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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 

摘要 
本此參加國際會議的論文旨於利用微機電製程製製作具有特定紋路微結構於

矽晶圓基版表面上(Textured surface)，並藉由改變表面紋路密度分佈的改變，產

生具有表面 親疏水性梯度的微液珠表面傳輸元件，此元件可應用於數位微液珠

的輸送，其主要的特點是不需外加動力即可自發性進行微液滴傳輸。並從表面自

由觀點與接觸角理論，建立液珠運動傳輸時的能階轉換理論與力學分析相關的機

制。目前朝向整合奈微機電相關技術開發具有奈微結構複合超疏水性表面並利用

計算流體力學軟體(CFD-ACE+)模擬微液珠於表面傳輸元件上的傳輸和碰撞過

程，探討數位液珠內部流場混合的現象與機制。 

 目的 

為了拓展研究的國際視野和交流，本實驗室學生的指導教授楊鏡堂博士，一

直不遺餘力的鼓勵我們學生能夠參與相關研究領域的國際研討會，並認為這對學

生來說是一個重要的學習和成長必要的經歷。因此在老師的指導和支持下，學生

宗翰投稿到”第十三屆流場可視化暨第十二屆流體機械國際研討會”(the 13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low Visualization & the 12th French Congress on 
Visualization in Fluid Mechanics)，並且很榮幸的能夠被大會接受與排進口頭報

告。該研討會最早於西元 1977 年在日本東京舉行，每兩年左右舉辦一次。此外，

每次大會結束後會挑選出優秀的論文收錄到相關領域的期刊，目前主要有四本合

作的期刊(Journal of Flow Visualization and Image Process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tating Machin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port Phenomena, Journal of 
Mechanic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今年已邁入第 13 屆，於 7 月 1-4 日法國尼斯的國際會議中心召開(Acropolis 
Congress centre)。該研討會主要宗旨在於致力於，探討流體運動過程中內部流場



特徵的研究，發展先進的流場量測技術與影像可視化相關技術，應用於開發各項

流體機械和量測分析影像，是該領域重要且知名極具代表性的國際研討會。其中

議題涵蓋巨觀與微觀尺度，大至航太飛行器測試用的全尺度風洞和噴射推進引擎

室的流場分析，小至微血管的流道影像粒子追中。近年來相關先進流場可視化的

技術，更應用生物飛行運動的仿生研究、微流道與微流體輸送現象、醫療器材如

人工血管…等相關的流體機械。學生本人的研究領域是屬於微流體傳輸領域，運

用奈微機電製程應用於數位液珠的傳輸現象，製作奈微複合表面的結構來提升表

面的疏水能力，並藉由表面結構密度疏密形成具有親疏水性梯度的微液珠傳輸元

件，使微液珠能夠沿著指定的路徑逕行自發性的傳輸並利用高速攝影機擷取動態

影像。並界藉由計算流體力學之數值模擬軟體去模擬兩顆液珠於表面梯度傳輸過

程中，發生介面碰撞與內部流場混合變化，並從流體力學的觀點進行相關的探討

和研究。希望能夠藉著研討會機會與相關領域的學者進一步交流和討論，能夠從

中學習新的知識和增廣見聞。 

 參加會議經過 

 
學生宗翰於台灣當地時間 6/29 晚上 7:40 的飛機從桃園國際中正機場出發，

經香港赤臘角國際機場和英國倫敦希斯羅機場轉機，於法國當地時間 6/30 的早上



10:20 抵達尼斯機場。隨即搭乘公車 No. 98 Bus 前往位尼斯市區的住宿地點，於

卸下行李後、盥洗與稍做休息後，於下午四點至六點搭乘尼斯著名的輕軌電車

tramway 前往本次國際研討會開會的會議中心 Acropolis Congress Centre (Address: 
Esplanade Kennedy, 06300, Nice, France)，進行報到和註冊，並領取大會資料和議

程相關資料。 

本研討會從 7/1~7/4 為期一共四天。大會學術交流分為四個部份包括: 大會安

排每天一場的專題演講 (invited speech)、口頭報告(presentations)、海報發表

(posters)與邀請廠商參展(exhibitions)。本次大會四天共排進 39 節議程，每一節次



平均 6~7 場的報告，學生報告的場次是 7/3 日第 21 節 (microflows)早上

10:00~12:00。在會議期間，學生宗翰也分別巧遇來自台灣國立台北科技大學楊安

石副教授師生、大葉大學林志哲副教授師生以及台灣大學奈微機電系統研究中心

李青峻博士到場一起參與該次會議，感到格外的親切和榮幸。 
大會除了學術議程外，亦於大會第二天(7/2)的晚上七點在尼斯著名蔚藍海岸

上(Promenade des anglais)一家叫 BEAU RIVAGE 的海灘餐廳安排接待大會晚宴，

學生宗翰亦前往參加。除了既定的白天的學術交流外，藉由晚宴來自世界各國的

學者和師生能夠有機會齊聚一堂，更進一步的認識彼此和交流。晚宴中跟學生同

桌有來自德國大學的教授夫婦，還有日本靜岡縣千葉大學的前野一夫教授和他兩

位博士班學生他們是從事航太熱流科技的領域，以及兩位分別來自法國和加拿大

的博士班學生分別研究紊流流場的影像拍攝和計算流體數值理論。晚宴中我們彼

此交換名片，並介紹自己的研究領域和來自的學校和國家。對於學生來說，能夠

與各國的研究學者面對面的溝通和交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歷和體驗。 
在為期四天會議結束後，學生宗翰也於 7/5 從法國尼斯機場出發並於 7/6 日返抵

國門，順利平安的完成本次的出國報告。 

 

 與會心得 

本次大會其間共舉行四場的專題演講(invited lecture)和分成 39 個議題進行分

組報告。以下學生根據興趣和研究相關的議題到場旁聽，相關的心得和摘要整理

如下: 在專題演講的部份，第一場是來自義大利的學者和他的研究團隊，他們主

要的研究領域是發展全尺度風洞(full-scale wind tunnels)量測技術和建造，用來模



擬車輛真實行進過程中，車體外部的空氣流場速度場和壓力分佈的情形與變化。

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紊流對於汽車所產生的震動和噪音。根據他們的風洞和

PIV 量測技術的建立，證實能夠有效找到噪音的來源和震動的分佈，因此可應用

於車輛工業，開發安靜更低油耗的汽車，相當實用且重要的技術。 

 
另外一場是第三場，來自美國的學者，介紹一種 label-free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來量測微流道中非常靠近壁面流體的溫度分佈和濃度分佈，而這項關鍵

技術的核心在於表面共振電漿(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的反射率會受到

上述的物理特性而有所不同，因此即可利用表面電漿反射訊號的不同，建立起表

面溫度或是靠近壁面混合溶液的濃度分佈。作者更以奈米粒子溶液於特定表面自

組裝過程中，用 SPR 偵測接近壁面的濃度反應趨勢，並作為奈米粒子是否於完成

反應鍵結，於報告中該研究學者以實際動態影片證實接近壁面那些奈米粒子濃度

變化的過程，讓學生宗翰留下深刻的印象和興趣。 
另外，學生宗翰根據自己的研究和興趣特別旁聽本次大會第 21 場次有關微流

體(microflow)相關議題的報告。來自日本東京大學的教授，提出一款利用加熱裝

置(micro heater)分佈於微流道上並造成流體產生氣泡，並藉由氣泡的產生速率和

破裂，來擾動原先流道中的流場，進而提升兩股不同流體的混合效果。不過也有

與會者指出，這要應用於生醫方面的生化流體，由於生化檢體一般對於溫度相當

敏感，在溫度上的控制與影響將是一大問題和挑戰。另外，也有德國來的學者，

提出利用新穎的光學影像技術主裝於顯微鏡上，並應用於微流道兩股流體混合並

偵測其效過果。亦有韓國的學者，探討微流道管流中，微流體對於壁面上動態的

前進角和後退角進行一系列的量測和比較不同黏滯度對於接觸角的影響，並根據



他們的實驗結果發展一套經驗公式，來預測動態接觸角在毛細管流中，隨時間變

化的趨勢和最終穩定流動時的接觸角。 

 

 考察參觀活動 

學生宗翰除了參加論文宣讀和觀摩其他研究學者的報告外，本次大會亦安排

了流體機械、PIV 影像處理與雷射光學設備有關的科技廠商與會參加展出。包括

國際著名的廠商如 TSI, Dantec, Excel Technology, LaVision, Melles Griot / CVI, 
Microsphere Technology Ltd, Quantel, Shimadz…等均派員出席說明並展出公司所

代理的相關流場量測儀器與介紹先進設備。相關活動的照片如下列所示: 



 
除了儀器設備的展出外，學生宗翰也前去論文海報發表的會場，觀摩其他國

家學術單位的研究和成果展示。本次大會大約有 40 篇的海報參與發表，此外大會

也設置獎項(photo/video awards)請與會的所有會員投票選出最佳拍攝流場影像，

於會議最後一天閉幕式時頒發，相關活動的照片如下列所示: 

 



例如有法國當地的研究機構，整合動態高速攝影技術與雷射光頁流場可視化

技術應用於不同玻璃杯中香檳氣泡內部流場變化的研究。根據他們研究指出，不

同玻璃杯的高度和形狀對於香檳中二氧化碳氣泡的產生速率和對流 vortex 分佈有

很顯著的改變，進而對於香檳香味的散發速率和持續時間長短將有很明顯的影

響。此一研究吸引人的地方，在於整合流場的可視化技術和流體力學知識應用於

實際生活中的香檳，其研究成果亦具有應用於香檳改良的商業價值。 

 

另外一篇海報則是探討當香檳與葡萄酒靜止於玻璃杯中時，拍攝空氣與液體自

由液面上氣泡破裂細微水珠於液面上的彈跳。本研究利用先進的高速攝影系統和

影像處理技術獲得清晰的影像並根據影像氣泡的尺寸和數量。二氧化碳於自由液

面上破裂的時間尺度 10~100 µ−sec 是非常短的時間，而且氣泡的尺寸大約在 0.5 
mm 左右。因此能夠拍攝到如此清晰的暫態影像，實為令人印象深刻。 



另外一篇是來自日本研究學者，利用流場可視化研究甲蟲的飛行模式和特徵

流場之間的關係。近年來，仿生動力學這方面的議題相當的熱門，主要原在於鳥

類、昆蟲和魚類的飛行和游動所消耗能量和移動距離的效率比遠大於人類所製造

的飛機船舶。這些生物為何能夠如此有效率的將動力轉換成升力或是推力，成了

各方學者研究的重點。本篇文獻，從甲蟲拍撲翼的翅膀構造著手，利用高術攝影

技術捕捉甲蟲飛行過程中翅膀的運動，根據量測結果，其一對翅膀震動頻率介於

69~106 Hz 之間。並透過流場可視化的技術發現甲蟲飛行過程中，翅膀的正上方

與前緣會有 vortex 產生和不斷的變化和移動，並因此產生推力和升力。最後，歸

納認為甲蟲之所以具有如此到大的推力和升力，主要來自翅膀拍撲這個飛行動作

所造成(a twisting jet)。 



 

 建議與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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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1. 收錄該國際研討會會議電子論文全集(光碟一份) 



2. 與會宣讀報告的論文摘要與整個議程時間表(手冊一份) 

3. 參與本次國際研討會議的出席證明與註冊收據(紙本一張) 

 

該國際研討會會議電子論文全集 

  

論文摘要與整個議程時間表 出席證明與註冊收據 
 

發表論文 
全    文 

如附件 

受補助之學生請於回國後將此表填妥 mail 至 chchhsu@mx.nthu.edu.tw 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