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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資訊 

課程代碼 12N26C02 

課程中文名稱 模具加工技術 

課程英文名稱  Mol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學分數 3.0 

必選修 選修 

開課班級 夜四技自控三甲 夜四技自控三乙夜四技車輛三甲夜四技車輛三乙夜四技車

輛三丙 

任課教師 曾信智  

上課教室(時間) 週三第 12 節(K411) 

週三第 13 節(K411) 

週三第 14 節(K411) 

課程時數 3 

實習時數 0 

授課語言 1 華語 

授課語言 2  

輔導考照 1  

輔導考照 2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介紹各種模具加工加工技術以及相關基本原理、實際製程、機具、方

法等，涵蓋了模具加工加工概論、冶金與力學，並闡述各種模具加工的基本

概念及加工技術的特殊方法，並就常見的模具加工案例及應用進行討論 

先修科目或預備

能力 

N/A 

課程學習目標與

核心能力之對應 

※編號 , 中文課程學習目標 , 英文課程學習目標 , 對應系指標 

-------------------------------------------------------------------------------------- 

1.熟悉模具加工的原理與概念，並以數學為基礎探討其最佳化  , Being 

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 and concept of mold manufacturing, and realizing the 

optimal process based on mathematics , 1 工程知識 

2.能明瞭模具加工的圖表與意義  , Being able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charts, 

tables, and meanings of mold manufacturing , 2 設計實驗 

3.能規劃與設計模具加工的流程 , Being able to plan and design the flow and 

process of mold manufacturing , 3 實務技術 

4.能規劃與設計模具加工的流程 , Being able to plan and design the flow and 

process of mold manufacturing , 4 設計整合 

5.能規劃與設計模具加工的流程  , Being able to plan and design the flow and 

process of mold manufacturing , 5 溝通協調 

6.能規劃與設計模具加工的流程  , Being able to plan and design the flow and 

process of mold manufacturing , 6 熱誠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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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能規劃與設計模具加工的流程 , Being able to plan and design the flow and 

process of mold manufacturing , 7 社會關懷 

8.能閱讀模具加工的專業英文資料  , Being able to comprehend the technical 

data and papers in English , 12 外語能力 

中文課程大綱 1.模具加工的原理與概念  

2.瞭解鍛造、冲壓、輥軋、抽製、擠製等模具加工方法之原理、圖表與意義，

並探討其最佳化 

3.特種金屬的模具加工 

4.瞭解非鐵材料的模具加之原理、圖表與意義，並探討其最佳化 

  

 

  

  

  

  

  

  

  

  

  

  

 

英/日文課程大綱 1. Mold processing principle and concepts； 

2. Learn about the principle and table meaning of mold processingmethods, 

including forging, stamping, rolling, pumping, and extrusion. Then, discus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rocessing parameters； 

3. Mold processing for special metals； 

4.Learn about the principle and table meaning of mold processing for non-ferrous 

materials. Then, discus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rocessing parameters. 

 

課程進度表 第 1～2 週：模具製造原理與概論； 

第 3～4 週：模具材料選用及熱處理； 

第 5～8 週：模具加工技術與實務應用與平時考； 

第 9 週：期中考； 

第 10～14 週：模具特殊加工方法與實務應用； 

第 15～18 週：精密模具製造技術、案例講解討論、平時考與期末分組報告。 

 

教學方式與評量

方法 

※課程學習目標 , 教學方式 , 評量方式 

-------------------------------------------------------------- 

熟悉模具加工的原理與概念，並以數學為基礎探討其最佳化  , 課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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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 日常表現 

能明瞭模具加工的圖表與意義  , 課堂講授 , 日常表現 

能規劃與設計模具加工的流程 , 課堂講授 , 日常表現 

能規劃與設計模具加工的流程 , 課堂講授 , 筆試 

能規劃與設計模具加工的流程  , 課堂講授 , 筆試 

能規劃與設計模具加工的流程  , 課堂講授 , 筆試 

能規劃與設計模具加工的流程 , 課堂講授 , 口頭報告 

能閱讀模具加工的專業英文資料  , 課堂講授 , 日常表現 

指定用書 書名：自編教材及其相關參考資料 

作者： 

書局： 

年份： 

ISBN： 

版本： 

參考書籍 (1)模具概論，王肇祥著，全威圖書公司，97/2/29/ISBN978-957-8955-75-2。 

(2)塑膠模具設計學-理論、實務、製圖、設計，張永彥編著，全華圖書公司，

2011，ISBN978-957-21-6933-9，第四版。 

(3)蘇品書譯著，特殊加工-復漢出版設，1989。 

(4)張浮明等編譯，非傳統加工-高立科技圖書公司，2008。 

(5)王先逵編譯，精密機械加工原理-高立圖書公司，2007。 

(6)材料與熱處理實務應用，ISBN 978-957-21-9647-2；塑膠射出原理與實務應

用，ISBN 978-957-21-9203-0 與複合螺旋研拋技術與原理，ISBN 

978-957-21-9204-7 自編教材及其相關參考資料。 

 

教學軟體 教學影片。 

課程規範 1.請自備筆記；2.請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非法影印，

以免觸犯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3.期末分組報告(每組 1-2 位同學，口頭報告

時間 7-8 分鐘，ppt 電子檔請同學上傳到 Flip，報告題目以上課內容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