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團隊計劃 
1.研究團隊計劃：學界科專計畫【高精度工具機關鍵模組化技術開發計畫】 

 (執行時間：97.8.1 至 100.7.31 止) 

團隊成員 擔任職務 主要工作 

覺文郁 
計畫總主持人、分項計畫

主持人、子計畫主持人 

負責整合計畫之規畫、監

督、工作分配與進度控制

及分項計畫「五軸光學量

測校正」之分項計畫主持

人及其分項計畫中之子計

畫「光感測器夾持具硬體

設計與製造」、「多軸同

動校正路徑規畫」、「硬

體整合與相關分析」、「多

軸同動校正系統誤差分

析」、「多軸同動校正系

統測試」子計畫主持人。

並擔任分項計畫「自動鏟

配技術」之子計畫「光學

精密量測」、「視覺幾何

檢測」主持人 

蔡穎堅 

共同主持人、分項計畫主

持人、子計畫主持人 

擔任分項計畫「自動鏟配

技術」之分項計畫主持人

及其分項計畫中之子計畫

「鏟花機構設計」、「鏟

配性能分析」主持人 

林博正 
共同主持人、子計畫主持

人 

擔任分項計畫「自動鏟配

技術」之子計畫「鏟配機

設計製造」 

劉建宏 

共同主持人、子計畫主持

人 

擔任分項計畫「五軸光學

量測校正」之子計畫「光

電訊號處理技術」、「多

軸同動校正系統誤差分

析」 

佘振華 

子計畫主持人 擔任分項計畫「五軸光學

量測校正」之子計畫「多

軸同動校正軟體設計」 

林瑞璋 
子計畫主持人 

擔任分項計畫「五軸光學

量測校正」之子計畫「模

組化與商品化」 

姬梁文 
子計畫主持人 

擔任分項計畫「五軸光學

量測校正」之子計畫「光

電訊號處理技術」 

李炳寅 
子計畫主持人 

擔任分項計畫「五軸光學

量測校正」之子計畫「模

組化與商品化」 



李政男 
協同研究人員 

項計畫中之子計畫「鏟花

機構設計」、「鏟配性能

分析」 

林忠民 
協同研究人員 

項計畫中之子計畫「鏟花

機構設計」、「鏟配性能

分析」 

沈金鐘 
子計畫主持人 

擔任分項計畫「自動鏟配

技術」之子計畫「系統整

合測試」 

李孟澤 
協同研究人員 

擔任分項計畫「自動鏟配

技術」之子計畫「系統整

合測試」 

林盛勇 
協同研究人員 

擔任分項計畫「五軸光學

量測校正」之子計畫「模

組化與商品化」 

2.研究團隊計劃：奈米國家型計劃【奈米光子晶體設備開發】 
 (執行時間：97.8.1 至 100.7.31 止) 

團隊成員 擔任職務 主要工作 

覺文郁 總主持人 

負責整合計畫之規畫、監

督、工作分配與進度控制

及分項計畫一「兩段式長

行程六自由度奈米級精密

機台系統設計開發」 

劉建宏 共同主持人 

負責分項計畫二：「多自

由度雷射干涉儀定位回授

控制、對焦調平與對準系

統開發」 

林博正 共同主持人 

分項計畫一「兩段式長行

程六自由度奈米級精密機

台系統設計開發」之機構

設計 

沈金鐘 共同主持人 

分項計畫二：「多自由度

雷射干涉儀定位回授控

制、對焦調平與對準系統

開發」之控制系統設計 

朱朝居 協同研究人員 
督導分項計畫三光機系統

組裝與介面整合的進度 

鄭坤銓 協同研究人員 
協助分項計畫三系統組裝

與調整工作 

陳志宇 協同研究人員 
協助分項計畫三聚焦伺服

控制、雷射功率控制工作



楊錦添 協同研究人員 
協助分項計畫三系統整合

工作 

鄭宗達 協同研究人員 
協助分項計畫三直寫驗證

工作 

林宏彝 協同研究人員 
計畫協調，製程模具與轉

印製程開 

周大鑫 協同研究人員 
協助電控軟體開發 

黃俊傑 協同研究人員 
計畫協調與實驗進行 

陳來毅 協同研究人員 
計畫協調與實驗進行 

陳順成 協同研究人員 
實驗進行 

3.研究團隊計劃：國科會整合型計劃【全電式奈米級連續壓印設備與製程技術之研發-總計 
畫：全電式奈米級連續壓印設備與製程技術之研發】 

 (執行時間：96.8.1 至 97.7.31 止) 

團隊成員 擔任職務 主要工作 

覺文郁 總主持人 

負責整合計畫之規畫、監

督、工作分配與進度控制

及子計畫一之規畫、工作

之指導及進度控制 

劉建宏 共同主持人 

子計畫二：「奈米轉印微

影技術之多自由度定位、

對準與調平量測技術開

發」 

曾憲中 共同主持人 
子計畫四：「奈米熱壓印

平台之加熱與多孔介質散

熱系統之技術開發」 

 
4.研究團隊計劃：國科會整合型計劃【全電式奈米級連續壓印設備與製程技術之研發子計 

畫一：全電式奈米級連續壓印平台之關鍵技術開發】 
(執行時間：96.8.1 至 97.7.31 止) 

團隊成員 擔任職務 主要工作 

覺文郁 總主持人 

負責整合計畫之規畫、監

督、工作分配與進度控制

及子計畫一之規畫、工作

之指導及進度控制 



劉建宏 共同主持人 

子計畫二：「奈米轉印微

影技術之多自由度定位、

對準與調平量測技術開

發」 

曾憲中 共同主持人 
子計畫四：「奈米熱壓印

平台之加熱與多孔介質散

熱系統之技術開發」 

 
5.研究團隊計劃：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線性滑軌靜動態多功能測試機(2/2)】 

(執行時間：97.1.1 至 97.12.31 止) 

團隊成員 擔任職務 主要工作 

覺文郁 總主持人 
負責整合計畫之規劃、監

督、工作分配與進度控制

劉建宏 共同主持人 
多功能線性滑軌檢測機機

光電檢測系統建構與設計

洪振益 共同主持人 
多功能線性滑軌檢測機熱

分析檢測系統建構 

林博正 共同主持人 
多功能線性滑軌檢測機結

構剛性分析 

謝文祥 共同主持人 
多功能線性滑軌檢測機動

態特性分析 

沈金鐘 共同主持人 
多功能線性滑軌檢測機

動、靜態控制模型切換技

術之建立 

銀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廠商 總規劃 

 
6.研究團隊計劃：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線性滑軌靜動態多功能測試機(1/2)】 
                                        (執行時間：96.1.1 至 96.12.31 止) 

團隊成員 擔任職務 主要工作 

覺文郁 總主持人 
負責整合計畫之規劃、監

督、工作分配與進度控制

劉建宏 共同主持人 
多功能線性滑軌檢測機機

光電檢測系統建構與設計

洪振益 共同主持人 
多功能線性滑軌檢測機熱

分析檢測系統建構 

林博正 共同主持人 
多功能線性滑軌檢測機結

構剛性分析 



謝文祥 共同主持人 
多功能線性滑軌檢測機動

態特性分析 

沈金鐘 共同主持人 
多功能線性滑軌檢測機

動、靜態控制模型切換技

術之建立 

銀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廠商 總規劃 

 
7.研究團隊計劃：國科會整合型計劃【提昇離心泵葉片五軸量測及加工精度系統整合與誤差

補償技術--總計畫：提昇離心泵葉片五軸量測及加工精度系統整合與誤差補償技術(3/3)】  
                                                       (執行時間：95/8-96/7 至止)  

團隊成員 擔任職務 主要工作 

覺文郁 總計劃主持人 機電光整合、量測 

曾憲中 子計畫主持人 熱流 

林盛勇 子計畫主持人 微細加工 

劉建宏 子計畫主持人 量測系統開發 

徐力弘 子計畫主持人 量測元件開發 

洪振益 子計畫主持人 設計 

 
8.研究團隊計劃：國科會整合型計劃【提昇離心泵葉片五軸量測及加工精度系統整合與誤差

補償技術--子計畫一：旋轉軸多自由度光學量測與補償技術之建立(3/3)】  
                                                    (執行時間：95/8-96/7 至止)  

團隊成員 擔任職務 主要工作 

覺文郁 總計劃主持人 機電光整合、量測 

曾憲中 子計畫主持人 熱流 

林盛勇 子計畫主持人 微細加工 

劉建宏 子計畫主持人 量測系統開發 

徐力弘 子計畫主持人 量測元件開發 



洪振益 子計畫主持人 設計 

 
9.研究團隊計劃：國科會奈米國家型科技計畫【奈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奈米國家型科技計

畫專題研究計畫: 奈米曲線加工與量測之系統化技術研究】 
                                                        (執行時間：93/8-96/7 至止)  

團隊成員 擔任職務 主要工作 

鄭友仁 總主持人 整合及磨潤 

林榮慶 共同主持人 奈米加工 

覺文郁 陳介力 共同主持人 平台設計製造平台控制 

 
10.研究團隊計劃：國科會整合型計劃【五軸奈米級測量機平台之研製(2/2)】  
                                                    (執行時間：95/8-96/7 至止)  

團隊成員 擔任職務 主要工作 

覺文郁 主持人 
平台系統架構之建立、測

試、校正、整合、實驗進

行及成果報告撰寫等。 

劉建宏 協同研究人員 
協助計畫執行、光學問題

解決等。 

沈金鐘 
協同研究人員 

協助計畫執行、控制問題

解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