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已繳資料查詢  

起迄年度： 93 年度 至 103 年度  

 

  核定年度 單位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編號 

1 100 空軍軍官學校電子系 郭德豐 
光電元件之研究,設計與製作(III) 

計畫編號:NSC 100-2221-E-013-001-  

2 100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電子

工程學系 
傅明宇 

混合式光纖光柵於折射率量測及感測器應用之研究 

計畫編號:NSC 100-2221-E-013-002-  

3 101 空軍軍官學校電子系 潘彥良 

一種計算上獲改進的最大活性死鎖控制政策於彈性製

造系統之研究 

計畫編號:NSC 101-2221-E-013-001-  

4 101 空軍軍官學校電子系 郭德豐 
多重障壁光電元件之研製 

計畫編號:NSC 101-2221-E-013-003-  

5 101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電子

工程學系 
傅明宇 

混合式光纖光柵於折射率量測及感測器應用之研究(Ⅱ) 

計畫編號:NSC 101-2221-E-013-002-  

6 101 空軍軍官學校通識中心 洪丞輝 
平行計算之有限體積法於多維度選擇權價值之應用 

計畫編號:NSC 101-2115-M-013-001-  

7 93 空軍軍官學校教學部 賈澤民 
垂直大氣結構對飛行體運作之研究(III) 

計畫編號:NSC 93-2623-7-013-001-  

8 93 空軍軍官學校數理系 郭錦煌 
區間值資料的簡單線性迴歸之估計與預測 

計畫編號:NSC 93-2118-M-013-001-  

9 93 
空軍軍官學校心理諮商

科 
程千芳 

飛航失事傾向人格特質之探討 

計畫編號:NSC 93-2212-E-013-002-  

10 93 
空軍軍官學校心理諮商

科 
趙淑美 

從意圖到行動：習飛歷程中自我調整學習策略的質性研

究 

計畫編號:NSC 93-2511-S-013-001-  

11 93 
空軍軍官學校心理諮商

科 
程千芳 

精進飛行員甄選心理測量工具之預測力研究 

計畫編號:NSC 93-2516-S-013-001-  

12 93 空軍軍官學校機械系 陳盛祺 

摩擦攪拌接合製程對輕量材料結合與調質之研究-子計

畫五：摩擦攪拌銲接進行輕金屬基合金及其複材之異質

接合研究(1/3) 

計畫編號:NSC 93-2216-E-013-001-  

13 93 空軍軍官學校電子系 郭德豐 
功能型之異質結構光電元件之研製 

計畫編號:NSC 93-2215-E-013-001-  

14 93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太空

工程學系 
魏欽益 

微型無人飛行載具之氣動力特性分析與研製(3/3) 

計畫編號:NSC 93-2212-E-013-001-  

15 93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太空 劉新舉 飛行員精神/體適能標準模式之建立與應用(II) 



工程學系 計畫編號:NSC 93-2212-E-013-006-  

16 93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電子

工程學系 
黃意勛 

容錯飛行控制之適應性平滑器設計 

計畫編號:NSC 93-2212-E-013-003-  

17 93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電子

工程學系 
謝正雄 

對歸向飛彈導引律之強健性能提昇 

計畫編號:NSC 93-2218-E-013-001-  

18 93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管理

系 
王心靈 

飛機維修之鉚接品質量測 

計畫編號:NSC 93-2212-E-013-004-  

19 93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管理

系 
崔海恩 

直昇機飛行障礙物識別、避讓與實地標示之研究（III） 

計畫編號:NSC 93-2212-E-013-005-  

20 93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管理

系 
張維君 

應用元件基礎與情節描述方法對系統建構所須需求規

格作正規化定義，再以進化論演算法作需求規格最佳化

演進之研究 

計畫編號:NSC 93-2218-E-013-002-  

21 93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管理

系 
吳清色 

L304(任務電腦)&EHSP(增強型高速處理器)系統發展視

覺化專案管理方法之研究與實作 

計畫編號:NSC 93-2623-7-013-002-  

22 94 
空軍軍官學校心理諮商

科 
程千芳 

精進飛航人為因素之教育與研究：航空心理學之應用

(1/2) 

計畫編號:NSC 94-2516-S-013-001-  

23 94 空軍軍官學校機械系 史堯年 
複眼觀測系統之光譜分析研究 

計畫編號:NSC 94-2215-E-013-001-  

24 94 空軍軍官學校機械系 陳盛祺 

摩擦攪拌接合製程對輕量材料結合與調質之研究-子計

畫五：摩擦攪拌銲接進行輕金屬基合金及其複材之異質

接合研究(2/3) 

計畫編號:NSC 94-2216-E-013-001-  

25 94 空軍軍官學校電子系 郭德豐 

新型之砷化鎵基底之高電子遷移率電晶體之設計與研

製 

計畫編號:NSC 94-2215-E-013-002-  

26 94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電子

工程學系 
傅明宇 

聲光調變超結構光纖光柵波長可調濾波器之研究 

計畫編號:NSC 94-2218-E-013-001-  

27 94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管理

系 
張維君 

應用進化論演算法對大型及複雜服務導向應用系統之

動態網路服務組合需求作最佳化演進之研究 

計畫編號:NSC 94-2213-E-013-001-  

28 94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管理

系 
王心靈 

7075-T73 鋁合金材料於本島氣候之銹蝕行為研究 

計畫編號:NSC 94-2623-7-013-001-  

29 94 空軍軍官學校通識中心 郭錦煌 

變異數不等且樣本數不等時二階段與單階段常態化全

域檢定法 

計畫編號:NSC 94-2118-M-013-001-  



30 95 
空軍軍官學校心理諮商

科 
陳上文 

心理動作能力與飛行技能學習之關係探討 

計畫編號:NSC 95-2511-S-013-001-  

31 95 空軍軍官學校機械系 陳盛祺 

摩擦攪拌接合製程對輕量材料結合與調質之研究-子計

畫五：摩擦攪拌銲接進行輕金屬基合金及其複材之異質

接合研究(3/3) 

計畫編號:NSC 95-2221-E-013-002-  

32 95 空軍軍官學校電子系 郭德豐 
新型之異質結構光電元件之設計與研製 

計畫編號:NSC 95-2221-E-013-004-  

33 95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太空

工程學系 
張政仁 

以微機電製程技術研製微 X 型熱線 

計畫編號:NSC 95-2221-E-013-001-  

34 95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電子

工程學系 
傅明宇 

雙聲光調變斜角布拉格光纖光柵高階模態耦合之研究 

計畫編號:NSC 95-2221-E-013-003-  

35 95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管理

系 
王心靈 

疊接材料在本島氣候之銹蝕行為研究 

計畫編號:NSC 95-2623-7-013-001-D  

36 95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管理

系 
崔海恩 

膠粒除漆對機翼蒙皮之疲勞影響研究 

計畫編號:NSC 95-2623-7-013-002-D  

37 95 空軍軍官學校通識中心 郭錦煌 
具偏態分配的均值單尾檢定 

計畫編號:NSC 95-2118-M-013-001-  

38 96 空軍軍官學校電子系 郭德豐 
異質結構光電元件之研究與製作 

計畫編號:NSC 96-2221-E-013-003-MY2  

39 96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電子

工程學系 
傅明宇 

利用蝕刻技術製造光子晶體長週期光纖光柵與其在感

測應用之研究 

計畫編號:NSC 96-2221-E-013-001-  

40 97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電子

工程學系 
傅明宇 

同時量測壓力與溫度光纖光柵感測器的研製 

計畫編號:NSC 97-2221-E-013-001-MY2  

41 97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管理

系 
王心靈 

以類神經網路評估鉚接製程之即時線上品質監控 

計畫編號:NSC 97-2221-E-013-002-  

42 98 空軍軍官學校電子系 郭德豐 
光電元件之研究,設計與製作(I) 

計畫編號:NSC 98-2221-E-013-001-  

43 99 空軍軍官學校電子系 郭德豐 
光電元件之研究,設計與製作(II) 

計畫編號:NSC 99-2221-E-013-003-  

44 99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太空

工程學系 
梁燕祝 

利用多模態外力負載辨識圓壓電板之孔洞與裂縫 

計畫編號:NSC 99-2221-E-013-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