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高教深耕計畫-縱向分享高中職教學資源 

錄取公告 

研習日期：108年8月14日 (星期三) 
「Solid Edge 3D機構設計繪圖課程」夏令營錄取錄取名單 

(依照報名時間順序共計50名) 

1 蘇楷恩  2 王子嘉  3 王振光  4 羅諭琳  5 王博賢  

6 王靜文  7 邱煜淳  8 黃聖閔  9 宋冠萱  10 許育綸  

11 曾柏勳  12 劉予安  13 王勁揚  14 王竑勛  15 曾李洋  

16 許堉綸  17 黃珮瑜  18 黎世恩  19 柯伯宏  20 呂盈盈  

21 王星盛  22 李允翔  23 洪靖荏  24 朱芷彤  25 楊子承  

26 楊子榮  27 黃博楷  28 吳佩錚  29 莊金寶  30 楊慈昊  

31 江錦坤  32 洪薏茹  33 邱冠堯  34 賴彥霖  35 胡劭綸  

36 姚信嘉  37 林利剛  38 黃晏寬  39 梁哲銓  40 鄭宇祥  

41 李捷新  42 林柏堯  43 盧俊嶸  44 陳柏丞  45 高禎謙  

46 許庭瑋  47 許芸姍  48 葉昱辰  49 謝宛蓉  50 楊豐璟  

(請學員記住自己的編號  作為報到名單的順序) 

 

研習日期：108年8月15日 (星期四) 
「3D設計暨列印研習營」夏令營錄取錄取名單 

(依照報名時間順序共計50名) 

1 蘇楷恩  2 黃筠雅  3 李名恩  4 林怡安  5 王宥方  

6 陳禹翔  7 李宛諭  8 邱煌凱  9 林聖硯  10 侯棓綸  

11 許柏智  12 黃聿寬  13 林詠量  14 吳誌衡  15 楊宗叡  

16 黃聖閔  17 鄭媛彩  18 蔡琬怡  19 李炘倫  20 李欣霓  

21 宋冠萱  22 許育綸  23 伍辰樺  24 曾柏勳  25 劉予安  

26 王勁揚  27 王竑勛  28 賴宸業  29 曾李洋  30 許堉綸  

31 黃珮瑜  32 柯伯宏  33 呂盈盈  34 王星盛  35 李允翔  

36 洪靖荏  37 管司尹  38 朱芷彤  39 謝秉諺  40 楊子承  

41 楊子榮  42 黃博楷  43 吳佩錚  44 莊金寶  45 孫華穗  

46 楊慈昊  47 江錦坤  48 洪薏茹  49 邱冠堯  50 賴彥霖   

(請學員記住自己的編號  作為報到名單)  



錄取報到注意事項 
親愛的同學：  

錄取名單如上，今年報名的情況非常踴躍，目前人數已超過我們預計的人數很

多，受限於場地和經費，無法再增加名額，依照報名時間順序共計錄取50名。 

以下幾點錄取同學所須注意事項請您詳細閱讀：  

一、 本夏令營活動是本校高教深耕計畫-開設高職生相關課程及高中職研習，所有

活動經費由此計畫提供，參加的學員完全免費，參加的同學我們將為你準備午

餐便當(葷食，若需要素食，請當天報到時再登記) ，另外若全程參與，將頒

給每位同學結業證書，請錄取夏令營的學園珍惜名額全程參與本次活動，若無

故缺席將影響原就讀學校未來類似活動錄取資格優先順序。  

二、夏令營活動期間，不提供住宿，請遠道來參加的學員自行安排。  

三、報到當天注意事項：研習內容及課程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二>。 

(一) 1.「Solid Edge 3D機構設計繪圖課程」夏令營 

    報到時間：民國108年8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8:20~8:40 

    2. 「3D設計暨列印研習營」夏令營 

    報到時間：民國108年8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8:20~8:40 

(**特別注意由於名額的限制 8月15日有部份同學已報名無法錄取) 

(二) 報到地點：本校圖資大樓二樓E202電腦教室，校內配置圖請參閱<附件三

>。  

(三) 交通工具：  

1.自行開車：行駛高速公路 

永康交流道：下往台南市區→ 台1省道 →中正南路左轉→正南一街→南臺

科技大學 

參考資訊：南臺交通路線圖請參考交通路線圖<附件四>。  

2. 搭乘火車 

大橋火車站： 搭火車至大橋火車站，步行約5分鐘至南臺科技大學。 

3. 搭乘公車、客運 

台南市市區公車21路進入校園(公車站牌設於校內)  

搭統聯客運往台南： 下永康交流道後，在 六甲頂站下車，步行至南臺科

技大學。 

 

最重要是讓同學來玩一玩，體驗一下3D繪圖和3D列印，相關的知識和技巧，期待

與大家在優美的南臺科技大學校園，共度這個愉快的歡樂夏令營！ 

 

 

2019南臺科技大學 3D夏令營 敬上 

  



<附件一> 
 

2019 高教深耕計畫-縱向分享高職教學資源 

「Solid Edge 3D機構設計繪圖課程」夏令營 
一、 實施目標：介紹 3D列印技術發展及應用，實際操作 3D印表機並現場設計列印出立體的 3D

作品。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 

三、 承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四、 協辦單位：西門子 PLM軟體公司、凱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 研習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14日 (星期三) 

六、 研習地點：南臺科技大學 E202電腦教室 

七、 研習課程：課程表如下 

八、 研習對象：凡對 3D列印技術有興趣之高中職學校在學學生，均可報名。 

九、 選派辦法：請各校推薦學生參加，研習總人數以 50名為限，額滿為止。 

十、 附  則：1.免費參加，贈送講義 

 2.參加研習之學生，敬請準時報到參加，全程參與研習者發給研習證明 

「Solid Edge 3D 機構設計繪圖課程」夏令營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大綱 主持人／主講人 

2019 年 

8 月 14 日 

星期三 

8:20~8:40 迎賓報到  

8:40~8:50 開幕式 系主任/謝慶存  

8:50~10:20 零件繪圖 
使用者介面/草圖繪製 /草圖工具/

順序與同步建模/PMI 尺寸標註 
謝慶存 

10:20~10:30 休息時間 

10:30~12:00 同步建模 

幾何控制器 /即時規則 /基本特

徵-拉伸、除料、薄壁、鑽孔、拔

模、倒圓 

謝慶存 

12:00~13:20 午餐 

13:20~14:50 進階特徵 
旋轉特徵/新增基準面/掃掠與舉

昇特徵/ 肋板/規則排列/鏡射 

凱德專業工程師 

顏啟峰 

14:50~15:00 休息時間 

15:00~16:30 綜合應用/實例練習 
凱德專業工程師 

顏啟峰 

16:30~17:00 問題與討論 /核發研習證書/閉幕式 謝慶存 顏啟峰 

17:00 賦歸 

 

  



<附件二> 
 

2019 高教深耕計畫-縱向分享高職教學資源 

「3D設計暨列印研習營」夏令營 
十一、 實施目標：介紹 3D列印技術發展及應用，實際操作 3D印表機並現場設計列印出立體的

3D作品。 

十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 

十三、 承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十四、 協辦單位：儀巨科技有限公司 

十五、 研習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15日 (星期四) 

十六、 研習地點：南臺科技大學 E202電腦教室 

十七、 研習課程：課程表如下 

十八、 研習對象：凡對 3D列印技術有興趣之高中職學校在學學生，均可報名。 

十九、 選派辦法：請各校推薦學生參加，研習總人數以 50名為限，額滿為止。 

二十、 附  則：1.免費參加，贈送講義 

 2.參加研習之學生，敬請準時報到參加，全程參與研習者發給研習證明 

 

「3D 設計暨列印研習營」夏令營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大綱 主持人／主講人 

2019 年 

8 月 15

日 

星期四 

8:20~8:40 迎賓報到 謝慶存 

8:40~8:50 開幕式 系主任/謝慶存 

8:50~10:20 3D Printer 應用及發展 謝慶存 

10:20~10:30 休息時間 

10:30~12:00 3D 掃描技術及高階 RP 技術介紹 謝慶存 

12:00~13:20 午餐 

13:20~14:50 3D 軟硬體操作並現場設計 
儀巨科技 

劉仁煥經理 

14:50~15:00 休息時間 

15:00~16:30 3D Printer 實機演練印出創意作品 
儀巨科技 

劉仁煥經理 

16:30~17:00 問題與討論 /核發研習證書/閉幕式 謝慶存 劉仁煥 

17:00 賦歸 

 

  



 

<附件三>南臺校內地圖   

 
 



<附件四>南臺交通路線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