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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產業界所需機械工程師工程圖能力內涵 

壹、 產業界應用電腦輔助製圖現況探討 

近年來產業界為因應電腦化所帶來的競爭壓力與儲存空間的縮小需

求，不論在設計研發或產品製造的過程中，對於縮短設計流程、產品生命

週期的掌握、製程的控管等各項作業，已大都改採用 2D/3D CAD系統當繪

圖工具，進行產品之設計與開發，並進而直接導入 CAM(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e)來進行模具之製作與生產。根據工研院機械所市場部在民國

88年對國內已使用 CAD/CAM的 48家模具廠所作的調查發現，有 88%的

模具廠平均每日操作 CAD/CAM的時間超過 4小時，其中有 59%超過 8小

時，顯示使用頻率非常高。因此，產業界在電腦自動化的過程中，大量應

用電腦設備與各類繪圖軟體來完成更精確且更有效率的工作也就不足為

奇。 

「日經 CG」是日本發行的電腦圖形專業雜誌，曾經做過一項有關電腦

圖形技術應用的調查，報告中指出：將有超過 80%的設計師使用 3D CAD

系統作為設計工具(黃銘智，2000)。CADALyst 專欄作家也是 CAD 專家

Robert Anderson在其發表文章中作了兩件啟示性的預測。他認為設計公司

及設計者會著力在使用 CAD來改善及管理設計的成效，到 2005年設計者

除了需要更好的 CAD技能外，更必須擁有透過 Internet與其他同僚分享技

術及共同完成一張設計圖的能力與技術。而在 2000年以後設計者及設計公

司的最大挑戰之一便是更多的教育訓練。(Robert Anderson，2000) 

根據電腦繪圖與設計雜誌（CADesigner）在 1998 年 4 月號第 1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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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CAM/CG 產業使用者現況調查報告中顯示，CAD 在各種相關產業中

使用概況分述如下：（CADesigner編輯部，1998） 

一、機械業：佔 52﹪。 

二、建築業：佔 24﹪。 

三、電子業：佔 12﹪。 

四、影像動畫類：佔 6﹪。 

五、其它：佔 6﹪。 

在近幾年來，因應國內製造產業對 CAD/CAM的需求，國內 CAD/CAM

技術市場快速成長，值得注意的是當國內產業界被問及使用 CAD/CAM的

最大障礙時，則發現人員培訓不易、缺乏訓練，佔有極大的比率。現階段

教育體系一直未及早規劃開設相關之完整教育訓練課程，導致目前此項技

術人才嚴重不足。(王炎原等，2000) 

康鳳梅指出，國內機械加工業者對於 3D實體模組電腦輔助設計與繪圖

軟體，需求日漸增加，且著重於 CAD與電腦輔助製造(CAM)及電腦輔助工

程(CAE)整合，加速產業升級與自動化。(康鳳梅等，2002) 

由上可知，在機械工程領域中使用 CAD之成果效益獲得肯定，因而廣

泛被採用。在電腦科技日新月異的趨勢下，有效運用可用資源成為各企業

爭取生產時間及成本之最佳利器。因此工程師不僅需要具備製圖與識圖之

能力，亦須對近年發展之電腦輔助製圖詳加熟練。 

 

貳、 產業界所需的工程圖相關專業能力 

由於產業界廣泛運用電腦以及自動化，對於相關的機械從業人員，使

用電腦軟體快速且有效率地繪製工程圖的專業能力也就成為必備條件。機

械產業界應用電腦輔助設計製圖所從事之圖面處理工作主要可分為 2D 平



 11

面圖、立體分解系統圖及 3D彩現圖等；其中 2D平面圖又可分 2D平面零

件加工圖與 2D 平面組合圖等兩種，是目前產業界使用率最高的圖面表現

方式；立體分解系統圖常用於產品組裝表現或將其觀念應用在物料管理

上，此種圖示已有逐漸取代 2D平面組合圖的趨勢；3D彩現圖主要用於產

品發展與模擬，目前所佔使用率雖然較低，但因應未來產業設計與產品表

現的需求將逐漸受到重視。(康鳳梅，1998) 

工程圖應用於機械上之圖示為機械工程圖或機械製圖，康鳳梅與簡慶

郎(2001)在產業界應用電腦輔助機械製圖的概況分析中認為，建構電腦輔

助機械製圖技術人力所需之能力目錄，共計一般製圖、專業製圖及電腦操

作三部份，而一般工作圖項目又可分為零件圖、組合圖與立體系統圖等三

類。經發展其能力項目有幾何圖形繪製、正投影視圖繪製、剖視圖繪製、

輔助視圖繪製、尺度與精度、標準元件表示法、標準元件規範查閱與應用、

實物測繪及工作圖、工作圖判讀、立體分解系統圖及熔接與鉚接圖、管路

圖、展開圖、液氣壓迴路圖與製圖軟體系統之運用、三度（3D）空間製圖

等計十五項，並經認知理論分析得其知識項目一般製圖項目四十七項、專

業製圖項目十六項及電腦操作項目十八項，共計八十一項知識項目。且電

腦輔助機械製圖技術人力除了應具備電腦軟硬體操作能力外，其能力目錄

與傳統機械製圖能力目錄相同;又專業製圖項目，隨各產業特性不同，須視

產業之設備和需求適當的增減所需之能力目錄，但是從事專業製圖工作，

其對一般製圖項目所需能力目錄應是不可或缺的。 

在許多利用 CAD系統的公司中，多企盼其所屬擔任製圖的員工能夠具

備：（吳天方，1988） 

一、 良好的製圖技巧、過程和應用的知識與技術。 

二、 良好的工作習慣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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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具有使用電腦的經驗，是一個正式專業的使用者，而非一位程式

設計師。 

四、 對任何一套 CAD系統有一練習的主要方向。 

隨著整個科技發展與生產型態的轉變，以及為了迎接二十一世紀高科

技時代的來臨，因應發展亞太營運中心及加入國際經貿組織（WTO）所造

成的影響，政府除了應該加強目前技術人員之專業能力外，更應積極培訓

專業的自動化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促進產業升級。（周文漢，1999） 

因此，機械產業界所需機械工程師培育除了應具備電腦軟硬體操作能

力之外，更應該同時注重機械製圖相關知識與能力的配合。換言之，應透

過課程的實施以達成學生相關能力的培育，對於工程圖學基本原理運用以

及製圖工具之使用能有純熟的訓練。 

 

 

第二節  大學機械工程系工程圖學與電腦輔助製圖      

課程內涵探討 

壹、 工程圖學的課程內涵 

產品的形成均由對一產品產生概念，有了概念後將其以圖形表示。在

機械產品中須先繪製成工作圖，工程圖學便是設計者從初始概念到最後工

作圖產生設計的首要媒介，亦是設計概念的基本工具(康鳳梅，2003)。 

工程圖學是以工程圖為研究對象，包含了工程設計中的投影理論基礎

和各種設計方法。經過長期的工程與教學實踐，該課程從純粹介紹工程繪

圖技能演變成系統的課程體系，成為工程設計領域不可缺少的專業基礎課

程。從內容組成上看，工程圖學包括畫法幾何和機械製圖兩部分，前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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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影幾何為核心，後者則是以圖樣表達為中心，兩部分內容相輔相成。(肖

立峰，2002) 

工程圖學從過去到現在都與工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機械、模具、

自動控制、汽車、電機、電子等各種元件的設計、製圖、加工、品管檢驗

及機器裝配，甚至使用操作說明書等，都需要製圖人員將圖面正確的依各

行業使用目的來繪製（康鳳梅、劉紀嘉，1993）；而設計人員將構想、設計

或規劃予以具體化，亦須透過圖面的正確表達，始能將其理念具體化，甚

至於彼此間的溝通，都需藉助圖面來達成。因此機械工程圖可說是機械產

業製造加工的原動力，有效率而正確的圖面表現是產業界亟切的需求。機

械製圖猶如欲寫出一篇好文章或開車走一段路，而輸入中文字或開車則是

工具的操作，欲達到目的，一定要有相關的知識與能力配合(康鳳梅、戴文

雄，1998)。 

在工程圖學課程之學習中，物體的正投影視圖常被視為學好各種相關

製圖如剖視圖、工作圖、交線、展開等之先備條件，亦即欲繪好正確的工

程圖、正投影原理之應用，視圖的正確選擇與繪製，加上尺度的標註，適

當的表面符號標註，公差配合的選用，及各項註解，才能正確無誤的詮釋

工程圖的含意。因此，學生在拿到一個物體時，能否正確決定表達該物體

形狀的視圖，包括視圖的選擇，尺度的標註，實為首要之務，接著又能正

確應用正投影原理，逐一將視圖繪製出來，就成了工程圖學課程教學之重

點進度了。 

在大專院校機械工程系的課程，工程圖學是一年級必修的課程。其學

習內容依中外書籍(王輔春等, 2002、Earle, 2001、French, 1990)歸納其內容

為製圖用具之使用、線條與字法、幾何作圖、正投影視圖、輔助視圖、剖

視圖、尺度標註、立體圖、公差與配合、表面符號、螺紋與結件、工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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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圖、齒輪、彈簧、凸輪、軸承、交線與展開圖、管路圖等。其中製圖

用具的使用、線條與字法及幾何作圖是繪圖的基本能力；正投影視圖、輔

助視圖、剖視圖、立體圖、交線圖均用來表達產品的形狀；尺度標註、公

差與配合、表面符號、工作圖、展開圖、熔接圖等是用來表達產品的製造；

螺紋與結件、齒輪、彈簧、凸輪、軸承等為常用零件規格化並加以運用。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針對就讀大學機械工程系的學生，大都來自於高

中學校，在就讀大學之前，大部分尚未經過製圖相關課程的訓練，更不用

提到製圖或識圖能力、或者是機件功能辨識能力。因此在工程圖學方面，

必須從其最基本的觀念著手，循序漸進，方可獲致較佳的學習成果。 

 

貳、 電腦輔助製圖的課程內涵 

電腦輔助製圖(CAD)是工程設計小組利用電腦軟硬體來繪製工程圖。要

有效的應用必須對工程圖有基本的概念以及經過電腦製圖軟體(software)程

式的訓練。(Frederick E.Giesecke ..et al., 2000) 

電腦圖學於 1950 年在美國開始發展，3D 曲線及曲面的應用軟體也於

1960年代在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開始研發。1973年我國開始引入 CAD技術。

根據 1998年電腦繪圖與設計雜誌(CADesigner)發表 CAD/CAM/CG產業使

用現況調查報告發現機械業佔 52%、建築業佔 24%、電子業佔 12%、影像

動畫佔 6%、其他則佔 6%。由此可見電腦輔助製圖已成為目前機械業最重

要且最普遍的知識。 

工程圖是產業界對於任何產品在研發設計、生產製造及品管銷售等過

程中最主要的依據之一，工程圖的表現方式由傳統的徒手畫、儀器畫，隨

著電腦科技在硬體與軟體研發的迅速進步，電腦輔助製圖也逐漸普及，而

成為工程製圖的重要能力；產業界在推展自動化的過程中，則大量應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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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設備與各類推陳出新的專業製圖套裝軟體，以達成精確與效率製圖的目

的。(康鳳梅、簡慶郎，2001) 

根據中洲工專莊錦賜副教授 1998年的研究報告指出：一位 CAD/CAM

技術人員應具備的 CAD方面素養包含有檔案管理能力、繪圖機印表機維護

能力、幾何繪圖能力、圖形編修能力、圖元資料查詢能力、建構曲面能力、

曲面編修能力等。 

根據康鳳梅與戴文雄兩位教授(1998)研究中指出電腦製圖工作需要具

備的能力應包含兩方面共 50 項能力。機械製圖能力方面包含有：幾何作

圖、繪製正投影視圖、繪製剖視圖、繪製輔助視圖、繪製立體圖、標註尺

度、標註表面符號、標註公差與配合、標註表面處理、繪製標準零件、描

繪形狀、量測尺度、填寫零件表、填寫更改欄、填寫標題欄及查閱參考資

料等 16項；而關於電腦軟硬體操作方面則應包含有：使用 CAD系統、操

作輸入設備、使用所需求的軟體程式、操作輸出設備印表機或繪圖機、格

式化磁碟片、產生新圖檔、建立繪圖新環境、使用網格、了解座標顯示、

使用底稿設定、建購幾何圖形、使用抓點模式、使用線上求助、使用編輯

指令、使用建構編輯指令、使用視景指令、了解圖元性質、使用圖層、使

用字型及字、使用中文系統、使用尺度標註、使用標準機件及符號庫、使

用查詢指令、使用群組技術、儲存檔案、使用等角圖及立體系統圖、使用

UCS 功能、使用 3D 繪圖、使用顯示指令、檔案維護及備分、資料轉換及

壓縮等 34項。 

電腦輔助製圖因近年來電腦設備不斷推陳出新，以往無法處理的龐大

資料均可以等比級數增加的電腦處理速度以及各式功能的電腦軟體來處

理，因此不僅在平面的工程圖繪製上可以電腦輔助製圖來增加繪製效率，

在 3D 立體空間的運用上也可逐漸看出電腦輔助製圖的功能強大之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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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僅在教學的課程內涵中，亦須加入最新的運用工具介紹以使學生能了

解時勢所趨並加以運用。 

 

參、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工程圖學與電腦輔助製圖課程比較 

一、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教學目標調查 

有鑒於目前教育政策更新，許多技術學院逐漸發展成為科技

大學，一般招收高中生的普通大學學生在就讀專業課程之前並無

有關工程圖課程之訓練，在短短的大學四年內如何有效地教導學

生在機械工程系獲得未來就業必備的知識與技能，是各學校必須

注重的重要課題。 

由於大學與高職、專科學校有所不同，注重的是其自主性以

及學術性，因此在課程規劃與訂定方面各校亦均有不同。但歸納

各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之教育目標，大部分都是配合目前科技發

展，以訓練優良工程師為目的，茲將各大學機械工程系之教育目

標列表如表 2-1所示。 

由表中可以看出，大學機械工程系為因應現今科技進步發

達，以及產業界的需要，紛紛調整其教學目標及教學內容以符合

時勢潮流，甚至於更改系名，而非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產業工業

科系。目前的工業趨勢走向為微機電技術、奈微米技術、精密加

工、生產自動化等等，也可以從以上各學校科系的教學目標中發

現課程教學事實上與產業走向息息相關，為使學生能迅速投入職

場，明確的教學目標與完整的課程規劃可謂是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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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教育目標(資料來源：各學系網站) 

校科系 教育目標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主張「創新、設計與造物是機械工程師的天職與特權」，並以「If 

we dream it ， we can make it 」的理念，倡導努力創造，勤於

動手實作驗證的造物教育，以務實的態度，完整的學程規劃與豐

富、活潑的授課內容和方式，誘導同學養成手腦並用的習慣，培

養其成為具備基本造物能力與知識的工程人才。 

大葉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

程學系 

台灣機械產業的微型化與精密化，是目前技術發展的最迫切需

求。據此本系所擬定先進機械與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方向，包括機

電自動化、微機電與智慧型材料結構、精密設計與製造、能源科

技、先進運輸工具等五個重點。此發展重點皆屬目標導向，需在

材料、結構力學、熱流、控制、自動化、資訊及光電等各研究領

域作整合，配合產業之發展模式。以整合的研究取向來突破傳統

機械的發展瓶頸，如此才能設計、分析、製造、組合、測試與驗

證具高精密度的精密機械及零組件。本所的成立，乃是透過對台

灣工業現況與未來發展的深入瞭解，提出整合之先進機械技術為

工業升級的關鍵，並以此為本所的研究領域。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現今我國正處於工業技術升格之轉變時期，為配合國家需求並參

酌本身的條件，本系所選擇政府在「科學技術發展方案」中所訂，

現階段國家重點科技發展項目中之「生產自動化」、「能源節約、

開發與管理」與「微機電」作為本系所發展重點。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本系的發展以配合國內機械工業升級的需求，培養一流機械專才

為職志。秉此，本系設有：材料、熱流、電子與控制、及實習工

廠等相關教學實驗室，使學生有實作之經驗，而能理論與實務相

互驗證。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研究、教學及輔導並重。研究為教學之基礎，以培養學生成為具

有專業素養、敬業樂群及人格健全的工程人才。 

註：表中學校以校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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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教育目標(續) 

校科系 教育目標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落實本土化專業基礎教育的教學與研究，支援國內中小企業產

業。 

2.著重應用科學與工程科技之應用，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 

3. 培育通才，通識及具高度專業化技術之彈性人才。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本系以培育優秀的機械工程應用與研究人才，同時以發展先進工

程技術為目標。在人才培育方面，著重於基礎研究能力之培養；

在發展工程技術方面，著重於整合性工程應用技術之開發。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為迎合超世代及傳統產業轉型、新興產業崛起之趨勢，本系所訂

定之教育目標如下︰培養學術基礎與實務應用兼具之機械與航

太相關工程人才。傳授基礎與進階性跨領域或整合性工程知識，

以為前瞻性尖端產業之學術研發及應用科技播種。提供多元學習

管道，以培育具備獨立思考、判斷及多元訓練能力之高科技技術

人力。強化產學合作並推廣在職進修，以協助提昇國內高科技產

業之技術水準。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以配合國家機械工業之發展，培養優秀之機械工程師為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以培養機械製造與設計人才為目標。系內開設的專業課程包括製

造、設計、熱傳工程、流體力學、固体力學和控制等領域。近幾

年，為配合國內精密機械之發展與把握亞太製造中心之契機，規

劃有機電整合學程，參與本校製造自動化相關學程設備之規劃；

並且進一步強化能源系統與防火工程、精密加工與微製造、微機

電系統、控制以及半導體製程方面的研究發展計畫。 

註：表中學校以校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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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教育目標(續) 

校科系 教育目標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加強學生們與整個世界溝通的能力訓練。2.配合時代的潮流，

加強了精密機械，奈微米技術，光電科技，資訊與機電整合，能

源科學及生物科技方面的學程。3.加強基礎科學的教育，以讓學

子們能應付將來變化日益迅速的社會。4.強調創造與發明的教

育，希望學子們能以創造來提高價值，並領導社會。5.培養學子

的國際觀與管理觀。6.鼓勵學子們不斷的學習，以掌握時代的動

脈。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本系之教育宗旨，在於培養理論與實務均衡發展的優秀機械工程

專業人才。特別注重工程倫理的教育及「勤勞樸實」與「追根究

底」工程素養的培養。另外本系也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及國際學術

交流，以期促進國家機械工業的升級。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機械工程為工業之母，是提升工業水準的關鍵性領域，也是推展

國家經濟建設的策略性重點。本系教育的目的在培養有發展潛力

的機械工程師，以配合國家經濟建設與提升工業水準的需要。基

於這個理想，我們正努力建立一個理想的求學環境，使青年學子

之高尚品格與專業知識獲得同步之成長。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學系 

本系歷年來為培育國內機械工業發展所需之人才，教學方面向以

理論與實務並重，尤以流體動力控制之教學、研究及對外開設講

習班，斐然有成。目前為配合新世代精密機械領域的發展，正以

電腦輔助工程整合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朝向「強化電腦輔助

與多媒體教學研究設備」、「研發智能設計系統」、「發展微/奈米

尖端機械技術」、「致力液氣壓機電整合技術」、「提升熱流教學設

備計畫」及「強化智能化精密製造教學」等教學及研究目標發展。

註：表中學校以校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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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教育目標(續) 

校科系 教育目標 

華梵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培育結合機械、電子、電機、光電、電腦等跨領域知識，進行

技術創新的「機電光整合」人才。 

2.發展整合性的「精密機電」研究領域，培養完整工程概念與分

析實作能力的高科技人才。 

3.指導多元化吸收不同領域的知識，培育重視人文關懷的科技人

才。 

義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理論的教學與實驗，輔以實務課程，並強調電腦應用技術、

自動控制與系統整合。使本系學生能結合機械、電腦、控制技術

及相關領域，成為優秀機械人才。教學以理論與實驗(習)並重，

鼓勵教師指導學生從事兼具實用性及學術性之研究。期使學生能

知行合一、手腦並用，畢業後能學以致用且能勝任其工作。 

註：表中學校以校名筆劃排序 

 

二、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工程圖學相關課程調查 

在二十一世紀資訊科技突飛猛進的社會中，電腦已成為人人

必備的一項生活能力，故在資訊教育的教學上，應強調的是教導

學生適當與有效的運用電腦科技來獲取、組織、與運用資訊，使

電腦成為生活與學習的一部份。因此，如何帶領學生騁馳在資訊

的高速公路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實施電腦資訊教育融入各

科教學實為刻不容緩的議題。(崔夢萍，2000) 

工程圖學或圖學為機械工程科目之基礎科目，不論機械分支

出的設計、製造、熱流、控制、固力等分組，均無一不使用到工

程圖來溝通協調，因此課程規劃首要就必須從基礎科目的工程圖

學相關課程著手。茲將台灣目前所有大學的機械工程系開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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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圖學相關之課程，綜合整理列表如表 2-2，表中資料經電話訪

談、網路搜尋等方式做一基礎調查，並加以整理而成。 

為使資料能清楚呈現，其中課程類別分為圖學類課程、電腦

輔助製圖類課程、以及進階圖學類課程。圖學類課程中包括工業

素描、工程圖學、圖學與視覺、圖學等基礎科目；電腦輔助製圖

類課程中包括電腦輔助製圖、基本電腦繪圖、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電腦圖學、電輔工程圖學、電腦繪圖等電腦應用科目；進階圖學

類課程包括計算機圖學、機構設計製圖、機械化、電腦圖形學、

機械製圖、機械設計製圖、電腦繪圖學、電腦繪圖程式設計等進

階圖學運用課程。 

在圖學類課程方面，調查的 20個校科系中，均有開設此類課

程，且均為大一必修課程。在電腦輔助製圖課程方面，有 7 個學

校列為必修，10 個學校列為選修，開授時間則為大二或大三，大

部份以一個學期課程來安排。在進階圖學類課程中，則因各校科

系之課程安排規劃以及著重方向不同而異，大部分還是仍保有傳

統的機械畫課程，另以工程製圖、計算機圖學、及電腦繪圖學等

課程為主。 

由此可以看出，工程圖學均為各大學機械工程系之必修科

目，並且由於其基本觀念之重要性，均排在一年級甫入學即開始

學習訓練之；而電腦輔助製圖科目也因逐漸受到產業及學界之重

視，已有部分學校將其列為必修科目，並且通常安排於工程圖學

學習後之階段教授。有些學校雖無電腦輔助製圖之規劃，卻可於

其工程圖學課程教學大綱中發現電腦輔助製圖課程之內涵；惟其

並未經過詳細之課程整合，僅為在同一課程中分別教授兩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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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課程進度內容是否能夠相互銜接，以及學生是否能夠從中吸

收融會貫通，實有詳加探討之必要。 

表 2-2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開設工程圖學相關課程表(依校名筆劃排序) 

校系名 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 必選修 開設時間 學分

圖學類課程 工業素描 必 大一上下 
1 

1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輔助製圖 必 大一上下 

1 

1 

機構設計製圖 必 大三上下 1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計算機圖學 選  3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 必 大一上 1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輔助繪圖 必 大一下 1 

機械畫 必 大二上 1 

大葉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電腦圖形學 選 大四上 3 

圖學類課程 圖學與視覺 必 大一 2 

基本電腦繪圖 必 大二 2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選 大三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電腦圖學導論 選 大四  



 23

表 2-2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開設工程圖學相關課程表(續) 

校系名 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 必選修 開設時間 學分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 必 大一上 2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圖學 選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機械製圖 必 大二上下 

1 

1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一二 必 大一上下 
1 

1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機械設計製圖 必 大三上 3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 必 大一上 2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輔助製圖 必 大一下 2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 必 大一上下 
1 

1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機械畫 必 大三下 1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機設製圖 必 大四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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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開設工程圖學相關課程表(續) 

校系名 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 必選修 開設時間 學分

圖學類課程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輔工程圖學 必 大二上下 

2 

2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機設製圖 必 大四上下 

1 

1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一二 必 大一上下 
2 

2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輔助繪圖 選 大二 3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 必 大一 2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機械繪圖 選  3 

機械畫 必 大二 2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幾何模型與電腦 

繪圖 
選  3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 必 大一上下 
2 

2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選  2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電腦繪圖學 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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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開設工程圖學相關課程表(續) 

校系名 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 必選修 開設時間 學分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 必 大一 2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輔助繪圖 選 大二 3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輪機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機械畫與機械畫 

實習 
必 大一 2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上下 必 大一上下 
1 

1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選 大二上 2 

機械設計製圖 選 大三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計算機圖學 選 大三上 3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 必 大一上下 
1 

2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機械畫 必 大二上下 
1 

1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計算機圖學 選 大三 3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 必 大一上下 
2 

2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機械製圖 選 大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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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開設工程圖學相關課程表(續) 

校系名 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 必選修 開設時間 學分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 必 大一 2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機械畫 必 大二 2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 必 大一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繪圖 必 大二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機械畫 必 大二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 必 大一上下 
1 

1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輔助繪圖 選 大一下 2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

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機械畫 必 大二上 1 

圖學類課程 工程圖學一二 必 大一上下 
1 

1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機械畫 必 大二下 2 

華梵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計算機圖學 選 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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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大學機械工程系開設工程圖學相關課程表(續) 

校系名 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 必選修 開設時間 學分

圖學類課程 圖學 必 大一上 2 

電腦輔助製

圖類課程 
電腦輔助繪圖 選 大三上 3 

機械畫 必 大一下 2 

義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進階圖學類

課程 電腦繪圖程式設計 選 大三下 3 

 

 

第三節  整合工程圖學與電腦輔助製圖課程之探討 

壹、 課程整合的意義和方式 

一、 課程整合的意義 

方德隆(2001)提出課程統整不僅是重新安排學習計劃的方

法，更應具有以下多重的意義： 

(一) 課程統整不但是課程的一種組織形態，也是一種教育理

念。 

(二) 課程統整應該是有意義的課程整合。 

(三) 課程統整是可以跨時空的。 

(四) 課程統整包括知識、經驗與社會的統整。 

 

二、 課程整合的原理 

依據Mason(1996)的研究，課程整合具有下列各項原理：(張清

濱，1997) 

(一) 發展心理學及認知心理學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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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發展心理學及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個體面對某種觀

念時，如能與其他的觀念發生聯結，則學習效果最好。建構

主義的學習論也指出：當資訊植入有意義的情境中，提供多

元的呈現方式及應用譬喻和類比，並給予學生學習的機會，

以衍生與個人有關的問題時，就能產生充分的學習(Brooks & 

Brooks,1993)。個體建構的知識是以其整體的經驗背景為基礎

的。因此，學生的先驗知識及其塑造成型的獨特方式就成為

課程組織的基礎。  

(二) 社會文化的觀點  

當今學校的課程，有些顯得落伍，不能符合學生的需求、

興趣與能力。顯然學校課程缺乏關聯性，無法提供有意義的

聯結，蓋因學生所學的與現實世界的本質產生脫節的現象。

其結果是學生產生不滿、冷淡的情緒與失敗。要解決現實世

界所遭遇的問題，就需要各種學科的知識與技能。  

根據整合課程學者的研究，參與此類課程的學生對於學

校課業更為積極、主動，學習效果也就隨之增加(Grady,1994)。  

(三) 學習動機的觀點  

整合課程不強調死記內容而著重課程要素的相互關聯性

(interconnectedness)以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研究顯示：學生

大都尋求發展並展示其才華的機會。整合式及探究式課程可

培養有意義的知識技能，也增進學生的自我效能及學習動

機，蓋因整合課程環繞在學生挑出的主題、問題上探討。學

生自行選擇主題可增進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動機(Stipek,1993)。  

(四) 教育學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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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許多課程都在教導學生一些支離破碎的觀念、資

訊、程序及技巧等，無法鼓舞學生主動參與學習。教育家們

也無法希望課程能包羅萬象，涵蓋課程的精髓。Wiggins(1989)

即主張教育家們應摒棄在複雜社會裡，萬事萬物皆可教的想

法。他認為學校課程應著重在提供學生能導致奮發求學的內

在經驗，並激發學生批判反省及深入的能力。科際整合的主

題單元教學即可提供學生產生了解的機會。  

(五) 科學、技學與社會的整合課程(STS)  

Hansen & Olson(1996)認為科學、技學與社會的整合課程

可以導正學校智育掛帥的偏失，提升道德的層次，適應真實

所衍生的問題。  

整合型的科學課程與教學採取主題的取向(a thematic 

orientation)，以同一類似的方法，結合有關學科的知識。科

學、技學與社會的整合課程係以三者之間的關係為基礎，作

為課程與教學的核心。它強調全體學生的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而非僅培養少數未來的物理學家、化學家及生物學

家(Hansen & Olson,1996)。  

科學教育應著重現實世界的問題與經驗。Klafki(1991)認

為社會的基本問題都應以教育的觀點來看待。即使難以教育

的方法去解決，也要引導科學教育注重真實世界的經驗。  

課程設計方面要特別考慮技術層面在科學教育上的問

題，並注重實際的行動。社會關係如技術的創造與運用，就

成為教學的核心。技術的重視使科學教育的價值層面，顯得

更為重要。科學、技術、人文的結合使科學教育更趨於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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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世界的問題，在許多方面，息息相關。科學、技學、社

會的整合課程著重在理念、人及傳統學科之間的關係，尤其

強調人性的關係。  

 

三、 課程整合的方式 

課程整合應依課程的內容、學習過程及技能作各科目的調

整。Relan & Kmston(1991)提出三種課程整合的方式，即多重式的

學 科 整 合 (multidisciplinary) 、 交 互 作 用 式 的 學 科 整 合

(interdisciplinary)及轉換式的學科整合(transdisciplinary)。Vars(1991)

則以核心課程的設計方式做課程的整合，這種方式以不同科目的

教師，共同設計某一主題，討論此一主題所應包含的科目內涵，

而形成一新的科目。 

課程整合的方式很多，Fogarty(1991)將其整理為十種課程整合

的模式，並舉例說明其意義，如表 2-3，從這些課程整合方式，課

程設計者可根據課程的性質，選擇適用的方式，從事課程整合的

工作。 

表 2-3 課程整合的模式(Fogarty，1991) 

課程整合模式 圖示 

分裂式 Fragmented  

內容： 傳統區分不同科目，整合成一大的學科。 

舉例： Teacher applies this view in Math, Science, Social Studies, 

Language arts OR Sciences, Humanities, Fine and 

Practic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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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課程整合的模式(續) 

課程整合模式 圖示 

連接式 Connected  

內容： 學科間科目內容，由主題對主題、概念對概念連接而成。 

舉例： Teacher relates the concept of fractions to decimals, which 

in turn relates to money, grades, etc. 
 

巢狀式 Nested  

內容： 學科內的多重內涵，如社會技能、思考技能、特定技能。 

舉例： Teacher designs the unit on photosynthesis to target 

consensus seeking, sequencing, and plant life cycle. 
 

順序式 Sequenced  

內容： 將研究的主題或單元整理，排列其順序。 

舉例： English teacher presents a historical novel depicting a 

particular period while the History teacher teaches that 

same period. 

 

分配式 Shared  

內容： 兩科目之概念具重疊之組織要素。 

舉例： Science and Math teachers use data collection, charting, and 

graphing as shared concepts that can be team-taught. 
 

網狀式Webbed  

內容： 一主題具較多內涵，由許多概念形成。 

舉例： Teacher presents a simple topical theme, such as the circus, 

and webs it to other subject areas. 
 

線狀式 Threaded  

內容： 不同科目之內容形成一系列 

舉例： Teaching staff targets prediction in Reading, Math, and 

Science while Social Studies teacher targets forecasting 

current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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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課程整合的模式(續) 

課程整合模式 圖示 

整合式 Integrated  

內容： 科目之間將主題、概念配合起來。 

舉例： In Math, Science, Social Studies, Fine Arts, etc. teachers 

look for patterning models and approach content through 

these patterns. 

 

融入式 Immersed  

內容： 科目內涵變成另科目之一部份。 

舉例： Student or doctoral candidate has an area of expert interest 

and sees all learning through that lens. 
 

網路式 Networked  

內容： 不同科目，包含不同之內涵，但各科之間構成連接。 

舉例： Architect, while adapting the CAD/CAM technology for 

design, networks with programmers and expands her 

knowledge base. 

 

 

Standard Times(1995)提議進行課程統整時應顧及學生的需

要，包括學生的價值觀、文化、經驗等。此外，他也提出以下的

策略，以提高學習者在學習時的主動性： 

一、 結合普及和獨特的內容。 

二、 集中探討與學習者有關的價值、文化及工作經驗。 

三、 創造有助「學習及知識轉移」的情境。 

四、 反映知識的複雜性及在日常生活的應用。 

綜合以上所言，課程改革是課程發展整體過程中的重要歷

程，以大學學程言，應以培訓學生專業知識能力為導向，配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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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進步而隨時更新演進。而課程整合是課程改革的一種方式，能

使課程達到最大的學習效用，以符合目前及未來的需求。本研究

將採用融入式(immersed)的課程整合模式，將電腦輔助製圖課程的

工具使用融入工程圖學的基本概念主題，如此兩者優點將可加以

運用，相互補正其缺點，期能符合產業職場需求，學生學習亦可

獲得最大效益。 

 

貳、 工程圖學與電腦輔助製圖課程 

繪製電腦製圖的圖形也跟紙本繪圖一樣的概念。主要的區分在於用電

腦螢幕代替紙張，以及電腦製圖軟體可以畫線畫的比多數製圖員手繪要來

的快且準確。工程圖不論是用儀器或電腦繪出，是製造物品時所依據的詳

細指示。工程圖必須提供有關形狀、大小、材料、加工(finish)、以及有時

製造過程中要求的資訊。(Frederick E.Giesecke ..et al., 2000) 

工程圖學的學習與電腦技術的結合點，主要體現在電腦繪圖軟體的使

用上。這些軟體對各種圖形的表現是以電腦圖學來作理論基礎的。但作為

軟體的使用者，並不需要了解圖形算法的實際方法，只需要了解繪圖功能

是如何輔助表達工程圖學。所以，真正掌握了工程圖學的內容，才能更了

解繪圖功能如何設定，並活用這些功用。(肖立峰，2002) 

根據康鳳梅、戴文雄以實際訪談、問卷調查、專家座談及以 Delphi

（1998）、DACUM（1999）等方式進行之研究分析所建構出產業界所需

CAMD(Computer Aided Mechanical Design)之能力目錄；經整合歸納得如圖

2-1所示，含有一般製圖、專業製圖及電腦操作等工作項目，而一般製圖又

可分為零件圖、組合圖與立體分解系統圖等三類。 

康鳳梅、簡慶郎(2001)在報告中指出，由於電腦輔助機械製圖除需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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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的能力外，尚需有電腦軟硬體操作能力；電腦輔助機械製圖能力目錄

應有之十五項主要能力項目，經認知理論分析其次要能力項目計得八十一

項，表 2-4 至表 2-6 分別為一般製圖、專業製圖及電腦操作之主要能力項

目及次要能力項目。 

工程圖學與電腦輔助製圖所使用的繪圖觀念應相同，並無因繪製工具

不同而有所差異，如同現今電子郵件與傳統信件包裹仍各因需求不同而無

法彼此取代一般，不應將兩種課程的概念有所區隔，運用的原理是一樣的，

殊途而同歸。 

目前工程圖學的教學仍是以手工繪圖為主，因此將手工繪圖與電腦輔

助製圖作製圖工具上的比較。必須認清的一點是，電腦繪圖與手工繪圖一

樣，只是繪製工程圖的一種工具或方法，所以，在學習時，注意不要本末

倒置，以為掌握了有關電腦繪圖軟體就解決了問題，其實，要真正應用好

電腦繪圖軟體，必須掌握工程圖表達的有關規則；同樣，熟練使用電腦繪

圖軟體也可以通過操作實行，提高對工程設計的理解。…通過電腦的繪製，

可以直接幫助我們了解空間形體的組成和表達。(肖立峰，2002) 

工程圖的表現方式，隨著輔助工具的改進更新，已由傳統徒手畫、儀

器畫，進而發展到電腦輔助設計製圖。而電腦輔助設計製圖的普及化，更

使該項繪製方式，成為工程圖學課程中日趨重要的教學課題。(康鳳梅，簡

慶郎，2000) 

在產業界製圖工作逐漸以電腦及製圖軟體來取代傳統製圖工具之際，

電腦軟硬體只是一種製圖工具的應用，在使用 CAD時，更須要具備基本的

製圖與識圖能力，才能發揮其更強大的功能（康鳳梅，1999），而國外亦有

論述提及「CAD是現代製圖的一種，而傳統的工程設計及製圖能力仍是有

效且必需」，並述及「CAD 使製圖更有生產力，但電腦不能單獨完成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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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須由設計者或製圖員使用電腦，才能使工程圖之繪製更精確及更有

效率」（Addision，1988）。 

 

 

 
 

                     (資料來源：康鳳梅、簡慶郎，2001) 

 

表 2-4  CAMD中一般製圖所需之主要能力項目與次要能力項目 

(資料來源：康鳳梅、簡慶郎，2001) 

主要能力—職責 次 要 能 力  —  任 務 

應用幾何圖形繪製 
1.繪圖基本用具之使用 
3.應用幾何圖形繪製 

2.字法書寫與線法繪製 
4.圖框、標題欄繪製 

正投影視圖繪製 

1.認識正投影原理繪圖基本用
具之使用 

3.習用表示法之應用幾何圖形
繪製 

2.正投影視圖表現 
 
4.徒手畫 

剖視圖繪製 
1.剖視圖的原理 
3.剖視圖習用表示法 

2.剖面的種類 

 

零
件
圖 

組
合
圖 

立
體
分
解
系
統
圖

電 腦 操 作專 業 製 圖一 般 製 圖

CAMD之能力目錄

圖 2-1、電腦輔助機械製圖之能力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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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CAMD中一般製圖所需之主要能力項目與次要能力項目(續) 

主要能力—職責 次 要 能 力  —  任 務  

輔助視圖繪製 
1.輔助視圖的原理 
3.單斜面輔助視圖的畫法 

2.單斜面輔助視圖 

尺度與精度 

1.尺度之判讀及換算 
3.尺度標註與註解 
5.標註表面符號 
7.標註幾何公差 
9.檢驗規畫 

2.尺度標註 
4.瞭解加工方式與製程 
6.標註公差配合 
8.標註硬度 

標準元件表示法及

其規範查閱與應 
用 

1.螺紋的種類與畫法 
3.螺紋結件的種類與畫法 
5.螺帽、墊圈與防鬆裝置 
7.鍵、銷與扣環的畫法 
9.軸聯結器之繪製及標示法 
11.離合器之繪製及標示法 

2.軸承之繪製及標示法 
4.帶輪之繪製及標示法 
6.鏈輪之繪製及標示法 
8.齒輪之繪製及標示法 
10.凸輪之繪製及標示法 
12.彈簧之繪製及標示法 

實物測繪及工作圖 

1.機構零件的拆卸與裝配 
3.材料認識、研判、應用及表示
5.工作圖的內涵 
7.機件之測繪 

2.量測儀器使用與校正 
4.表面處理認識標示 
6.實物測繪技巧 
8.機構的測繪 

工作圖判讀 1.零件圖之判讀 2.組合圖之判讀 
立體分解系統圖 1.等角投影圖繪製 2.立體分解系統圖繪製 

 

表 2-5  CAMD中專業製圖所需之主要能力項目與次要能力項目 

(資料來源：康鳳梅、簡慶郎，2001) 

主要能力—職責 次 要 能 力  —  任 務  

熔接與鉚接圖 1.熔接符號與鉚接符號繪製 2.熔接與鉚接工作圖繪製 

管路圖 
1.管之種類 
3.閥之種類及繪製 
5.管路立體圖繪製 

2.管定義及畫法 
4.管路平面圖繪製 

展開圖 
1.柱體面展開圖繪製 
3.曲球面展開圖繪製 

2.錐體面展開圖繪製 
4.相貫兩直立柱之展開圖繪製 

液氣壓迴路圖 
1.認識液氣壓元件 
3.液壓迴路圖繪製 
5.氣壓迴路圖繪製 

2.液壓符號繪製 
4.氣壓符號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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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CAMD中電腦操作所需之主要能力項目與次要能力項目 

(資料來源：康鳳梅、簡慶郎，2001) 
主要能力—職責 

(Functions) 
次要能力  —  任務  ( Ta s k ) 

製圖軟體系統之運

用 
1.電腦在製圖上的應用 
3.電腦製圖週邊設備之設定 
5.直線圖形繪製 
7.視圖繪製 
9.圖形量測 

2.電腦製圖軟硬體需求 
4.圖框之繪製 
6.圓的圖形繪製 
8.圖檔管理 

三度（3D）空間製
圖 

1.三度空間觀念之建立 
 
3. 3D工件實體圖繪製 
5.曲面繪製及工件薄殼之建立 
7.3D工件合併 
9.3D工件的彩現 

2.三度空間製圖所用軟體基本
功能介紹 

4. 3D工件產生 2D視圖 
6. 3D工件組立 
8. 3D系統圖 

 

近年來，電腦科技突飛猛進，尤以個人電腦硬體及軟體之進展，足以

擔負製圖工作所需。並且，在硬體一直昇級，軟體一直跟著改進，但價格

卻一直減降下，使得大部分工廠，在繪製工作圖時，多已利用個人電腦及

繪圖軟體來取代傳統的製圖工具。因此，一般大眾甚至一些學校的老師、

學生都認為現在有電腦可以繪圖，只要學會操作電腦螢幕上幾個指令，就

可以在螢幕上出現一張時髦又壯觀的圖，如再配上好的繪圖機( Plotter)或

列表機(Pinter)，這張圖也會在幾分鐘內畫在紙上。所以，辛苦學習機械製

圖，已不是必需。以日常生活經驗而言，簡單的例子很多，如學會輸入電

腦中文字，仍得認識字，仍得修習作文，才能寫出好文章。同樣，學會開

車，即使能前進、後退、左轉、右轉，仍然要知道到達目的地的路走怎樣

走的。機械製圖猶如欲寫出一篇好文章或開車走一段路，而輸入中文字或

開車則是工具的操作，欲達到目的，一定要有相關的知識與能力配合(康鳳

梅、戴文雄，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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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工程圖學與電腦輔助製圖的相異特性應有以下幾點： 

一、 觀念、思維及規劃能力之培養：由於工程圖學較須耗費時間來繪

製，在繪製每個圖形前均需再經過思考，並須在繪製前對整個圖

面有前置規劃，因此在觀念、思維及規劃能力培養方面均能較電

腦輔助製圖完整，這也是工程圖學被視為必修科目的主要原因。 

二、 圖形投影觀念及圖形辨識能力：電腦繪圖因由程式控制，部分投

影圖形可自動產生，對於圖形投影及辨識能力方面工程圖學將較

佔優勢。 

三、 修改、編輯：電腦輔助製圖利用電腦來編輯或複製舊有檔案，利

用設備直接印製工程圖，並可作圖形合併與重複使用的功能；工

程圖學利用手工製圖每編輯新的圖，必須從頭開始，在修改圖樣

方面則較簡單。 

四、 繪製時間：由於一些繁瑣的計算可以交由程式處理，電腦輔助製

圖將節省較多的時間。 

 

參、 工程圖學與電腦輔助製圖的關聯性 

近年來，隨著電腦技術的迅速發展，工程圖的繪製方法也產生了巨大

的變化。電腦繪圖已經對傳統手工繪圖方法產生了猛烈的衝擊，並對工程

圖學的內容體系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工程圖學正成為工程設計與自動化

的重要基礎，過去長年累月繪製的圖紙，現在只需要幾天、幾小時、乃至

於幾十分鐘即可完成，使設計人員的精力能更用於創造性的構思上。 

從當前國內外科技生產的發展形式，以及近來國內社會人才需求看，

電腦輔助繪圖技術已是目前工科學生必須掌握好的基本內容。現代工程圖

學的內容也將越來越多的電腦繪圖思想和內容融入進去，同時，由於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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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介入，工程圖學與其他學科領域的聯繫也大大地加強。(肖立峰，

2002) 

一些研究發現遍佈全美國的工業及商業都把 CAD整合在生產線上，傳

統製圖員使用 CAD系統所增加的生產力約為原來的 20倍。面對課程必須

重新整合的趨勢，傳統的課程就應重新作適切的改善與調整，並將 CAD與

工程圖學加以整合。 

康鳳梅等(2002)在其文章中提到：由於電腦的普及與順應時勢所需，機

械產業為了提高工作效率，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費，選擇以電腦製圖軟體

來取代傳統的手工製圖，已經是必然的趨勢，使用 CAD 軟體製圖有何優

點，綜合分析為： 

一、 簡化繪圖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傳統手工製圖必須準備各種製圖工具，如筆、尺、紙張等，

由於準備工作較為繁複，配置妥當之後才能開始工作；而使用電

腦輔助製圖只須在個人電腦系統安裝 CAD軟體，即能開始進行製

圖，節省大量的準備時間。 

二、 改善傳統手工製圖修改不易的缺點 

透用 CAD軟體可以建立圖形資料庫，方便設計者可以隨時針

對圖形修改或設計變更，修改資料庫內的相關資料；亦可以很方

便對做任何圖形做複製、旋轉、平移、陣列等編輯工作。 

三、 圖檔資料正確性高，且圖形輸出更為美觀 

製圖中，可以利用 CAD提供的抓點模式繪製精確度相當高的

圖形，當繪製完成後可連線至列表機或繪圖機輸出美觀整齊的圖

形，其便利性與美觀性遠勝於傳統手工製圖。 

四、 圖檔資料保存與管理更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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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手工製圖圖紙保存及管理上都有相當大的困難，不僅大

費周章且成效不佳，反觀若使用 CAD可以利用數位式電子資料存

檔，不但儲存容易，管理也方便，並可以省下大量的人、事、物

料等成本，但須注意的是圖檔必須另作備份，以防檔案毀損或誤

殺。 

五、 可配合其他圖形編輯軟體，強化視覺效果 

由於 CAD 軟體本身即具備 2D 及 3D 製圖功能，使用者除了

可從中擇一使用之外，更可搭配其它 3D繪圖軟體使用。因此當使

用 CAD完成 2D圖面之後，使用者可以依實際需求轉換至其它 3D

軟體做零件外觀實體彩現，或動態模擬展現，以便了解整個機構

運動方式及零件加工流程。 

六、 與 CAD/CAM整合，可達成自動化 

傳統手工製圖，現場工作人員必須依據工作圖面，選用材料

並安排加工程序，送上生產線加工。在這整個過程中，設計人員

與現場工作人員可能會發生非預期上溝通錯誤，加工程序可能出

現問題，因此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出現錯誤的機率相當高。反觀若

透過 CAD/CAM 的整合，只要給予正確的 CAD 設計資料傳送至

CAM模組，直接轉換 NC碼，進行一次加工程序模擬，確認加工

無誤後即可進行大量生產，這樣的整合流程，不僅使錯誤的發生

機率大大降低，而且因為整個流程的簡化，更提高了工作效率及

減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當然給予正確 CAD設計資料則須傳統手

工製圖的工程圖學概念。 

電腦製圖軟體無法完全取代基本的工程圖學知識需求。操作電腦製圖

系統需要大量的訓練。較新的電腦製圖系統會比較人性化，卻不能過高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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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周全評估檔案以及慎密的決定十分地重要。有些學生或許會認為電腦

製圖軟體可以替代繪圖知識，事實上並非如此。雖然電腦製圖使得繪圖更

加簡單，卻無法取代熟練的繪圖員繪圖的基本知識。現今是改以電腦製圖

軟體為工具。不過在傳統儀器畫和電腦畫中，繪製和測量直線、圓等的基

本概念依舊不變。 (Frederick E.Giesecke ..et al.,2000) 

Fong-Mei Kang與 Davie W.S. Tai (1999)強調「因產業界自動化，工廠

大都使用 CAD來繪製工程圖，但傳統製圖觀念在以電腦輔助製圖時，一直

是不可缺少的基本觀念」。整個電腦製圖所需，仍然以工程圖學能力為基

礎，配合各項電腦硬體的操控能力以及電腦軟體之製圖操作，始可發揮電

腦製圖的功能與長處。換句話說，要用電腦繪製工程圖，工程圖學的觀念

與技能是不可或缺的。 

許泰元(1994)也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把 CAD整合到製圖課程中，常

犯了太過於重視 CAD 軟體而忽略課程總目標的錯誤。CAD 在與傳統手工

製圖整合時，必須使教學內容及教學過程作改變，因此我們會考慮到一些

問題，如：應該再教線條的粗細和字法嗎，製圖板是不是多餘的，CAD課

程應該安排在什麼時候教呢…等等問題，根據上述這些問題，課程在改變

時，需注意下列三個陷阱： 

一、 CAD 軟體已被設計來完成更寬廣的製圖工作，其中包括 2D 平面

圖、3D立體圖、實體模型、以及有限元素分析等。在廣泛的應用

中，他們有的可能適用，也有的可能不適合被包含在工程圖學課

程中。因此工程圖學相關課程的教師必須在 CAD系統的各種指令

中選擇所需的能力，並整合這些能力以達成課程一致的目標。 

二、 在很多傳統工業上，已將電腦製圖整合到生產工程及設計過程

中，而使用 CAD的人要具備作工程師、設計師、製圖員或描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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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背景與教育。CAD 是現代製圖的一種，而傳統的工程設計

及製圖能力仍是有效且必須。CAD 使製圖更有生產力，電腦不能

單獨完成製圖的工作，而需由設計者或製圖員使用電腦，才可使

工程圖之繪製更靈活、更精確，故 CAD是傳統製圖工作的自動化。

在這快速變遷的工業社會中，絕對需要透過各種管道與工業保持

密切聯繫，使教學與雇主的實際需求完全一致。 

三、 製圖教學中，有些直接使用 CAD，可使學習更有效率；但有些則

是需要在製圖板上學習建立實體的空間觀念，再轉到 CAD上。因

此對課程整合的整體課程目標及目的而言，每個課程最初且最主

要的基礎課程，應該多加保留與學習。 

國外學者 Becker(1998)對「CAD 的教學內容及教學策略」的研究結論

為： 

一、 在現今的製圖課程中 CAD與傳統製圖是互補的關係。 

二、 在製圖的過程中，不論是工程圖學、CAD 教學、或兩者同時教，

基本的製圖要項都是必須要教的。 

三、 專家們對可廣泛應用 CAD技能在教學中的課程項目，認為應多使

用 CAD 為製圖的工具，而對 CAD 技能在教學中使用具有較多限

制的課程項目，則認為多使用傳統的製圖。 

四、 無論傳統講述教學、示範教學、討論教學、問題解決教學，只要

教學者適當地應用在 CAD 教學的過程中，對 CAD 教學都很有效

益。 

五、 CAD教學應強調觀念及方法(Know-how)，而不是自動化操作技能

的培養。 

由此可知，工程圖學不論科技如何演進，快速改變，其基本觀念仍舊



 43

不變，不能忽視其重要地位；電腦輔助製圖則可以提高製圖的效率，提供

講求時間就是金錢的產業解決問題的最佳工具，兩者實是缺一不可。 

 

肆、 整合工程圖學與電腦輔助製圖課程模式的目標 

工程圖學主要目的在於教授繪製工程圖的基本概念與方法，並以傳統

手工製圖訓練學生製圖與識圖的能力；電腦輔助製圖則為有別於傳統手工

繪圖方法的製圖工具，主要目的在熟練軟體指令迅速正確的繪製出工程

圖。本研究希望藉由整合工程圖學與電腦輔助課程，達到下列目標： 

一、 藉由電腦的 2D/3D 繪圖軟體提昇學生的空間能力，在工程圖學課

程中的學習過程縮短繪圖的時間，並對於圖學概念及繪製方法有

迅速的體驗及了解。 

二、 以電腦輔助製圖(CAD)系統來取代工程圖學中萬能繪圖儀繪製水

平、垂直、斜線、圓……等手繪時費時費力之功能，更使 CAD中

之平移、複製、鏡射、旋轉、縮放、插入……等功能融入工程圖

學中，使製圖達到正確、快速、美觀與清晰之效用。 

三、 使用電腦輔助製圖與設計系統，需要具有良好製圖與識圖能力的

人，才能發揮其強大的功能。希望能夠藉著課程整合使得工程圖

學與電腦輔助製圖相輔相成，達到最大的學習效益。 

 

第四節  模組化的理論與實踐 

壹、 模組化的意義與特色 

一、 何謂模組化 

課程設計可以分成很多的獨立的小單元，這些獨立的小單元

即是「模組」（module 或 Modular）。從一個涵蓋許多單元的大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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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選取所需的各個單元項目以達到其要求的進度及目標即為

模組化。 

二、 模組化的特色 

模組可以視為一個主題式教學素材，其中包括一些相關「子

問題」的探討，可因教學目標、時間而做取捨（可以為資料閱讀，

或是實驗活動等。），因此不用「大單元教學」的名稱（語意含有

一個完整單元的意思），而以較鬆散的名詞「模組」來代替。因此，

模組可以有下列特性： 

(一) 學習的時間為數小時的小學習單元； 

(二) 含數種學習資料，評量資料及活動設計； 

(三) 學習活動包含個別學習及集體學習； 

(四) 可由教師及學生自行建立學習計劃； 

(五) 可以適應個別差異編製課程。 

針對課程模組化方面，朱元祥與蒲介珉(2000)在其模組化課程

相關研究論述中提及利用模組，有下列優點：  

(一) 學生不必轉系即可依其興趣、性向跨系選修專業學程。

跨群模組甚至可讓學生跨院（群）選修學程，極富彈性。  

(二) 基礎長期學程屬於通識、理論或基礎能力性質，該課

程不會因為時間的轉變而需要有太大的修訂，但短期專

業學程可因應職場變動而抽取掉原有課程或增加新課

程，以符合職場的需求。  

(三) 共同必修課程的師資可以依學程聘任，不必再限於由各

系聘任，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 

貳、 模組化課程的相關研究與應用 



 45

美國有關模組化課程的研究早已展開。1976 年，紐約州教育部、康乃

爾研究發展機構（Cornel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以及河

岸研究機構（Riverside Research Institute）共同合作進行兩階段的職業教育

發展計畫（Comprehensive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for Occupational 

Education in New York State，1976）。第一階段是關於職業教育模組化課程

的設計、實施，以及評鑑的方案籌畫，第二階段則是課程的測試施行。該

方案研究結果顯示，全州性的職業教育課程改革已展開，且已提供技術性

支援，促使改革系統發展與實施具有制式化的方法和程度，而模組套裝課

程應用於自動化機械師和辦公室辦事員的訓練計畫，也已進行試驗性的研

究，以檢試模組的品質與成效。  

1992 年於美國華盛頓特區即舉行了一場探討模組取向課程設計的國際

研討會（Modular Training System and Strategies: An International Meeting ，

1992）。出席該研討會的國家包括美國、澳洲、丹麥、荷蘭、蘇格蘭等五個

國家，研討主題圍繞在國家技能標準（national skills standards）及模組訓練

系統。其中澳洲國家訓練委員會（National Training Board）提出職業課程

的改進焦點為：依據國家技能標準，將零散的模組課程發展為模組系統，

使學生透過一連串相近主題的學習機會，改變學生的進步情形。荷蘭也提

出初級職業訓練新課程模式的模組化設計，丹麥則是探討有關成人職業教

育的模組化課程。  

模組化課程設計方式現今有相當多的大專院校採用，美國加州州立綜

合科技大學（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即是一例。該綜合科

技大學在六個學院之下各分有若干學程，學程即是由模組所構成

（http://www.calpoly.edu），在學校強調「做中學」的教育理念之下，模組

化課程設計更能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模組化課程的應用將使大專院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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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邁向更具彈性化、多元化。 

蔣乃平(1999)提到，在教材編寫的思路和框架上應結合國情抓住模組化

教材的精髓，並注意以下幾點： 

(一) 積木組合式，專業目錄與課程框架相配套，便於確定主

修、輔修和選修。 

(二) 運用職業分析方法，以能力形成為主線組織教學內容，

處理好能力本位與學科本位的關係。 

(三) 使用職業資格證照制度相銜接的目標體系，體現基於綜

合職業能力與全面素質形成的強調操作技能、高透明

度、個別化和連續性特徵的能力本位評價。 

(四) 考慮學校學生來源參差不齊的特點，建立基本標準和較

高的標準。 

(五) 研發綜合性教材，目前主要科目應突破理論與實踐的界

線，非主要科目可嘗試突破學科之間的界線。 

(六) 能即時更新和補充教學內容，有利於現代教學手段的使

用，便於學生自學。 

參、 為何採取模組化課程 

由於目前國內各大學注重其自主性以及學術性，因此，各大學機械工

程系所之教育目標、教學目標、以及課程目標均因其方向不同而有所差別，

並不像高職五專均為統一的設定，也因此各大學系所培養出來的機械工程

人才能力也有所差異。為符合各大學所需人力發展課程規劃，並適應產業

界能力所期，其所需之課程內涵必定有所取捨，因此本研究採取模組化課

程方式，規劃出整合課程之大範圍架構，再由各校以其相關目標對於其中

相關課程單元作最適合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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