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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简介 

 节能减碳与产品质量日益要求的趋势下，产品轻量化设计为日益重要的议题，有鉴于此本课程

主要让学员了解目前产品轻量化设计所运用的技术与流程方，并以实际案例分享与上机操作让学员

更实际体验产品轻量化设计所运用之最新技术(Altair HyperWoeks Inspire 软件操作)，期让学员了

解并运用于后续产品设计中。 

 本课程主要介绍，应用在结构件与可动件的轻量化技术，透过简单易用的软件工具，使学员在

非常短的学习时间下，完成最复杂最高阶的轻量化模拟问题，在课程中学员可以体验到，复杂的问

题竟可以有如此简单便利的设定方法，谈笑之间完成过去只有专家才能办到的事情。 

 本课程涵盖的内容为：结构分析、机构分析与拓朴优化分析，提供范例档案供学员课堂上进行

操作演练，另外也提供实际应用案例与学员分享。 

 

课程 

大纲 

Day 

1 

※结构轻量化设计理论与技术介绍 

1. CAE 分析技术介绍 

2. 参数优化技术介绍 

3. 拓朴(非参数式)优化技术介绍 

4. 轻量化设计之流程说明 

5. 轻量化分析实际工程案例分享 

※产品结构轻量化设计流程体验 

1. 面相设计人员之轻量化分析工 Inspire介绍 

2. 专案实作 

3. 考虑机构分析之优化技术 

4. 专案实作 

Day 

2 

※ 软件介绍与分析功能概述 

1. 机构分析概念说明 

2. 结合接头特性说明 

3. 机构分析操作示范与案例练习 

4. 含柔性体之机构分析原理说明 

5. 含柔性体之机构分析操作示范与案

例练习 

※ 操作练习与成功案例分享 

1. 拓朴优化概念与应用流程说明 

2. 拓朴优化几何控制说明 

3. 拓朴优化分析操作示范与案例练习 

4. 拓朴优化连结机构分析操作示范与

案例练习 

5. 成功案例分享 

6. 课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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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

简介 

★徐老师★ 

专长   优化分析/计算机辅助工程相关应用技术(CAE)/计算流体力学分析(CFD) 

经历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项目』机体结构 CAE 分析执行负责人 

课程 

日期 
109 年 3 月 26 日~ 3 月 27 日(周四五) 09:30~16:30；共 12 小时 

课程 

对象 
机械或工程相关背景之从业人员，公司有研发设计产品为佳。 

课程 

地点 
中科管理局_工商行服务大楼 2 楼 207 教室 【台中市 428 大雅区中科路 6 号】 

注意 

事项 

※因应性别主流化国际趋势，打造友善职场之发展，欢迎女性学员踊跃报名 
1.请注明服务机关之完整抬头，以利开立收据；未注明者，一律开立个人抬头，恕不接受更换发票之要求。 

2.若报名者不克参加者，可指派其他人参加，并于开课前一日通知。  

3.因课前教材、讲义及餐点之准备，若您不克前来需取消报名，请于开课前三日以 EMAIL 通知主办单位联络人并电话确认申

请退费事宜，逾期将邮寄讲义，恕不退费。 

４.结训学员应配合经济部工业局培训后电访调查。 

【 开 课 资 讯 】 

§ 举办地点：中科_工商服务大楼 2 楼 207 教室【台中市 428 大雅区中科路 6 号】 

§ 举办日期：109/3/26、3/27(周四五)，09:30~16:30，共计 12 小时 

§ 课程费用： 
身分别 费用 备注(费用已包含讲义教材、午餐及税额) 

一般身分补助 50% $6000/人 原价 NT$12000，政府补助 NT$6000，学员自付 NT$6000 

特定对象补助 65% $4200/人 

原价 NT$12000，政府补助 NT$7800，学员自付 NT$4200 

※特定对象说明：针对具身心障碍、原住民与低收入户之人士，报名时出具证明(身心障碍

手册正反复印件、「原住民族身分法」锁定原住民身分证明及低收入户证明之相关证明文件) 

中坚企业补助 65% $4200/人 
原价 NT$12000，政府补助 NT$7800，学员自付 NT$4200 
※中坚企业说明：属于经济部工业局公布之中坚企业名单(请来电洽询或参考附件名单)，学

员报名必须缴交一张公司名片，请公司开立在职证明，课程发票会开立该公司发票) 

★课程其他优惠方式(每人)：  

两人(含以上)同行报名 $5800/人 

◎本课程经政府补助，上课学员皆需依规定填写相关数据，且学员出席时数需达报名课程时数八成以上，方可适用补助办法，若未符合规定者，则需将其政府补助费用缴回。 

§ 工研院结业证书授予： 

1. 参加＜产品结构与机构量化分析师＞之学员，研习期满，出席率超过 80%(含)以上，且经实务讨论或考试

成绩合格者，即可获得工研院颁发的结业证书。 

2. 测验平均总成绩在 60 分（含）以上为合格。 

§ 课程洽询：  04-25671912 朱小姐 /  04-25605409 吴小姐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 预计招生名额：20名为原则，依报名及缴费完成之顺序额满为止（本班预计 10人即开课） 

§ 报名方式： 

1. 点选课程页面上方之「在线报名」按钮进而填写报名信息即可。 

2. E-mail 至:  itri534543@itri.org.tw 

3. 请填妥报名表(附件)传真至 04-2569-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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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报名表【04-25690361】工研院 产业学院 台中学习中心【TEL.04-25671912】  

产品结构与机构量化分析师    报名表  

公司全衔   统一编号   

发票地址   传真   

参加者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证字号   

连络电话／手机   Ｅ－ｍａｉｌ   

服务单位   服务部门／职称   最高学历   

产业别（请勾选）  服务单位员工人数  由何处获得招生信息  
□１００农、林、渔、牧业  

□１０１矿业及土石采取业  

□１０２制造业  

□１０３水电燃气业  

□１０４营造业  

□１０５批发及零售业  

□１０６住宿及餐饮业  

□１０７运输、仓储及通信业  

□１０８金融及保险业  

□１０９不动产及租赁业  

□１１０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  

□１１１教育服务业  

□１１２医疗保险及社会福利业  

□１１３文化、运动及休闲服务业  

□１１４其他服务业  

□１１５公共行政业  

□１１６待业  

□１１７学生  

□１０人以下  

□１１～５０人  

□５１～１００人  

□１０１～２００人  

□２０１～５００人  

□５０１～１０００人  

□１００１～２０００人  

□２００１人以上  

□同事或同业  

□亲朋好友  

□工商团体  

□学校／政府公告  

□杂志  

□报纸广告  

□电视广播  

□工业局网站  

□由执行单位处获得  

□其他  
是否知道工业局补助？  

□是    □否  

是否接受培训信息？  

□是    □否  

参训动机  

□公司目前需要而由公司选派  

□公司未来需要而由公司选派  

□个人目前工作需要自行申请而获准  

□个人未来发展  

接受培训信息方式（可复选）  

□Ｅ－ｍａｉｌ  

□传真  

□邮件  学员负担金额：  

缴费方式：                                                

□信用卡（在线报名）：缴费方式选「信用卡」，直到显示「您已完成报名手续」为止，才确实完成缴费。  

□汇款：土地银行  工研院分行，账号 156-005-00002-5 ，户名【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  

□支票：抬头『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挂号寄至 : 428 台中市大雅区中科路 6 号 4 楼 (中科 _工商管理

大楼 )工研院产业学院   台中学习中心  朱小姐   收  

＊相关收据证明请注明姓名与课程传真回产业学院～客服专线： 04-25678652 FAX： 04-25690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