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報告 (專書及專書論文)及技術報告 

C-1.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對切削中 CNC 工具機之動態性能校準儀器之建立與應用"(計畫

編號: NSC88-2212-E-150-005) 覺文郁, 1999 

C-2.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使用 L 型反射鏡以雙雷射干涉儀快速完整校正 CNC 工具機之架

構建立（計畫編號 NSC89-2212-E-150-005）覺文郁, 2000 年 

C-3.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建立雷射干涉儀檢測 CNC 工具機動態及靜態性能架構與其應用

（計畫編號 NSC89-2212-E-150-006）覺文郁,2000 年 

C-4.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提升圓形工件精度之研究-子計畫二:建立光學尺循軌連桿檢測數

值工具機之性能及應用(NSC89-2212-E-150-030) 覺文郁,2001 年 

C-5.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提升圓形工件精度之研究-總計畫, (NSC89-2212-E-150-028),(總計

畫共同主持人), 覺文郁,2001 年 

C-6.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建立雷射四象儀平板檢測電腦數值控制快速進給機具, (NSC 
89-2212-E- 150-037) 2001 年，覺文郁 

C-7.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提升高速工具機應用於切削模具及薄片精度研究-總計畫, (NSC 
90-2212-E- 150-018) (總計畫共同主持人) 2001 年,覺文郁 

C-8.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提升高速工具機應用於切削模具及薄片精度研究-子計畫二:精密

光電量測系統研製, (NSC 90-2212-E- 150-022) (子計畫共同主持人) 2001 年,覺文郁 

C-9.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提升高速工具機應用於切削模具及薄片精度研究-子計畫一(1/3):
建立檢測高速機具性能之量測系統 (NSC 90-2212-E- 150-024),計畫主持人 2001 年,覺
文郁 

C-10.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使用雷射都卜勒儀建立檢測 3D 數控機具性能系統 (NSC 
90-2212-E- 150-007),計畫主持人 2001 年,覺文郁 

C-11.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提升高速工具機應用於切削模具及薄片精度研究(2/3)─子計畫

一：建立檢測高速機具性能之量測系統 (NSC 91-2212-E- 150-008)，計畫主持人 2001
年,覺文郁 

C-12.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提升高速工具機應用於切削模具及薄片精度研究(1/3)─總計畫

(NSC 90-2212-E- 150-018),共同主持人 2001 年,覺文郁 

C-13.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提升高速工具機應用於切削模具及薄片精度研究(2/3)─總計畫

(NSC 91-2212-E- 150-013) 共同主持人 2001 年,覺文郁 

C-14.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建立檢測高精度數值工具機

之新光學尺量測系統 (NSC91-2622- E-150- 018- C3) 主持人 2003 年,覺文郁 

C-15.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 提升高速工具機應用於切削模具及薄片精度研究 (2/3) 
(NSC91-2212-E-150-011) 總計畫共同主持人 2003 年,覺文郁 

C-16. 國科會工程處尖端型研究計畫: 國科會跨領域專題研究計畫”工程處尖端型研究計畫:
奈米級兆位元資訊儲存等級關鍵工程技術系統化研究” (NSC91-2218-E-011-001) 共同



主持人 2003 年, 林榮慶、覺文郁等 

C-17. 機械固力學門暨自動化學門赴國外參訪研發機構, 2003 年結案成果報告,林榮慶、覺文

郁等 

C-18. 機械固力暨自動化學門研究規劃報告,林榮慶、覺文郁等, 2003 年 

C-19.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中部科學園區推動計畫:中部科學園區虎尾基地精密機械發展中

心之建立與發展(I) (NSC 92-2218-E-150-004) 總計畫主持人 2004 年,覺文郁 

C-20. 教育部結案成果報告: 精密機械技術研發中心成立及發展(I),總計畫主持人 2004 年,覺
文郁 

C-21.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 產學合作計畫：長行程奈米級精密平台研製 (1/3)  
92-2622-E-150-029,覺文郁 總計畫主持人 

C-22.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微 /奈米級工作平台之多自由度誤差檢測技術建立 (1/2) 
92-2212-E-150-007-,覺文郁 計畫主持人 

C-23.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提升高速工具機應用於切削模具及薄片精度研究(3/3)-子計畫

一：建立檢測高速機具性能之量測系統 92-2212-E-150-006-,  

C-24.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微 /奈米級工作平台之多自由度誤差檢測技術建立 (2/2) 
93-2212-E-150-007-,覺文郁 計畫主持人 

C-25.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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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軸多自由度光學量測與補償技術之建立(1/3) (NSC 93-2212-E- 150-001), 覺文郁 
子計畫主持人 

C-26.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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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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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SC 
93-2212-E- 150-001) 覺文郁 總計畫主持人 

C-27.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產學合作計畫：長行程奈米級精密平台研製(2/3),覺文郁 總計畫

主持人 

C-28.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五軸奈米級測量機平台之研製(1/2) (NSC 94-2212-E- 150-007) 
覺文郁 計畫主持人 

C-29.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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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軸多自由度光學量測與補償技術之建立(2/3) (NSC 94-2212-E-150-004), 覺文郁 子
計畫主持人 

C-30.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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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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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NSC 
94-2212-E-150-007) 覺文郁 總計畫主持人 

C-31.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產學合作計畫：長行程奈米級精密平台研製(3/3),覺文郁 總計畫

主持人 

C-32.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五軸奈米級測量機平台之研製(2/2) (NSC 95-2221-E-150-052-) 
覺文郁 計畫主持人 



C-33.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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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軸多自由度光學量測與補償技術之建立(3/3) (NSC 95-2221-E-150-055), 覺文郁 子
計畫主持人 

C-34.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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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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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NSC 
95-2221-E-150-059) 覺文郁 總計畫主持人 

C-35.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產學合作計畫：長行程奈米級精密平台研製(3/3),覺文郁 總計畫

主持人 

C-36.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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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 96-2628-E-150-007), 覺文郁 總計畫主持

人 

C-37.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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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 96-2628-E-150-006-), 覺文郁 子計畫主

持人 

C-38.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線性滑軌靜動態多功能測試機(1/2)(95-2221-E-150-052-), 覺文

郁 計畫主持人 

C-39.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光學式陣列應用於精密機械多自由度檢測技術之發展(1/3) (NSC 
96-2628-E-150-004-MY3) 

C-40.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線性滑軌靜動態多功能測試機(2/2)(97-2622-E-150-001-), 覺文

郁 計畫主持人 

C-41.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光學式陣列應用於精密機械多自由度檢測技術之發展(2/3) (NSC 
96-2628-E-150-004-MY3) 

C-42.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光學式陣列應用於精密機械多自由度檢測技術之發展(3/3) (NSC 
96-2628-E-150-004-MY3) 

C-43.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奈米光子晶體設備開發(1/3) (NSC 98-3114-M-150-001-), 覺文郁 
計畫主持人 

C-44. 學界科專計畫成果報告: 高精度工具機關鍵模組化技術開發計畫第一年(1/3), 覺文郁 
計畫主持人 

C-45. 國科會結案成果報告: 奈米光子晶體設備開發(2/3), 覺文郁 計畫主持人 
C-46. 學界科專計畫成果報告: 高精度工具機關鍵模組化技術開發計畫第二年(2/3), 覺文郁 

計畫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