [7]。

本計畫也利用 CFD 數值模擬方法，嘗試分
析本研究拍翼式微飛行器之基本空氣動力特
性，在此使用的 CFD 軟體是 Fluent。圖 16 是本
計畫建構之 MAV 固定模型網格，此模型的尺寸
皆是按照實際之尺寸所繪出。圖 17 是利用
Fluent 模擬所得出的定常流動場結果，非定常的
流動模擬分析，也將在下一年度計畫完成。

本計畫繼續以高速攝影機記錄 MAV 翼尖
軌跡，實驗結果如圖 15，果然確認呈現八字
(figure-of-eight)外形無誤。八字拍翼在 MAV 氣動
力的貢獻與其非定常升推力機制，將在下年度
報告作較詳細的討論。

圖 16 本計畫建構繪製出之 MAV 模型

圖 17 以 Fluent 對 MAV 進行定常流動模擬分析(靜壓
分布之輸出)
圖 15 以高速攝影機記錄 MAV 翼尖軌跡，確認呈現
八字(figure-of-eight)外形: A-H 代表 MAV 拍翼正面情
形; I-P 代表無翼肋之拍翼側面情形; Q-X: 代表有翼
肋之拍翼側面情形。拍翼頻率 20.83Hz，攻角 20 度
[7, 14, 20, 23]。

3. 使用無線傳輸晶片模組，直接訊號即時傳回
無線基地台
為求將來可透過無線監控模組，把飛行時

四、 計畫自評與結論
本計畫為一年計畫，以拍翼式微飛行器實
際升空飛行為主要研究目標，包括以下工作細
節：發展或整合 MAV 特有之 MEMS 感測器與
致動器，MAV 機體組裝架構之研發並完成一分
鐘遙控飛行，完成 MEMS 感測訊號之無線傳
輸，MAV 之 CFD 模擬。上述四項工作要點完
成結果如下：完成 MEMS 致動器之設計與製
造，成功使拍翼式微飛行器飛行一分鐘以上，

並且使飛行範圍達到 50 公尺，飛行高度達 10
公尺，成功測試無限傳輸模組並成功回傳訊
號，完成拍翼式微飛行器之初步 CFD 模擬。整
體計畫均按進度完成。
至於本計畫之研究成果，累計已發表在國
際期刊2篇[1-2]、會議論文5篇[3-7]、兩岸及國
內會議論文8篇[8-15]，完成1位博士研究生與6
位碩士研究生學位論文之指導[16-22]，申請中
華民國發明專利1件(美、日、大陸後續申請
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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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在 Fluent 軟體之使用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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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附全文於報告末）
97 年 01 月 20 日
報告人姓名

楊龍杰

會議時間地點

97 年 01 月 06 日至 97
年 01 月 09 日

服務機關及職稱
本 會 核 定
補 助 文 號

淡江大學機電系教授
NSC 96-2221-E-032-014 專題
研究計畫下之「國外差旅費」

中國大陸⋅三亞市
會

議 名

(中文) 第三屆微奈米工程暨分子系統國際會議
(英文) 3rd Annual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Micro
Engineered and Molecular Systems（NEMS 2008）

稱

發 表 論 文 題 目

A Novel DNA Amplification Chip of Polymer-Substrate

報告內容：
首先感謝國科會的補助，使筆者得以參加由國際電機電子學會奈米科技指導委員會
（IEEE Nanotechnology Council）舉辦的「第三屆微奈米工程暨分子系統國際會議」(NEMS
2008)，並於會中發表「一種新穎的 DNA 增幅塑膠晶片」(A Novel DNA Amplification Chip of
Polymer-Substrate)（圖一與圖二）。

一、 參加會議經過
本次筆者參加之研討會，為淡江大學機電系微機電研究群第三次參加，會議名稱為「3rd
Annual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Micro Engineered and Molecular Systems（NEMS
2008）」，會議時間地點為 96 年 01 月 06 日至 96 年 01 月 09 日之中國大陸⋅三亞市天域渡
假飯店，此會議開會時間約為每年年初，本次會議為第三屆，會議起源時間：2006 年、中國
珠海，發起人為著名的華人微奈米系統先驅人，美國 UCLA 何志明院士與 Caltech 戴聿昌教
授。前年第一次 NEMS 會議因與 IEEE MEMS 2006 時間相距過近，且地點在珠海，筆者只派
博士生王俊民與王信雄自行參加。去年改到泰國舉辦後，國際參與人數與程度大大提升，論
文水平也優於前年，今年雖又回到中國海南島三亞舉辦，但由於許多知名的微機電學者與
會，如日本東北大學 M. Esashi 教授、京都大學 O. Tabata 教授、美國 Caltech 戴聿昌教授、與
我國清大范龍生教授等，故大會邀請演講場次人氣旺盛，參加人數與論文發表水準仍維持在
一定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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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筆者(左)與國網中心石玉清先生在會場留影

圖二 筆者發表壁報論文的現場
z
z

97.01.06 - 啟程搭機前往海南島三亞，並前往IEEE-NEMS會場(亞龍灣天域度假酒店)。
97.01.07 - 辦理報到及發表論文，圖二為發表論文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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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

z

97.01.08 - 參加 Plenary lecture、Sensor and actuator、Keynote lectures 等場次的報告。
97.01.09 - 參加 Plenary lecture。與加州理工學院戴聿昌教授研究群、美國南加大 E.
Meng 教授交流、國內明志科大鍾永強教授、國網中心石玉清先生等戶外交
流(如圖三)。
97.01.10 - 搭機返回台灣。

圖三 筆者(左一)與美國加州理工學院戴聿昌教授(左二)研究群、美國南加大 E. Meng 教授(左
四)、國內明志科大鍾永強教授(右二)、國網中心石玉清先生(右一)等戶外交流
大會議程
Jan 6 - 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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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8, 2008

Jan 9, 2008

此 次 研 討 會 的 議 題 包 含 微 奈 米 機 電 (MEMS/NEMS) 、 感 測 器 及 致 動 器 (Sensor and
Actuator)、微流/奈米流(Micro/Nano fluidics)、微米/奈米製造(Micro/Nano fab & assembly)、
奈 米 材 料 (Nanomaterial) 、 奈 米 光 子 晶 體 及 電 子 (Nanophotoics & electronics) 、 奈 米 碳
(Nanotube)。共來自20幾個國家、超過400多篇論文投稿，總共選出240篇口頭報告演講(Oral
presentation)及50篇壁報報告(Poster presentation)。大會並舉辦最佳論文選拔，我國共有南台
科大與國網中心2篇文章入選最佳論文競賽(Best Paper Contests finalist)的13篇論文。大會最
佳論文最後獎落我國南台科大莊承鑫教授。
奈米科技的驅使下，許多新的材料被發現，如奈米碳管(Nanotube)、石墨薄片(Graphene)
及奈米粒子(Nanoparticle)，由於這些材料有一些獨特的熱、磁、電及機械性質，很多新的應
用也因應而生，例如：第一場大會演講U.C Berkeley 的Alex Zettl教授展示最新的研究(圖
四)，他們使用一根奈米碳管來當作聲音的接收器，傳統的收音機需要有天線、調頻器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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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現在只要一根奈米碳管即可取代以上的元件，讓在座的聽眾驚嘆不已。香港中文大學
的MengXing Ouyang利用奈米碳管來當作酒精偵測器，其靈敏度很高且可以反覆使用。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 Ho-yin Chan使用polycrystalline diamond(poly-C)材料取代一般常
見的silicon材料來製作出全鑽石的微型探針(Microprobe)，由於其良好的電化學特性及不容易
被污染的好處，因此很適合用於生醫偵測神經細胞反應。

圖四 U.C. Berkeley 的 Alex ZETTL教授演講
拜微奈米科技所賜，一些大型的生醫檢測儀器能夠微小化，實現lab-on-chip目標。加州
理工學院的戴聿昌教授(圖五)展示PDA大小的液體層析(Liquid chromatography)分析裝置，液
體層析是將液體裡面的混合物成分分離，並且定性定量分析，是常見的生醫檢測儀器及藥物
成份分析儀器。一般高效液相層析儀(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很大，
而 使 用 微 機 電 製 程 ， 將 液 體 層 析 儀 器 內 的 元 件 ， 縮 小 至 微 米 尺 度 如 Micropump 、
Microchannel及Micromixer，並將之組合成一個微流體的分析系統，整個系統大小如一台
PDA尺寸而已，且攜帶方便。若使用來分析血液裡所含的血球成分，則只要一小滴血液即
可，不像傳統液體層析儀器，因為儀器大，管路長，其所採集的血液遠大於所要分析的血
液。
新型的生醫感測原件也是目前熱門的研究題目，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的 Anja
Boisen教授(圖六)展示了壓阻式微懸臂樑生醫感測元件，微懸臂樑的好處是不用傳統螢光標
記，不影響檢測物。而使用壓阻式，則可以簡易地將偵測結果讀出，不需要複雜的光路系
統。Anja Boisen教授也發展新的材料來取代傳統的silicon基底，她使用SU-8分子材料來當作
基底，由於楊氏係數低於silicon約四十倍，因此靈敏度也提升了40倍。
由於Wii的風靡，微型慣性感測器仍吸引很多人研究，清大方維倫教授的學生蔡同學發
表了使用CMOS-MEMS製程的微加速度計，能夠同時感測到平面及出平面之加速度，其靈敏
度分別達3.9mV/g及0.9mV/g，此研究也獲選參加最佳論文競賽。日本東北大學Masayoshi
Esashi教授(圖七)展示旋轉式的陀螺儀，使用三明治結構，將中間轉子使用靜電方式懸浮在
空中，可以減少摩擦力，增加靈敏度，目前已經與廠商合作生產中。
參加此研討會後發現，在微奈米尺度下，還有很多有趣的研究題目。加州理工學院戴教
5

授曾說：「MEMS is really an enabling technology」。的確，透過微奈米技術，我們可以發現
新興的科技。此次參加IEEE-NEMS研討會，不論在科技技術新知及與其他研究單位之關係
均收穫良多，對於筆者在未來研究計畫之執行有相當的助益。

圖五 加州理工學院戴聿昌教授演講

圖六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的 Anja Boisen教授展示壓阻式微懸樑生醫感測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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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日本東北大學Masayoshi Esashi教授展示旋轉式的陀螺儀

二、 與會心得與建議
(一) 比起已經 20 多年的 IEEE MEMS 國際會議，本 IEEE NEMS 會議剛剛邁入第三
屆。越多人投稿並註冊參與，越能延續長久該會議；由本屆註冊與會超過四百人
的情況看來，續辦下去不是太大問題。
(二) 臺灣近年的奈微米研究興盛，投稿與會的人士很多，許多作品都與當年度投稿
IEEE MEMS 的研究成果類似，即便大部份沒有被 IEEE MEMS 接受（因為接受率
只有 30%），但台灣在本 IEEE NEMS 會議發表（接受率接近 90%）之論文品質仍
排名在前段較具創意的部份。目前 IEEE NEMS 已循往例儘可能一年在中國舉辦(且
因時逢冬季，均尋找較溫暖的南方省份，如明年在深圳)，一年在其它地區舉辦，
所以很明顯中國學術界將成為本會議在投稿與會數量上主要的支持者，而台灣則
會在創新性與進步性方面維持本會議論文的品質。換言之，本會議屬性雖名為國
際，但短期內將難脫強烈的華人主導特色。
(三) IEEE NEMS 盼望臺灣未來能定期接辦本會議，但顧及大陸與會者眾，以目前台
灣法規限制，無法讓大陸學者個別自由入出境參加會議，勢必嚴重影響最後與會
的人數。不過成功大學已接辦 APCOT 2008 國際會議，類似的入出境問題將在今年
六月得知結果，長久看來應該仍是樂觀的。
(四) 本國際會議設立『大會最佳論文獎』與『學生最佳論文獎』，10 餘名入圍決賽
者須在決賽分場口頭發表後，當場接受質詢與評分，才能納入最佳論文之考量。
兩獎項均於晚宴中頒發（獎金 250 美金），所有入圍決賽者也能獲獎狀一紙。獎金
雖不多，但對於研究生具有相當的的鼓勵性質與吸引力。

三、 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一)

IEEE NEMS 2008 論文摘要一冊。

(二)

論文集光碟 CD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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