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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5)631-5003 

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   

 

學歷： 

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 1998.08~2001.02 

 

現職： 

工程學院智慧產業科技研發博士學位學程/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教授兼副校長 

 

經歷： 

服務機關 職稱 部門/系所 起迄年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教授兼副校長 
智慧產業科技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2022年~ 

國立清華大學 特聘教授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2019年~ 



服務機關 職稱 部門/系所 起迄年月 

國立清華大學 中心副主任 智慧製造與循環經濟研究中心 2020年~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SME) 
會士(Fellow)  2012年~ 

科技部 副主任 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2018年~ 

科技部工程司 共同主持人 
積層製造(數位製造)產業應用研

究專案計畫推動辦公室 
~ 

科技部工程司 共同主持人 
積層製造跨領域研究專案計畫推

動辦公室 
~ 

科技部工程司 複審委員 自動化技術學門 2019年 

工業技術研究院 

(合聘) 
技術長 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2018年 1 月~ 

2021年 8 月 

工業技術研究院 
特聘研究、 

顧問 
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2014年~ 

2017年 

經濟部 主審委員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2018年~ 

國立清華大學 

智慧製造與生

產研發中心籌

備處主任 

研發處 
2019年 10月

~2020年 7月 

國立清華大學 國際化執行長 工學院 
2015年~ 

2016年 8 月 

國立清華大學 執行秘書 
HIWIN-國立清華大學聯合研發中

心 
2014年~ 

國立清華大學 教授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2013年 8 月~ 

2019年 7 月 

國立清華大學 副教授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 



服務機關 職稱 部門/系所 起迄年月 

國立清華大學 組召集人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生醫系統組 
2016年 8 月~ 

2018年 7 月 

國立清華大學 組召集人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系統

組 

2016年 8 月~ 

2018年 7 月 

國立清華大學 組召集人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固體與微奈

米力學組 

2012年 8 月~ 

2014年 7 月 

紐西蘭梅西大學 

資深講師 

(相當於副教

授) 

工程與先進技術學院 ~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助理教授 機械與材料工程學院 ~ 

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

(AFRL/WPAFB) 

訪問教授 /特

約研究顧問 
渦輪噴射推進部門 ~ 

美國加州矽谷 IBM/ 

Hitachi GST 

科學家、工程

師、工程主管

等 

硬碟機研發 ~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SME) 

理事長、副理

事長等 
資訊儲存與處理系統部 ~2010年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SME) 
副主席 策略規劃委員會 

2013年~ 

2015年 

機械工業雜誌 總編輯  
2018年~ 

2021年 

IEEE/ASME 

Transactions on 

Mechatronics 

Technical 

Editor 

 
2014年~ 

2020年 

ASME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Acoustics 

Associate 

Editor 

 
2016年~ 

2018年 



服務機關 職稱 部門/系所 起迄年月 

Elsevier Journal 

– Mechatronics 

Associate 

Editor 

 
2018年~ 

Springer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e 

Editor 

 

2020年 5 月~ 

Springer – 

Microsystem 

Technologies 

Micro- and 

Nanosystems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Processing Systems 

Editorial 

Board 

 

2011年~ 

  

榮譽 

得獎年度 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2021 會士 中華民國力學學會 

2021 國家新創獎 - 學研新創 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2021 未來科技獎 科技部 

2021 會士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2021 會士 台灣機器人學會 

2021 傑出工程教授獎 中國工程師學會 

2020 傑出工程教授獎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2020 產業化貢獻獎-銀牌獎(團隊) 工業技術研究院 



得獎年度 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2020 傑出創新獎 工研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2019 科技管理獎 - 學研團隊類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2019 科專成果技術成就獎 (團隊) 經濟部技術處 

2019 國家新創獎 - 學研新創 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2019 未來科技突破獎 科技部 

2019 特聘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2019 Distinguished Speaker Award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SME-ISPS) 

2019 產學合作績優獎 國立清華大學 

2019 國家產業創新獎 - 團隊創新領航 經濟部 

2019 傑出研究獎 科技部 

2019 傑出創新獎 工研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2018 傑出工程師獎 台灣精密工程學會 

2018 HIWIN創新專利獎 大銀微系統公司 

2018 產學成果簡報特優獎 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 

2018 傑出產學研究獎 國立清華大學 

2018 Distinguished Institution Award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SME-ISPS) 

2018 產學合作績優獎 國立清華大學 

2018 傑出教學獎 國立清華大學 

2018 傑出產學研究獎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 



得獎年度 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2018 傑出系友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系 

2018 傑出創新獎 工研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2017 產學合作績優獎 國立清華大學 

2016 傑出教學獎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 

2015 產學成果傑出獎 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 

2015 管理費貢獻績優獎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2013 國際傑出發明家終身成就獎 台灣國際發明得獎協會 

2013 年輕力學學者獎 中華民國力學學會 

2013 學術卓越獎勵 國立清華大學 

2012 ASME Fellow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SME) 

2011 傑出貢獻獎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SME-ISPS) 

2010 Senior Member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2003~2008 Patent Incentive Awards IBM/HGST, USA 

2002 First Patent Application Award IBM, 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