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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CAM 整合實務與基礎理論之創新教學 

 

一. 本文 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在過去五年間畢業的同學，進入機械的職場後，常常接收業界廠商的回饋訊

息，例如繪圖證照很多，但交代的案子卻無法完成，軟體與硬體間無法整合，對於

職場應具備的基本的解決問題能力也沒有，產生過去以來積習已久，為人詬病的學

用落差的教育通病，因此我們歸納過去之教學常常遇到之問題有: 

 
1. 未能仔細研讀 2D 工程圖或是 2.5D 圖甚至是 3D 圖形(解圖能力不足)。 
2. 工法之選擇錯誤(欠缺實務)。 
3. 未能仔細的計算切削參數而導致加工後工件表面過於粗糙(工作與應付考試觀念

混淆)。 
4. 過度切削導致工件之幾何形狀不符合工作圖之要求(欠缺實際練習)。 
5. 加工時對於外型銑削，槽孔銑削之錯誤的操作(欠缺專業知識與練習)。 
 
因此，提出計畫來模擬真實的機械工作情境的一個訓練計劃，提供的真實的工作場

地、專業的多維軟體、經驗豐富的專業師資，教授學生在學習中遭遇挫折，在教學

上引導學生改善學習過程，遭遇到的問題能思考解決，能為學生帶來成就感與自信

心，提升教學成效及精進學生的技術實作能力，研究計畫訂定一套新的教學流程，

其規劃如圖 1 所示。為強化學生理論與實務之連結，引進業界專家，透過業師協同

或結合產學合作等做中學的課程，培養學生將所學知識轉化為實務技能之能力，提

升學生實務應用的專業技能及就業前準備，以減少學用落差。本課程將引進業師協

同教學，將業師之經驗能夠傳承給同學們，同時業師在巨集 Macro 程式指令的教學

更是能夠表現出 CNC 數值控制加工之精神，如此一來更是能夠為同學們在機械製造

的技術領域之程度有相當大的幫助。使得同學們在大四全學年校外實習增加實習機

會及未來在就業職場上競爭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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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創新教學流程圖 

2.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1).1993年，張充鑫[1]利用自行銑製不同幾何形狀的中碳鋼刀把，鎖上刀片磨削各

種角度後，並經TiCN塗層處理，TiN塗層處理及未塗層處理等三種方式以車削中碳

鋼來做比較。結果顯示，經塗層處理的SWC車刀比未塗層處理的SWC車刀要好，切

削力電流消耗值及工件表面粗度值也較低而塗層處理Ti CN的車刀其切削力及電流

消耗值比塗層處理TiN的車刀低，但以加工表面租度來比較，塗層處理TiC的SWC車

刀效果較佳。文中提出金屬切削領域中，有20%至30%屬於車削加工，為了達成加工

的經濟性與高產能需求，選擇最佳的刀具幾何形狀，進而調整切削速率及進給量等，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 

(2).2000 年 R. Baptista 等二人[2]分析在三軸與五軸工具機加工複雜曲面時，五軸加

工機加工後的成品擁有較好的表面粗糙度，且切削參數中的進給率對於表面粗糙度

的影響較小。 

(3).2005 年 Tsu-Kong Hsu[3] 等人對 AISI H13 鋼材進行硬車削實驗，並以不同形狀

之氮化硼(CBN) 刀具、工件硬度、進給率、切削速度，探討每個因素對工件表面粗

糙度的影響，並得知刀具幾何、工件硬度、進給率、切削速度是影響表面粗糙度的

重要因子。並提出影響切削力的重要因子是切削速度、工件硬度和刀具幾何形狀及

硬度。 

(4).2007 年 J. Paulo Davim 等二人[4]利用陶瓷刀具對冷作工具鋼(HRC 60)進行車削

加  工，並以統計學中的變異數分析法探討工件表面粗糙度、刀具磨耗、切削力與

切削參數之關係。結果指出影響工件表面粗糙度的主要因素是切削進給率與切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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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影響刀具磨耗之重要因素則是切削速度，另外影響切削力則是進給率。在 2011

年，林焰福[5]  提出良好的斷屑槽也能減少切削力，增進加工效果。2013，陳政宇

[6]針對 SCM415 合金鋼，以硬質合金、CVD 鍍層、金屬陶瓷等三種刀具，在 CNC

車床上進行車削實驗，對刀具磨耗、車削斷屑狀態及工件表面粗糙度等有關材料切

削性之探討，以找出最適當之切削條件。 

3.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1. 強化識圖能力。 

2. 增加實作。 

3. 縮短學用落差，增加分析能力。 

4. 增加實際練習時數。 

5. 補強專業知識與練習。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針對本計畫的執行選定三門課程作為創新教學研究之方法課程規劃分別為表一、數

值控制加工進階實習(一)，表二、，表三、及以工業界的工作流程作為教學規劃流

程如圖二、教學設計與規劃流程圖所示。課程規劃場域如圖三所示，課程實施紀錄

如表二所示，參與計畫同學採分組分工合作方式進行，分為四組每組作業分為設

計、上機、報告等三大作業指標分組及分工內容如表三所示，除了課堂之外計畫主

持人也要求同學們要利用課後時間加強作業的輔導課後輔導規劃表如表四所示。評

分標準如表五所示。 

開課系所(中心)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

系 
授課教師 郭順奇 

課程名稱 數值控制加工進階實習(一) 

授課時數 4 學分數 3 

■日間部 □進修部 □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通識科目 ■專業科目 ■必修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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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數值控制加工進階實習(一)課程規劃表 

CATIA CAM
電腦輔助製造

CATIA 
CAD/CAM

設計/製造整合

轉NC CODE

CNC銑床實習
業師 Macro 
巨集程式指令

2.5D，3D
工件成品完成

製造變更

設計變更

工件量測
三次元量測儀

CMM
表面粗糙度儀

CATIA CAD
電腦輔助設計

 

圖二、教學設計與規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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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課程規劃場域圖 

 

表二、數值控制加工進階實習(一)課程實施紀錄 

數值控制
加工進階
實習課程

場域

電腦輔
助繪圖
教室

CNC機械
加工實
習工廠

精密量
測實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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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數值控制加工進階實習(一)分組分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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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輔導課後輔導規劃表 

 

評分方式 百分比% 

團隊合作 20% 

投入時間 20% 

設計 20% 

製造 20% 

成果報告 20% 

表五、評分標準表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教學過程邀請業師協同教學增加同學們對於工業界的工作標準見解如圖四、圖

五、圖六所示，同時也要求同學們對於學習的成效進行驗收如圖七所示。對於

學習的成效進行成果報告如圖八所示。工作件的成果展示如圖九所示。除了上

課之外也帶領同學們參加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賽 CNC 銑床職類競賽如

圖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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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業師協同教學            圖五、業師協同教學 

  

     圖六、業師協同教學             圖七、同學上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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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學習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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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工作件成果 

 
圖十、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賽 CNC 銑床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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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 

因技職體系的學生們對於理論課程興趣缺缺，較喜歡動手實作課程，但若以傳

統的填鴨式教學，適得其反，因此設計一套引導式的教學方式適性楊才以鼓勵

代替責罵，反覆操作增加經驗提升信心，增加證照通過率，多參加校外競賽，

國際競賽，增加校外學習的機會，提升職場競爭力。 

 

(3) 學生學習回饋 

同學們對於學習成效之調查如表六所示 

 

 
表六、學習成效調查表 

 

5.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感謝教育部支持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執行，使得技職體系的同學們有更多的

工具，切削刀具，材料…..資源，在錯誤中學習成長，同學們在反向的學習

過程中了解各種  規範的制定及意義。也希望未來可以再申請到更多的耗材

費幫助同學們學習，為我們國家工業培育下一代的發展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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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Appendix (請勿超過 10 頁) 

業師協同教學之教材如下列附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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