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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圓編針織技藝學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張新房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0 學期
Semester 1

輔仁大學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課程：圓編針織技藝學
授課老師：張新房

 

  織品設計組三年級
  姓名：
  學號：

 
100學年度輔仁大學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課程計畫表
□ 二年級
■ 三年級 
□ 四年級 ■ 織品設計組
□ 服裝設計組
□ 服飾行銷組 ■上學期
□下學期 ■ 3學分 ■ 選修
   每週授課堂數     2      
每週實習堂數  AB組各2  
課程名稱 圓編針織技藝學D-4603-10926 ■每週 □單週 □雙週
授課老師 張新房 e-mail 023243@mail.fju.edu.tw
電話 (H) 02-26810109
(M) 0920-160298
上課教室 授課TC107
實習TC009 時間 每星期三第2、4節授課
每星期三第7、8節A組實習和星期五第8、9節B組實習
預備課程：針織技藝學 最多人數：32人
授課方式：理論講授、實務分析、操作示範、實習及討論 點名規定：遲到三次視同缺課一次 
(上課鈴響後10分鐘內為限)、缺課三次扣考
評分方式：期中考試20%  期末考試20%  作業及報告40%   平時成績20%
參考書籍：緯編針織學一至六(平見瑞著) 必備工具：分析鏡、剪刀、鑷子和直尺
週次 上課日期 預定授課題目及課程內容 實習日期 實習作業或報告
一、  0914（三） 課程說明、實習分組
1、緯編與經編針織機之認識77 0914（三）0916（五） 單元一.單面抽針布Needle set Stitch
二、  0921（三） 2、圓編針織基礎概論66 0921（三）0923（五） 單元二. Interlock上機基本
動作
三、  0928（三） 3、圓編針織基本針法48 0928（三）0930（五） 單元二. Interlock上機基本
動作
四、  1005（三） 4、單面基本組織與fancy cam之應用61 1005（三）1007（五） 單元三.套布方
法Cast-On
五、  1012（三） 5、雙面基本組織及提花織物84 1012（三）1014（五） 單元四.雙面2色提花
ABBA backing
六、  1019（三） 6、圓編插片及電子選針提花48
7、花盤及花鼓提花42 1019（三）1021（五） 單元四.雙面2色提花
ABBA backing
七、  1026（三） 8、喂紗長度與布疋之關係（1）60 1026（三）1028（五） 單元五.單面空針
布Miss Stitch
.喂紗張力
八、  1102（三） 8、喂紗長度與布疋之關係（2）60 1102（三）1104（五） 單元六. 雙面French 
/Swiss PK 
ABBA backing
九、  1109（三） 期中考試 1109（三）1111（五） 期中考試
十、  1116（三） 9、羅紋及開孔提花35 1116（三）1118（五） 單元六. French /Swiss PK 
ABBA backing
十一、  1123（三） 10、雙面浮花織物73 1123（三）1125（五） 單元七.單面掛針布
Tuck Stitch喂紗長度
十二、  1130（三） 11、單面提花織物66 1130（三）1202（五） 單元八.單面2色提花
Single Jacquard
十三、  1207（三） 12、自動換紗機構與生成原理22 1207（三）1209（五） 單元八.單面2色提花
Single Jacquard
十四、  1214（三） 13、鍍圈組織76 1214（三）1216（五） 單元八.單面2色提花
Single Jacquard
十五、  1221（三） 14、毛圈織物61 1221（三）1223（五） 單元九.單面斜紋布
Twill
十六、  1228（三） 15、法蘭西織物35 0128（三）0130（五） 單元十.雙面3色提花連續性花卉



課程大綱
ABAB backing
十七、  0104（三） 16、林克組織29 0104（三）0106（五） 單元十.雙面3色提花連續性花卉
ABAB backing
十八、  0111（三） 期末考試 0111（三）0113（五） 學期結束Check out
“應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並不得非法影印”
 
100學年度輔仁大學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課程計畫表
□ 二年級
■ 三年級 
□ 四年級 ■ 織品設計組
□ 服裝設計組
□ 服飾行銷組 □ 上學期
■ 下學期 ■ 3學分 ■ 選修
   每週授課堂數     2      
每週實習堂數  AB組各2 
課程名稱 圓編針織技藝學D-4603-10926 ■每週 □單週 □雙週
授課老師 張新房 e-mail 023243@mail.fju.edu.tw
電話 (H) 02-26810109
(M) 0920-160298
上課教室 授課TC107
實習TC009 時間 每星期三第3、4節授課
每星期三第7、8節A組實習和星期五第8、9節B組實習
預備課程：圓編針織技藝學（上） 最多人數：32人
授課方式：理論講授、實務分析、操作示範、實習及討論 點名規定：遲到三次視同缺課一次 
(上課鈴響後10分鐘內為限)、缺課三次扣考
評分方式：期中考試20%  期末考試20%  作業及報告40%   平時成績20%
參考書籍：經編針織學一至六(平見瑞著) 必備工具：分析鏡、剪刀、鑷子和直尺
週次 上課日期 預定授課題目及課程內容 實習日期 實習作業或報告
一 0215（三） 17、針織物之布疋幾何28 0215（三）0217（五） 單元十一、單面魚鱗布
Simple Fleec
二 0222（三） 18、針織物的分解與分析方法77 0222（三）0224（五） 單元十二.接結布及羅馬布
(A+B) O backing
三 0229（三） 19、圓編針織物之瑕疵、異常原因與預防88 0229（三）0302（五） 單元十二.接結布
及羅馬布
(A+B) O backing
四 0307（三） 20、圓編針織物之生產流程與品管（二）66 0307（三）0309（五） 單元十三、單面鍍
圈布
五 0314（三） 1.經編針織機之基礎概論與生成原理(一) 0314（三）0316（五） 單元十四、3色仿梭
織格子布
 ABAB backing
六 0321（三） 2.經編針織機之基礎概論與生成原理(二) 0321（三）0323（五） 單元十四、3色仿梭
織格子布
 ABAB backing
七 0328（三） 3.經編基本組織之認識、特性、設計與應用（一） 0328（三）0330（五） 單元十五、
單面健康布
Healthy Fabric+OP
八 0404（三） 春假停課，調整放假 0404（三）0406（五） 春假停課一天
單元十六、4色東方風格提花布
九 0411（三） 期中考試 0411（三）0413（五） 期中考試
單元十六、4色東方風格提花布
十 0418（三） 4.經編基本組織之認識、特性、設計與應用（二） 0418（三）0420（五） 單元十六、4
色東方風格提花布
十一 0425（三） 5.經編基本組織之認識、特性、設計與應用（三） 0425（三）0427（五） 單元十七
、單面繩索布
十二 0502（三） 6.經編基本組織之認識、特性、設計與應用（三） 0502（三）0504（五） 單元十八
、雙面Gabardine /Crepe
十三 0509（三） 21、圓編針織物之報價與行銷（一）160 0509（三）0511（五） 單元十八、雙
面Gabardine /Crepe
十四 0516（三） 21、圓編針織物之報價與行銷（二）160 0516（三）0518（五） 單元十九、單面贅
肉布
十五 0523（三） 21、圓編針織物之報價與行銷（三 ）160 0523（三）0525（五） 單元二十、
Blister
4色單凸/3色雙凸
十六 0530（三） 21、圓編針織物之報價與行銷（四）160 0530（三）0601（五） 單元二十、
Blister
4色單凸/3色雙凸
十七 0606（三） 21、圓編針織物之報價與行銷（五）160 0606（三）0608（五） 單元二十一、單面
菜瓜布
十八 0613（三） 期末考試 0613（三）0615（五） 學期結束CHECK OUT
“應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並不得非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