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數位工場設備管理要點    

99年 11月 2日九十九學年度院圖書暨儀器設備委員會第一次臨時會議通過 
大台雷射切割機管理要點 三軸雕刻機管理要點 快速成型機管理要點 

壹、設備概況 
（一）雷射切割機：EZLASER 存放於建築系

館 B1 暗房後方儲藏室。 

 

壹、設備概況 
（一）三軸雕刻機：MultiCam 3000 Series 

CNC Router 放置於建築系 B1 機房。 

 

壹、設備概況 
（一）快速成型機：RP FDM Vantage SE 成型機放置於

工業設計系 1F(5223 小型加工室)，靠近系館右
側入口處。 

 

  

（二）使用量預估： 

每月 16 天，每天 10 小時，共 160 小時/
月。 

（二）使用量預估： 
每月 16 天，每天 10 小時，共 160 小
時/月。 

（二）使用量預估： 
每月 16 天，每天 10 小時，共 160 小時/月。 

（三）使用對象： 
以本校規劃與設計學院學生與教師有相
關課程、研究需要為主，校外服務為輔。 

（三）使用對象： 
以本校規劃與設計學院學生與教師有
相關課程、研究需要為主，校外服務為
輔。 

（三）使用對象： 
以本校規劃與設計學院學生與教師有相關課程、研
究需要為主，校外服務為輔。 



貳、使用控管與收費 
（一）使用控管： 

1. 機器裝設刷卡式電源管理器，由管理
人員持有權限磁卡，使用者需在管理
人員監導下操作機器。磁卡具有登錄
使用時間功能，由管理人員依照當次
時數向使用者代收費用，每個月底向
學院辦公室結算使用費用。 

2. 初次使用時需先閱讀設備使用說明
書，並接受管理人員講習及測驗。測
驗及格者方能操作機器，測驗不及格
者得於一個月後補申請講習。 

貳、使用控管與收費 
（一）使用控管： 

1. 機器裝設刷卡式電源管理器，由管
理人員持有權限磁卡，使用者需在管
理人員監導下操作機器。磁卡具有登
錄使用時間功能，由管理人員依照當
次時數向使用者代收費用，每個學期
向學院辦公室結算使用費用。 

2. 初次使用時需先閱讀設備使用說明
書，並接受管理人員講習，熟悉基本
操作技巧與突發狀況緊急處理。。 

貳、使用控管與收費 
（一）使用控管： 

機器管理由本院指派院內老師協助監督管理，並且
指派學生進行使用管理。由需成型工件製作之學生
提供工件模型檔案(STL 檔案)，交由管理人員，並
透過管理人員使用成型軟體估算工件成型時間與工
件成型體積進行收費估算，並給予收費估價單，再
透過學生向出納組繳費的繳費單，憑單予以製作。 

（二）收費方式： 
以刷卡式電源管理器計費，由使用者負擔
費用。若單次刷卡之機器使用時間未達一
小時，則以一小時計算。因開機、測試、
誤切、修改檔案之延宕時間所衍生之計時
費用，由使用者自行吸收。 
1.  本院師生配合教學及研究使用，每小

時 300 元。 
2.  其他服務，每小時 500 元。 

（二）收費方式： 
以刷卡式電源管理器計費，由使用者負
擔費用。若單次刷卡之機器使用時間未
達一小時，則以一小時計算。因開機、
測試、誤切、修改檔案之延宕時間所衍
生之計時費用，由使用者自行吸收。 
1.  本院師生配合教學及研究使用，每小

時 300 元。 
2.  其他服務，每小時 500 元。 

（二）收費方式： 
1.  本院師生配合教學及研究使用，每小時 500 元。 
2.  其他服務，每小時 800 元。 
3. 施作流程 

1) 模型檔(STL 檔案)提供給管理人員。 
2) 管理人員藉由軟體估算所需費用。 
3) 給學生估價單評估是否要製作模型。 
4) 至出納組繳費。 
5) 憑繳費單給管理人員進行模型製作。 
6) 模型完成 

（三）使用時段： 
正規開放時段－每週四天，時間
12:00-20:00，分派管理人員排班待命。 
特殊開放時段－若同學有特殊工作時間
需求，需商請管理人員同意，並通報監督
管理老師與學院辦公室。 

（三）使用時段： 
正規開放時段－每週四天，時間
10:00-20:00，分派管理人員排班待命。 
特殊開放時段－若同學有特殊工作時間
需求，需商請管理人員同意，並通報監
督管理老師與學院辦公室。 

（三）使用時段： 
正規開放時段－每週四天，時間 9:00-18:00，分派
管理人員排班待命。(需於製作前二天先進行連絡，
以安排使用時間表)。 
特殊開放時段－若同學有特殊工作時間需求，需商
請管理人員同意，並通報監督管理老師與學院辦公
室。 



 

（四）設備運作監控： 
機器運轉期間，使用者不得離開超過 3
分鐘，以便緊急處理突發事件。管理人
員需每 20 分鐘巡視一次。 

（四）設備運作監控： 
機器運轉期間，使用者與管理員皆不得
離開機器，以處理緊急突發事件。 

（四）設備運作監控： 
由管理人員進行操作，待模型完成後再通知學生領
回成品。 

（五）管理人員工作內容： 
1. 設備使用督導、定時巡視機器運作 

(12 小時/週)。 
2. 定期設備保養、機房環境維護 (1 小時

/週)。 
3. 代收使用費用。 
4. 可於正規值班時段以外開放機房，但

需負擔監管與損壞責任。 

（五）管理人員工作內容： 
1. 設備使用督導、操作機器 (19 小時/

週)。 
2. 定期設備保養、機房環境維護 (1 小時

/週)。 
3. 代收使用費用。 
4. 可於正規值班時段以外開放機房，但

需負擔監管與損壞責任。 

（五）管理人員工作內容： 
1. 設備使用督導、定時巡視機器運作 (12 小時/週)。 
2. 定期設備保養、機房環境維護 (1 小時/週)。 
3. 代收使用費用。 

 
 

（六）使用者之責任： 
1. 向管理人員提出使用申請。 
2. 因違反下列情形而造成災害或機器損

壞，由使用者賠償相關損失： 
 使用者於機器運轉期間不得離開機

房超過四分鐘；。 
 不得使用禁切之材料（詳第肆章第一

條）； 
 遵守管理人員講習之使用規範，不得

以不正常方式操作機器。 
3. 需依照使用時間繳交費用給管理人員 
4. 維護機房環境之清潔，耗材、垃圾、

工具請勿留在現場。 
5. 遇有燃燒起火或特殊故障狀況時立即

通報管理人員。 
 

（六）使用者之責任： 
1. 向管理人員提出使用申請。 
2. 因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而造成災害或機

器損壞，由使用者賠償相關損失： 
 使用者於機器運轉期間不得離開機

房； 
 不得使用禁切之材料。（詳第肆章第一

點）； 
 遵守管理人員講習之使用規範，不得

在無管理員督導之下操作機器； 
 不得擅自操作電腦並改變其中軟體之

參數設定； 
 機器運轉期間須停留在機房安全區域

中，不得跨入危險之機器雕刻區域； 
 需將切割材料適當固定在切割檯面

上，以避免材料在雕刻過程中滑動； 
3. 需依照使用時間繳交費用給管理人員。 
4. 維護機房環境之清潔，耗材、垃圾、

工具勿留在現場。 

（六）申請模型製作者之責任： 
1. 向管理人員提出使用申請。 
2. 提供必要之正確模型製作之檔案格式(STL)。 
3. 事先(二天前)與管理人員進行接洽安排製作時

間。 
4. 利用機具施作空檔(原則上每周五或機器停機時)

試算施作預估金額。 
5. 填寫基本資料表單(附件一)。 
6. 繳交該模型製作費用。 
7. 於製作當天準時於上午九時整於加工室等待進行

工件製作。 
8. 於時間內領回模型。 
9. 本院不負責模型製作成果之責任與賠償。 

 



（七）管理人員之權責： 
1. 對初次使用者進行使用講習，告知機
器正確操作方式與管理規範。 
2. 檢查使用材料合乎規範、切割檔案合
乎正確設定。 
3. 執行正常開機、關機程序。 
4. 機器開始運轉後，確認切割工作是否

可正常執行，並至少每 20 分鐘前往巡
視一次。 

5. 依照使用時間向使用者代收費用，並
填報每日使用狀況表。 
6. 於使用後確認機器是否仍維持正常狀

態，如發現故障或損壞得立即追究使
用者責任。 

7. 管理人員若於正規使用時段之外開放
設備使用，需與使用者共同負擔損壞
賠償責任。 

8. 例行工作：設備元件定時保養、機房
環境維護、及向學院辦結算使用收費
與匯報使用記錄 

（七）管理人員之權責： 
1. 對初次使用者進行使用講習，告知機

器基礎操作、緊急處理方式與管理規
範。 

2. 不得讓使用者在無督導狀況下任意操
作機器、電腦與改變其中之參數設定。 

3. 檢查使用材料合乎規範、切割檔案合
乎正確設定。 

4. 使用正確方式依據不同雕刻檔案之情
況更換機器上之刀具。 

5. 告知使用者需以何種方式將材料固定
在檯面上，以避免材料在機器雕刻時
滑動。 

6. 執行硬體正常開機、刀具校正、切割
深度設定、檔案雕刻與關機程序。 

7. 執行電腦端 CAM 軟體之操作流程，
加工使用者之數位切割檔案。 

8. 不得在機器運轉期間離開機房，須隨
時在場排除各種緊急情況。 

9. 依照使用時間向使用者代收費用，並
填報每日使用狀況表。 

10. 機器運轉前務必確認沒有任何人員
在機器切割之危險區域中。 

11. 使用後確認機器是否仍維持正常狀
態，如發現故障或損壞得立即追究使
用者責任。 

12. 管理員若於正規使用時段之外開放
設備使用，需與使用者共同負擔損壞
賠償責任。 

13. 例行工作：設備元件定時保養、機房
環境維護、及向學院辦公室結算使用
收費與匯報使用記錄。 

（七）管理人員之權責： 
1. 對初次使用者進行(RP)簡單流程說明，告知機器

的運作原理與材料特性。 
2. 告知學生(RP)施作的時間長度與所需支付的費

用。 
3. 學生同意製作(RP)後，取得繳費收據，開始製作

模型。 
4. 檢查材料容量是否能夠提供整個模型製作。 
5. 執行正常機具開機/運作/模型製作/關機程序。 
6. 機具正常運轉後，確認成型工具是否正常執行，

並至少每 1.5 小時前往巡視一次。(因 RP 成型時
間長，基本皆需要 7 小時以上)。 

7. 於使用後確認機器是否仍維持正常狀態，如發現
故障或損壞得立即通知學院並聯絡廠商協助處
理。 

8. 例行工作：設備元件定時保養、機房環境維護、
向院辦匯報使用紀錄、及向院辦申購相關耗材。 

 



 

參、損壞賠償責任 
不依使用規定或不循正常程序操作造成
設備損壞，由使用者負擔賠償責任。 

參、損壞賠償責任 
不依使用規定或不循正常程序操作造成
設備損壞，由使用者負擔賠償責任。 

 

肆、材料限制與操作規範 
（一）切割材料限制： 

1. 允許使用材料： 
 壓克力、金屬。 
 尺寸限制：長寬 1200 X 800 mm 以

內, 厚度 5mm 以下。 
2. 禁止使用材料： 

 木材、壓克力以外之塑膠類(高密度泡
棉、保麗龍、珍珠板)、紙版。 

 禁用理由： 
紙版－易產生燃燒耗損鏡頭，且容易
藉由手工執行； 
塑膠－切割時會產生有毒氣體； 
木材－有產生大型燃燒之危險。 

肆、材料限制與操作規範 
（一）切割材料限制： 

1. 允許使用材料： 
 木材、紙板、壓克力。 
 尺寸限制：長寬 1200 X 2400 mm

以內, 厚度 150mm 以下。 
2. 禁止使用材料： 
 玻璃、金屬、高密度泡棉以及其他會

產生有害細小粉塵之材料。 
 禁用理由： 

高密度泡棉－易產生有害細小粉塵
危害人體健康； 
金屬－未設置加工金屬之設備；  
玻璃－未設置加工玻璃之設備。 

参、材料限制與操作規範 
（一） 模型空間材料限制： 

1. 材料限制 
 

材料 最大射出溫度 最大烤箱溫度 

ABS 300 度 C 90 度 C 
 

2. 尺寸限制： 16 x 14 x 16 inches / 406 x 355 x 
406 mm，成型工件需進行薄殼處理。 

（二） 檔案設定須知： 
1. 要「切割」的圖形以 CorelDRAW 檔

案之向量線條繪製，線寬設為
0.001mm。 

2. 圖形大小不宜超過雷射切割版面大小
1200*800mm。 

3. 手冊中提及之「3D 效果」，耗時及耗
損雷射管極鉅，所以不接受此類工作。 

 

（二）檔案設定須知： 
1. 2D 切割檔案： 

須為 R12 版本之 .DXF 或 .DWG 檔，
且圖形必須位於同一個 XY 平面上。 

2. 3D 切割檔案： 
須為 .IGS-144 檔或 .STL 檔，且圖形
不可破面。 

3. 圖形大小不得超過雕刻版面大小
1200*2400mm。 

 

（二）檔案設定須知：STL 
1. 檔案以 STL 檔案為主要製作檔案 

STL 說明以及各種 3D CAD 軟體存檔 STL 方式。 
2. 定義 STL 是最多快速原型系統所應用的標準檔

案類型。STL 是用三角網格來表現 3D CAD 模
型。表面的三角割分之後造成 3D 模型呈現多面
體狀，輸出 STL 檔案的參數選用會影響到多面體
狀發生的情形。 

3. 您建構的快速模型不會比 STL 檔案的效果更好或
是更平滑，所以如果 STL 檔案屬於粗糙的或是呈
現多面體，您將會在模型上看到真實的反應。在
CAD 套裝軟體中，當您輸出 STL 檔案時，你可能
會看到的參數設定名稱，如弦高(chord 
height)，誤差(deviation)，角度公差(angle  



tolerance)，或某些相似的名稱，建議儲存值為 
0.01 或是 0.02。不需要去將參數式訂得太細緻，
比較精緻的 STL 相對檔案也會比較大型，這會影
像到切層軟體處理的速度，下列是各種 3D 軟體
存檔輸出 STL 格式的方式。 

４. 支援 STL 網格軟體 
|Alibre|AUTOCAD|I-DEAS|IronCAD|Mechanic
al Desktop|ProE|ProE 
Wildre|Rhino|SolidDesigner(Version 8.x) 
|SolidEdge|SolidWorks|Thinks|Unigraphics|In
ventor| 

Alibre 
1) File 
2) Export 
3) Save as > STL 
4) Enter File Name 
5) Save 

AutoCad ( V.R14-2000) 
1) Make sure the model is in positive space 
2) At the command and prompt type 

“FACETRES” 
3) Set FACETRES BETWEEN 1& 10(Being low 

resolution and 10 high resolution for STL 
Triangles) 

4) Next, at the command prompt type 
“STLOUT” 

5) Select Object 
6) Choose “Y” for Binary 
7) Choose Filename 

I-DEAS 
1) File > Export > Rapid Prototype > ok 
2) Select the part to be prototyped 



3) Select Prototype Device > SLA500.dat >ok 
4) Set absolute facet deviation to 0.000395 
5) Select Binary > 50 

ProE 
1. File > Export > Model(or File > Save or 

Copy) 
2. Set type to STL 
3. Set chord height to 0. The field will be 

replaced by minimum acceptable value. 
4. Set angle Control to 1 
5. Choose File Name 
6. Ok 

SolidWork 
1. File >Save as 
2. Set Save as type to STL 
3. Options > Resolution >Fine >OK 
4. Save 

Inventor 
1. Save copy as 
2. Select STL 
3. Choose Options > St to High 
4. Enter Fileme 
5. save 

伍、本要點經本院圖書儀器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修改時亦同。 

伍、本要點經本院圖書儀器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修改時亦同。 

肆、本要點經本院圖書儀器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
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