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工業局「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產業新星錄取名單

企業 專題名稱 員額數 姓名 學校 學級
三維人股份有限公司 利用5G優化車聯網技術 1 洪○貽 中原大學 學士級

呂○儒 國立成功大學 碩博士級
邢○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藍○鈞 義守大學 學士級
謝○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士級
林○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士級
施○喧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碩博士級
林○延 大同大學 學士級
張○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士級
賴○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學士級
陳○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學士級
楊○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學士級
林○涵 國立中央大學 碩博士級
林○文 國立成功大學 碩博士級
簡○成 國立成功大學 碩博士級
陳○丞 國立成功大學 碩博士級
方○秋 國立臺南大學 學士級
楊○佑 國立臺南大學 學士級
余○燁 實踐大學 學士級
邱○融 國立臺南大學 碩博士級
邱○鑫 國立臺南大學 碩博士級
林○欣 國立成功大學 碩博士級
陳○彰 國立成功大學 碩博士級
吳○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士級
汪○祥 國立成功大學 碩博士級
王○崴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碩博士級
賴○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黃○昕 國立中央大學 碩博士級
王○灝 淡江大學 學士級

FR2毫米波頻段小基站設計 1 高○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碩博士級
洪○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林○澄 國立中央大學 碩博士級
于○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碩博士級
方○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黃○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碩博士級
蔡○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士級
葉○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士級
余○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士級
鄭○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許○淇 銘傳大學 學士級
張○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士級

佳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G (FR1) 天線整合系統設計 1 張○瑋 國立中央大學 碩博士級
林○逸 國立臺灣大學 碩博士級
劉○森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碩博士級
黃○謙 亞洲大學 學士級

矽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G沉浸式體驗異地共演發展計畫 1 陳○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學士級
江○豊 國立東華大學 碩博士級
高○航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碩博士級
黃○凱 國立宜蘭大學 學士級
張○佑 銘傳大學 學士級
薛○棻 國立成功大學 學士級
林○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碩博士級
許○銘 國立政治大學 學士級
張○歆 國立政治大學 學士級
劉○雯 銘傳大學 學士級
馬○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陳○瑛 國立清華大學 學士級

川升股份有限公司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G O-RAN基站設計與實作 4

高解析度79GHz Metalink毫米波雷
達模組 6

巨量移動科技有限公司 45G智慧醫療平台開發

高靈敏度 60GHz Metalink 毫米波非
接觸式控制模組 6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3

5G垂直網域建設及SMALL CELL 基
站干擾查測 3

5

3

5G基站適用之相控陣列天線設計與量
測

應用於5G FR2基地台之相控陣列相位
對應波束切換控制演算法

承宇通訊有限公司

科碼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5G Open RAN小基站軟(韌)體系統研
發 4

城網有限公司 5G場域測試

4整合大數據分析的AiP量測技術至高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佐臻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元宇宙之XR整合應用開發 3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元宇宙數位媒體互動娛樂應用 2

5G虛擬攝影棚暨光學動作捕捉實務與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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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專題名稱 員額數 姓名 學校 學級
何○緯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學士級
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學士級
潘○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賴○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學士級
陳○瑞 國立成功大學 學士級
施○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曾○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學士級
黃○翰 元智大學 碩博士級
徐○瑜 銘傳大學 學士級
林○瑜 崑山科技大學 學士級
林○容 銘傳大學 學士級
王○文 國立臺灣大學 碩博士級
沈○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林○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賴○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學士級
謝○理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學士級

3GPP 5GS 增強功能雛型系統實作 1 許○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士級
基站天線系統設計 1 陳○昇 正修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陳○薇 銘傳大學 碩博士級
黃○婷 國立宜蘭大學 學士級
廖○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仇○興 逢甲大學 學士級

盟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站天線系統設計 1 丘○泰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碩博士級
黃○錡 國立清華大學 碩博士級
陳○聖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碩博士級
蘇○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學士級
蕭○文 國立中央大學 碩博士級

高可靠度的5G CPE/FWA 備援功能
開發

1 宋○祥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碩博士級

應用於AGV的5G與Wi-Fi網路備援機
制之研發 1 郝○伶 國立中央大學 碩博士級

陳○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士級
林○伃 國立成功大學 碩博士級
陳○霏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碩博士級
林○誼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鄭○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湯○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傅○翰 元智大學 碩博士級
黃○淇 元智大學 碩博士級
易○鴻 元智大學 碩博士級
蕭○云 國立臺北大學 碩博士級
張○朕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碩博士級
蔡○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查○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王○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莊○樵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蔡○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董○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學士級
張○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學士級
張○銘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碩博士級
林○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碩博士級

實現在超薄MPI軟性基板上的陣列天
線技術開發

應用於FR2毫米波頻段的MPI軟性基
板特性評估

美林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G毫米波陣列天線系統開發

UWB感測天線設計開發

翔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人機機載通信模組系統整合應用

連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5G 企業專網之設計--以智慧風電場
域虛實整合模擬訓練系統為例

Apply AI for RAN Automation

勤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5G AIoT hub firmware and 5G AI
cloud service

雲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稜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Beam之超快速3D場形測試技術

緯穎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vRAN 容器化平台之端到端整合

實作㇐套可以看到5G核心網路內每㇐
個軟體模組的使用狀況

詮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緯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G推動智慧醫療-偏鄉地區資料交換 3

聲麥無線有限公司 5G/L5G/NR無線通訊商用應用

獵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結合5G訊號的混合型室內定位

邊信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G 可信運算平台安全驗證

4

3

2

2

3

2

2

2

4

3

3

2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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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專題名稱 員額數 姓名 學校 學級
李○璋 國立清華大學 碩博士級
廖○培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碩博士級
施○哲 淡江大學 碩博士級
林○宇 淡江大學 碩博士級
林○德 樹德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李○勳 樹德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陳○丞 國防大學 碩博士級
陳○智 亞東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王○翔 亞東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許○順 亞東科技大學 學士級
何○宥 亞東科技大學 學士級
吳○銓 亞東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沈○豪 亞東科技大學 學士級
姚○晟 亞東科技大學 學士級

天線罩對5G 毫米波束的效能分析 1 李○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林○儒 高雄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吳○貝 高雄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陳○維 高雄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楊○ 高雄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張○麗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高○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碩博士級

耀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G O-RAN 資安弱點檢測

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G 毫米波射頻量測技術開發

邊信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G智慧倉儲可信運算

應用於無線通訊裝置的智慧多輸入多
輸出5G天線設計

耀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G無線通訊系統空中接口(Over the
air; OTA)測試方案

2

2

5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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