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介紹
•講師：王啟仲(Wang Chi Chung)

•經歷： 高雄科技大學 業界講師 2019/07/01~

工業技術研究院 業界講師 2017/03/27~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業界講師 2015/03/17~

崑山科技大學產碩專班 兼任講師 2013/09/01~

高雄科技大學(產學研旗艦計畫)   專案經理 2018/09/01~2019/06/30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五專部招生) 專案經理 2017/05/01~2018/07/31

介隆興齒輪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特助 2016/03/01~2016/07/11

源興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009/06/09~2015/12/3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工程師 2014/03/17~2015/03/16

總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特助 2013/03/01~2014/02/28

瑞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副理 1991/08 /01~2012/07/03(約21年)

•生日： 1965/8/31(約56歲)

•教育程度：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學院機械與自動化研究所 (第一校區) 碩士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學院工程管理研究所 (第一校區) 博士班

•工作經驗：汽車鈑金領域部分(約21年)

2010/4    ~ 2012/7                業務技術專案副理
2008/7    ~  2010/3               產品設計副理兼課長
2003/10  ~  2008/6               產品設計課課長
1999/8    ~  2003/9               產品設計工程師
1991/8    ~ 1999/7               模具設計工程師

•技術經驗：
1).約 8年50品200套模具設計開發實績
2).約10年32新車77件參與同步設計實績
3).約 2.5年模治具部估價及業務技術實績

104學年第一學期正修科技大學電力品質與最佳化分析(綠色材料)業界講師及系列課程說明(金屬中心部分)-20150823.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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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MB#: 886-(0)922-418010

E-mail:georgewang831@gmail.com 

Facebook帳號:王啟仲
Line帳號:wcj19653827

連絡方式

Line QR-Code

仲誠技研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王 啟 仲

統編:50955228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80741漢口街202號

電話:(07)313-6606

手機:0922418010

E-mail:georgewang831@gmail.com

Line ID:wcj19653827

在乎你的成功，您忠誠的夥伴
專業技術研發暨人才培育顧問公司



能幫忙做什麼?
1.客製化人才培育

產

人發

銷財
資
(智)

2.產品設計/研發
3.智能系統建立



產

人發

銷

財

資
(智)

產

銷

財

資
(智)

人

發

※註:1.協助企業建構系統有效連結產銷人發財及成為企業左右腳。

2.企業專心接單、努力生產及收錢。



開發
系統性課程暨類產業學院
(以沖壓製程鈑金模具暨零組件產業為例)

也可依需求開發塑膠、加工及鑄鍛造…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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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一：沖壓鈑金製程模具部分
編號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大綱

1.1
沖壓鈑金製程引伸(Dr)模具設
計技術與實務

12

1. 沖壓鈑金製程成形原理及基本知識說明
2. 抽型(Dr)模具結構及作動說明
3. 抽型(Dr)模具設計原理及實務

1.2
沖壓鈑金製程沖孔(Pi)、切緣
(Tr)模具設計技術與實務

12

1. 沖壓鈑金製程沖孔(Pi)、切緣(Tr)原理及基本知識說明
2. 沖孔(Pi)、切緣(Tr)模具結構及作動說明
3. 沖孔(Pi)、切緣(Tr)模具設計原理及實務

1.3
沖壓鈑金製程彎緣(FL)、正寸
(Rest)模具設計技術與實務

12

1. 沖壓鈑金製程彎緣(FL)、正寸(Rest)原理及基本知識說明
2. 彎緣(FL)、正寸(Rest)模具結構及作動說明
3. 彎緣(FL)、正寸(Rest)模具設計原理及實務

1.4
沖壓鈑金製程凸輪(Cam)模具
設計技術與實務

12

1. 沖壓鈑金製程凸輪(Cam)原理及基本知識說明
2. 凸輪(Cam)模具結構及作動說明
3. 凸輪(Cam)模具設計原理及實務

1.5
沖壓鈑金製程工法設計技術與
實務

12

1. 沖壓鈑金製程成形原理及基本知識說明
2. 沖壓鈑金製程成形工法設計與實務(含TPS)

3. 鈑金成形CAE原理說明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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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沖壓鈑金製程零組件產品設計部分
編號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大綱

2.1
沖壓鈑金製程零組件開發流
程與實務(含設備及材料)

12

1. 沖壓鈑金零組件開發流程及基本知識說明
2. 先進製程如ZAS等試作應用說明
3. Single沖床、Transfer 沖床、Progress沖床、曲柄式沖
床、油壓式沖床、伺服沖床、Hem專用機、雷射切割
焊接應用、先進接合技術設備…等(設備篇)

4. 中低強度鋼板、高張力鋼板、先進高強度鋼鈑、熱沖壓
鋼板、TWB拼裝焊鋼板、鋁合金5、6系列沖壓板、、
GMT、SMC、CFRP…等先進玻、碳纖強化複材應用
說明及趨勢(材料篇)

2.2
沖壓製程零組件設計開發與
實務(單件)

12

1. 結合沖壓鈑金模具開發技術延伸到如葉子板、車門內
外板、引擎蓋內外板、底盤、大樑…等單件產品設計
、開發流程及基本知識說明

2. 含分析、測試

2.3
沖壓製程零組件設計開發與
實務(系統件)

12

1. 結合沖壓鈑金開發技術延伸到車門、引擎蓋、背門、
車頭…等系統件產品設計、開發流程及基本知識說明

2. 含分析、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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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沖壓鈑金製程模具、零件業管理
及先進技術部分

編號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大綱

3.1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零組件估
價及同步開發實務

12

1.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零組件估價、同步開發、智慧製造
新營運模式產品設計、開發流程及基本知識說明

2. 含實例及建議

3.2
先進沖壓鈑金製程模具、零組
件業工程管理及製商整合實務

12

1. 從沖壓鈑金零組件業產、銷、人、發、財5個面相、
產品設計、開發流程及基本知識說明

2. 以目前熱門物連網(IoT)、服務網(IoS)、工業4.0在汽車
沖壓零組件應用建議

3.3 先進沖壓鈑金製程與實務 12

1. 針對目前相當熱門熱沖壓、複合材料原理、模具、產品
設計、開發流程及基本知識說明

2. 含分析、測試



8

☆建議課程學習流程圖(全)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

設計技術與實務

沖壓鈑金製程零組件

開發流程與實務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工

法設計技術與實務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零組

件估價及同步開發實務

沖壓製程零組件設計開

發與實務(單件)

先進沖壓鈑金製程模具、零

組件業工程管理及製商整合

先進沖壓鈑金

製程與實務

沖壓製程零組件設計開

發與實務(系統件)

※註1

※註1：沖壓鈑金製程模具依加工內容另有區分抽形模、沖剪模、彎整模
及凸輪模四大類專精課程，圖示為濃縮課程，目的觀念建立。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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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課程學習流程圖(產品設計人員)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

設計技術與實務

沖壓鈑金製程零組件

開發流程與實務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工

法設計技術與實務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零組

件估價及同步開發實務

沖壓製程零組件設計開

發與實務(單件)

沖壓製程零組件設計開

發與實務(系統件)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核心課程

☆建議課程學習流程圖(開發人員)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

設計技術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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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課程學習流程圖(IT資管人員)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

設計技術與實務

先進沖壓鈑金製程模具、零

組件業工程管理及製商整合

先進沖壓鈑金

製程與實務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核心課程

☆建議課程學習流程圖(研發人員)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

設計技術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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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

項目

行銷
研發

技術

☆系列課程價值示意圖-1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

設計技術與實務

先進沖壓鈑金

製程與實務

先進沖壓鈑金製程模具、零

組件業工程管理及製商整合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工

法設計技術與實務

沖壓製程零組件設計開

發與實務(單件)

沖壓製程零組件設計開

發與實務(系統件)

沖壓鈑金製程零組件

開發流程與實務

沖壓鈑金製程模具、零組

件估價及同步開發實務



能幫忙做什麼?
1.客製化人才培育

產

人發

銷財
資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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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專題及系列課程人才培訓-1(案例參考)

編號 課程名稱 時數 大綱 特色 培訓目標 上課對象

1
產品及模具估報價

實務
12

1. 產品及模具種類及基本知識說明

2. 產品及模具估價內涵與意義

3. 產品及模具估價的方法與原則

4. 產品及模具價格的基本構成與計算公式

5. 產品及模具估價的發展與趨勢

6. 案例說明與討論

幫助學員在產品開發、

設計階段，進行成本估

算，課程中講師會帶入

實務案例討論，幫助學

員具備估報價概念。

培訓產業人員

基本產品及模

具估價能力及

估價模型建立

塑膠、鍛造、沖

壓之業者，從事

業務、產品設

計、模具設計…

等或對本課程有

興趣之學員

2
沖壓鈑金模具與工

法設計實務
12

1. 沖壓原理與基本知識說明

2. 沖壓模具結構與作動說明

3. 沖壓模具設計與應用

4. 沖壓模具工法設計內涵與目的

5. 沖壓模具工法設計及應用

6. 案例說明與討論

沖壓鈑金的技術近年來

已經相當成熟，應用層

面亦相當廣泛，更是國

內汽車製造業不可或缺

的技術。本課程從沖壓

原理基礎知識，到模具

設計與應用做有條理的

說明，並透過案例討論

幫助學員融入實務應

用。

培訓產業人員

基本沖壓鈑金

模具設計、模

具工法及開發

知識建立

從事汽車業對沖

壓模工法設計有

興趣之學員

3
沖壓鈑金產品設計

與開發實務
12

1. 沖壓鈑金技術在產品上的應用

2. 沖壓鈑金產品開發流程

3. 沖壓鈑金產品設計與基本知識及設備說明

4. 沖壓鈑金產品設計驗證與分析

5. 沖壓鈑金產品設計、驗證、試作與開發

6. 案例說明與討論

幫助學員了解沖壓鈑金

應用，及產品開發階段

需注意的流程，由淺入

深並透過案例與學員做

討論，以達榮學習之效

果。

培訓產業人員

沖壓技術加值

應用到產品設

計及試作開發

從事汽車業之工

程師，對沖壓鈑

金產品設計有興

趣之學員

4
夾檢治具設計與開

發實務
12

1. 夾檢治具分類與加工設備

2. 先進夾檢治具規劃、設計與內涵

3. 常用市購夾檢治具元件與應用

4. 模組化夾檢治具設計開發與應用

5. 智動化夾檢治具設計與應用

6. 案例說明與討論

幫助學員了解夾檢治具

種類以及市售品如何的

選購，以協助製程上的

規劃

培訓產業人員

基本夾檢治具

設計及開發能

力建立

從事製造業，設

計、生產、品保

等工作，需使用

夾檢治具之學員

2017 MIRDC上半年開課計畫說明

☆依計畫特殊課程半年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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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專題及系列課程人才培訓-2(案例參考)

(MIRDC 109年下半年已開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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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專題及系列課程人才培訓-3(案例參考)

(MIRDC 109年下半年已開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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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專題及系列課程人才培訓-4(案例參考)

(工業技術研究院 109年下半年已開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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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需求配合半年前提出。

1.1 專題及系列課程人才培訓-5(案例參考)

☆軟體可依廠商要求變更，可幫忙規劃導入及教學。



18西 元 2016  年 XX  月 XX   日

公差配合與組裝分析

報告人：王 啟 仲
時 間: am 9:00~12:00
地 點: XXXX工業有限公司

1.2 客製化到廠人才培訓(例)-1

☆依需求配合1個月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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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A PLM Express for Auto Suppliers 
| Jigs & Fixtures

1.2 客製化到廠人才培訓(例)-2

☆依需求配合1~6個月前提出。

☆軟體可依廠商要求變更，可幫忙規劃導入及教學。

http://guppydsy/RTM2e/catia_auto_suppliers/Technical_deliverables/JigsAndFixtures/Handling/cpe3_jf_handling_device_exec_video.avi


1.3人資媒介/規劃/培訓

1.4產官學研連結/參訪

1.5中高階主管伴成長

1.6專案計畫規劃與執行

☆Case by Case依合約配合/執行。



能幫忙做什麼?
2.先進新產品開發及智
能系統建立

☆Case by Case依合約配合/執行(建議1年1簽)。

產

人發

銷財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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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 architecture, 

conceptual study

Optimizing driver visibility

Design

Body-in-white 

templates

Manufacturing

Machining process 

templates recognizing 

Design templates

Digital mockup

Clearance/Interference 

checking based on 

Technological rules

Tooling

Generative tooling from Jigs & 

Fixtures templates

Electro-mechanical design

Technological rules validation

Tolerancing

Tolerancing 

templatesSimulation

Mathematical law 

for pressure 

distribution

Simulation

Optimization
under constraints

Inspection

Generation of inspection 

path from rule-based 

recognition of  geometry

Engineering

Dimensioning a spring 

through definirton of 

equations

․每一個地方都需要(以汽車沖壓鈑金產業為例)

☆領域知識庫建立: 能做什麼 ?

知識庫整合
及智能化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frh.DS/Local%20Settings/Temp/notes0C7494/c57demoauto_vehicle_06.avi
../../WebImage/WebImage/WebImage/Marketing/ECFMorphing2002/Demo/UDFBeamConditionalGeometry.avi
../../WebImage/WebImage/WebImage/Marketing/ECFMorphing2002/Demo/MachiningProcessOnUDF.avi
../../WebImage/WebImage/WebImage/Marketing/ECFMorphing2002/Demo/JigsVariousLocation.avi
../../WebImage/WebImage/WebImage/Marketing/ECFMorphing2002/Demo/PCTolerancing2.avi


․知識庫可啟動…

☆領域知識庫建立: 價值主張

Capture and Preserve 

Corporate Expertise with :

CATIA Native /

Knowledge Advisor

(KWA)

Maximize Process Efficiency 

with :

Knowledge Expert

(KWE)

Deploy process Templates with :

Business Process Knowledge 

Template

(BKT)

Capture Engineering 

Knowledge 1

Automate Generative

Reuse 2

Optimize Product

Definition 3

Automate Process

Knowledge 5

Define and Share Best Practices 

with :

Product Knowledge Template

(PKT)

Drive Design Towards

Engineering Quality with :

Product Engineering Optimizer

(PEO)

Manage and Certify

Quality 4

Intelligence  Strategy

Decision-Making 6

抓取工程知識

自動產生再利用

優化產品定義

管理和認證質量

自動製程知識

智能策略/做決定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ptq.DS/Local%20Settings/Temp/notes0C7494/Demo/PEO_Mass.avi
http://www.noesissolutions.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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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Expressiveness

E
ff

ic
ie

n
c
y
 i

n
 K

n
o

w
le

d
g

e
 R

e
u

s
e

Product-centric 

Knowledge

Manual 

Automation

SHARE

CONTROL

CAPTURE
&

RE USE

Process-centric 

Knowledge

Smart Product

Complete engineering 

intent capture & reuse
• Easy, direct & natural

• Flexible & agile

• Expressive & powerful

Engineering Template

Building products by assembling 

high-level morphing components

• Productive & efficient

• Focus on end-user mission

• Shape &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Workbench

Deploying best practices
• User controlled automation

• User assistance & guidance

• Design to performance

Strut 

engineering

Gear 

desig

n

Underhoo

d design

智能快速回
應排程計畫

Intelligence

․知識庫可啟動…

☆領域知識庫建立: 價值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