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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自動化研究室 
簡 介 

負責老師：黃信行 
地點：明德樓106教室 



實驗室負責老師：黃信行 

•職稱：教授兼教務長 

•學歷：美國佛羅里達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博士 

•授課：量測與自動化技術、自動控制、 

      線性系統、振動噪音實務 

•專業：電腦介面控制、振動噪音量測與分析技術、  
         智慧自動化系統整合 



智慧自動化研究室—特色簡介 

• 特重產學合作與業界實習 

• 以智慧自動化為主軸，培育學生對相關技術的
認識及訓練其應具備的實務技能。 

• 提供量測與自動化實務、振動噪音實務、自動
控制等實務課程之實驗、實作及實務專題。 

 



支援課程 

項次 支援課程 年級 學生就業力提升 

1 自動控制 二年級  提升學生智慧自動
化專業技能 

 提升學生振動噪音
專業技能 

 培訓自動化工程師 

2 量測與自動化應用 四年級 

3 
自動化精密機械設
計實務 

四年級 

4 
自動化系統設計與
案例研究 

碩士生 



重要儀器設備 

設備照片 

高速攝影機 機械手臂控制系統 全自動影像量測儀 膜厚量測系統 
真空量測系統 
熱源控制系統 
真空艙體 



研究成果 

102教育部產業園區計畫成果-Clip die bonder 

電鑽齒輪組振動噪音自動化檢測系統 機器人弦樂團 

電子連結器自動化組裝系統 



近三年成效 

項次  名稱  補助單位 

1 產線CIM資料管控系統 展勤科技有限公司 

2  103年度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與產業園區產學合作
計畫-高功率半導體固晶橋接製程設備之研發 

教育部 
廣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新科技大學 

3  102年度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與產業園區產學合作
計畫- 塑膠基材自動化真空鍍膜製程系統之研發與
建置 

教育部 
柏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新科技大學 

4 塑膠基材自動化分類與檢測系統之研發 國科會、柏騰科技 

5 101-102年度經濟部工業局產業人才扎根計畫 

-自動化精密機械設計專業產業人才培育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 
廣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凱華高科技機械有限公司 

6  (1)多軌跡協同作業可行性研究 

(2)工件取放裝置協同作業平台建立 

(3)多軸實時控制PnP開發 

(4)工件取放裝置協同作業應用研究-小提琴機器人 

(5)小提琴機器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學合作(列舉) 



近三年成效 
專利列表 

項次 種類 專利名稱 有效日 期 專利案號 
1 新型 工作機械之噪音改善裝置 2002/02/21-2021/02/21 00477255  

2 發明 手提電鑽振動噪音自動化檢測系統 2006/07/21-2025/04/21 I258571  

3 發明 含氧感測器自動化檢測方法及其檢測裝置 2006/11/11-2024/12/16 I265996 

4 發明 快速連續式濺鍍設備之構造 2007/8/21-2025/6/19 I285914 

5 發明 電子連接器自動化組裝方法 2009/4/1-2026/11/28 I308412 

6 新型 含氧感知器之自動沾漿機 2009/12/21-2019/02/09 M371047 

7 發明 擬人形演奏提琴機械人 2010/3/11-2027/5/22 I321484 

8 發明 可演奏提琴的自動化機械裝置 2010/4/21-2027/2/1 I323877 

9 發明 曲軸式電鑽齒輪組之檢測系統 2010/4/21-2027/2/15 I323778 

10 新型 連桿滑塊式物料取放裝置 2010/6/21-2019/12/23 M383197 

11 新型 曲柄搖桿式物料取放裝置 2010/7/21-2020/1/4 M385088 

12 新型 電子連接器 2011/4/11-2021/2/1 M401910 

13 發明 齒輪組動態誤差檢測系統 2011/08/11-2028/06/1 I346781 

14 新型 擬手掌之機械彈奏裝置 2012/03/11-2021/08/22 M424184 

15 新型 模擬雙手之彈奏裝置 2012/06/01-2021/08/23 M430690 

16 發明 含氧感測器之組裝方法及系統 2012/08/21-2028/07/17 I371160 

17 發明 玻璃基板清潔裝置及方法 2013/01/01-2029/05/06 I380856 

file:///G:/hhh/resume/Resume20141103.doc#7209. 7227,0,,2011/4/11-2021/2/1


畢業碩士校友 
項次  畢業年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工作內容 

1 95 黃鑑國 亞崴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工程師 大型工具機設計(五軸等) 

2 96 林宏銘 展勤科技有限公司 經理 系統自動化規劃與整合 

3 97 余昌淮 益加誠有限公司 廠長 生產線管理 

4 97 魏仕杰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業務行銷 

5 98 黃一凡 威光自動化科技(股)有限公司 工程師 機構設計 

6 100 何全淇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組長 生產線管理 

7 100 陳宗序 裕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師 繪圖設計 

8 100 王仁耀 瀧淶科技有限公司 經理 車輛進口 

9 100 蔡曜任 明新科技大學 專任助理 
備課、實驗室管理、 

實驗課程教學等 

10 101 張忠義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1.專業技術人員管理  

2.人員專業技能培訓   

3.廠內異常分析處理   

11 101 楊宗翰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設備工程師 設備維修、保養維修 

12 101 李浚基 洋威數控(股)有限公司 機構工程師 自動化設備、機構設計 

13 101 李文鴻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設備工程師 設備維修、保養維修 

14 101 陳宥任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 機台維修 

15 102 黃煒軒 柏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機構工程師 機構設計 

16 102 梁建隆 展勤科技有限公司 系統開發工程師 系統開發設計 

17 102 邱燕玉 洋威數控(股)有限公司 軟體應用工程師 
機械手臂應用規劃及軟體
撰寫 



智慧自動化研究室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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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新 科 大 

機 械 系 

歡 迎 您 的 加 入 

把握現在，充實自己，為將來的機會做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