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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聲明 

1. SOLIDWORKS 2022 最新版安裝程式請至「SOLIDWORKS 2022 最新版安裝程式載點」。 

2. SOLIDWORKS 2022 SP2.0 開始支援 Windows 11 專業版 64 位元以上的系統 

3. SOLIDWORKS 教育版的單機或網路序號，皆需啟動才能使用。若要更換啟動電腦，務必先歸

還使用許可 ( 詳「SOLIDWORKS 單機版轉換作業」或「網路版 License Manager 轉換作

業」)。無論單機版或網路版序號啟用，皆有啟動次數限制。 

4. 請務必事前做好 SOLIDWORKS 版本使用許可移轉，確保使用且避免日後相關衍生費用發生。 

 

5. 教育版序號必需每年重新啟用使用一次許可。 

二、 安裝前注意事項 

1. 安裝 SOLIDWORKS 使用者端，建議將舊有 SOLIDWORKS 版本移除，並以新安裝方式來進

行安裝。移除前請先將使用許可歸還 (詳「SOLIDWORKS 單機版轉換作業」)。 

2. 若有舊有版本之路徑、環境、範本等考量因素，可能採用升級方式處理，升級前建議洽詢實威。 

3. 強烈建議您在安裝新版 SOLIDWORKS 之前，備份所有文件(包含文件範本、圖頁格式、

DesignLibrary 或 SOLIDWORKS 環境等等)。舊版檔案在新版程式儲存檔案後，會自動轉換

為新版程式的版本。一旦轉換並儲存後，則無法在先前舊版的程式中再進行存取。 

4. 建議您安裝 SOLIDWORKS 時，關閉防毒軟體。在安裝之後，再重新啟動防毒軟體。 

5. SOLIDWORKS 基礎需求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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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用 Intel® Core™ i7 等級以上電腦、RAM 32 GB 以上和 SSD 硬碟，並使用原廠測試

認證的圖形介面卡及對應的驅動程式版本。基於效能考量，最好有足夠記憶體 RAM 供您經常操作

的檔案大小使用。並強烈建議，在系統磁碟保留 10 GB 以上的閒置空間，作為暫存空間使用。 

6. 當升級 SOLIDWORKS Service Pack 時，需搭配原始安裝來源路徑，依指示升級，維護合約內

客戶才能下載與升級至當下最新版次。 

7. SOLIDWORKS 許可啟動和轉換採用 Internet 線上註冊或手動 Email 註冊方式。 

8. 若為 SOLIDWORKS 網路版時，請先參閱「SOLIDWORKS 網路版 License Manager 安裝流

程」，將 License Manager 安裝於 Server 並啟動後，再至 Client 端安裝 SOLIDWORKS 相

關軟體。 

9. 由於 Service Pack 版本及作業系統的不同，安裝畫面可能略有差異，但不影響安裝流程。 

三、 SOLIDWORKS 使用者端安裝流程 

1. 首先至「SOLIDWORKS 2022 最新版安裝程式載點」下載安裝程式。 

2. 執行安裝目錄中的 setup.exe。其安裝程式內容包含 SOLIDWORKS 主程式及 SOLIDWORKS

其他系列產品安裝程式，如 SOLIDWORKS License Manager、Composer、Inspection、

Visualize、Flow Simulation 等。 

3. 當跳出以下詢問是否繼續安裝的警告，請直接點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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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1 【安裝在此電腦上】○2 【下一步】。 

 

5. 請輸入 SOLIDWORKS 序號，序號都為共 24 碼的數字及英文字母組合(建議使用英文輸入法

輸入序號)。若有購買其它產品，請左鍵點選左側對應產品的灰色箭頭，展開序號欄位，勾選

並輸入產品序號【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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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網際網路 Internet 連線狀態，會自動依序號偵測安裝模組；若網際網路為 Internet 未連線

狀態，則會出現以下畫面，請按【取消】，軟體會繼續往下安裝。 

 

當透過 Internet 連線狀態，可能會偵測到較新版本，請選擇【繼續安裝…】【下一步】。 

7. 若偵測到有安裝舊版本 SOLIDWORKS 時，會出現安裝選項，選擇要利用升級還是新安裝方

式，建議選擇預設的「產生一個 SOLIDWORKS 2022 SPX.X 的新安裝」【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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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進入到摘要畫面時，便可開始進行以下的安裝設定 : 

 

 點選○1 【變更】挑選並確認想要安裝的模組點擊右下的【回到摘要】。 

 點選○2 【變更】建議取消勾選「為之後的 service packs 使用背景下載程式」點擊右下

的【回到摘要】。 

 點選○3【變更】確認或修改主程式安裝路徑(如有舊版程式，建議變更路徑)點擊右下的【回

到摘要】。 

 點選○4【變更】確認或修改 Toolbox/異型孔精靈安裝路徑(如有舊版程式，建議變更路徑)

點擊右下的【回到摘要】。 

 想要了解 SOLIDWORKS 使用許可協議，請點選○5 下方的「使用許可協議書」。 

 最後○5 勾選「我接受 SOLIDWORKS 的條款」○6 點擊【馬上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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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假如在步驟 4 輸入的序號中有包含網路版序號，則會出現新增伺服器視窗，請在欄位中輸入

25734@SERVER 電腦名稱或 IP。例如：25734@ServerName 或 25734@192.168.2.11。

其中 25734 為 SOLIDWORKS 使用的訊號閘道。（只有單機版序號的話，則不會出現新增伺

服器視窗，請略過此步驟。) 

 

10. 安裝完成後，可選擇是否顯示新增功能 PDF、參加 SOLIDWORKS 改善計畫等項目點擊右

下的【完成】。部份電腦可能會跳出要求重開機詢問視窗，請重新開機後再繼續後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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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SOLIDWORKS 單機版啟動作業 

假如只有 SOLIDWORKS 網路版模組，請直接跳到「SOLIDWORKS 初始設定流程」。 

A. 自動在 Internet 上啟動作業 

電腦無法連線外部 Internet 網路時，請至「手動經電子郵件啟動作業」。 

1. 請按住 Shift 鍵對 SOLIDWORKS 捷徑點右鍵點選【以系統管理者身份執行】放開

Shift 鍵。 

 

2. ○1 點選「自動在 Internet 上(建議使用)」○2 點擊【選擇全部】○3 輸入使用者的 Email(必

填欄位，純紀錄使用)○4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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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啟動成功後就會出現啟動成功的視窗，啟動的產品會列在視窗表格中，點選【完成】。 

 

 

B. 手動經電子郵件啟動作業 

1. 請按住 Shift 鍵對 SOLIDWORKS 捷徑點右鍵點選【以系統管理者身份執行】放開

Shift 鍵，SOLIDWORKS 便會開啟。 

 

2. ○1 點選「手動經電子郵件」○2 點擊一項產品項目(手動經電子郵件一次僅能停用一項產

品)○3 輸入使用者的 Email(必填欄位，純紀錄使用)【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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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儲存】另存 SWActivateRequest_SWXXX.txt 檔案(檔名名稱請勿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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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記事本檔案 SWActivateRequest_SWXXX.txt 以附件方式寄到以下的信箱

activation@solidworks.com。(信件中的主旨和內文可以空白)。 

5. 約莫 5 分鐘後，原廠即會寄來回覆認證檔案 SWActivateResponse_SWXXX.txt。點選

【開啟】將此 Response 檔案輸入後，即跳出啟動成功的視窗，點選【完成】。(如有

多組序號需要啟動，請回到步驟 1 重複操作) 

 

 

五、 SOLIDWORKS 初始設定流程 

1. 請按住 Shift 鍵對 SOLIDWORKS 捷徑點右鍵點選【以系統管理者身份執行】放開 Shift

鍵，SOLIDWORKS 便會開啟。 

 

mailto:activation@solidworks.com?subject=SWTransfer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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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左下【接受】SOLIDWORKS 使用許可協議書。(電腦中保有舊版設定的話，則不會出現。) 

 

SOLIDWORKS 開啟時，可以看到 SOLIDWORKS Education Edition (教育版)的字樣。 

 

3. SOLIDWORKS 開啟後，點選【開啟新檔】選擇 MMGS 和 ISO【確定】。假如的常用的

單位和尺寸標準為其他規範，請依貴校常用的標準作選擇。 

(電腦中保有舊版設定的話，則不會出現此視窗，而是直接出現範本選擇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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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至【工具】【選項】○1 【系統選項】○2 【一般】○3 點選【還原檔案關聯】○4 【確

定】關閉 SOLIDWORKS。 

 

 

六、 SOLIDWORKS 單機版轉換作業 

A. 轉換時機 

更換電腦使用時、升級電腦配備時、電腦重新安裝作業系統時、電腦 GHOST 時。 

B. 電腦 ID 查詢方式 

開啟 SOLIDWORKS，至右上方○1【○? 說明】○2【使用許可】○3【顯示】○4【關於】○5

即可瞭解您電腦名稱及電腦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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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動在 Internet 上轉換作業 

電腦無法連線外部 Internet 網路時，請至「手動經電子郵件轉換作業」。 

1. 開啟 SOLIDWORKS，至右上方○1 【○? 說明】○2 【使用許可】○3 【停用】。 

 

2. ○1 點選「自動在 Internet 上(建議使用)」○2 點擊【選擇全部】○3 輸入使用者的

Email(必填欄位，純紀錄使用)【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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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停用成功後就會出現轉移成功的視窗，已啟動的產品已被歸還而成為空白，點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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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手動經電子郵件轉換作業 

1. 開啟 SOLIDWORKS，至右上方○1 【○? 說明】○2 【使用許可】○3 【停用】。 

 

2. ○1 點選「手動經電子郵件」○2 點擊一項產品項目(手動經電子郵件一次僅能停用一項產

品)○3 輸入使用者的 Email(必填欄位，純紀錄使用)【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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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儲存】另存 SWTransferRequest_SWXXX.txt 檔案(檔名名稱請勿更動)。 

 

4. 將記事本檔案 SWTransferRequest_SWXXX.txt 以附件方式寄到以下的信箱

activation@solidworks.com。(信件中的主旨和內文可以空白)。 

5. 約莫 10 分鐘後，原廠即會寄來回覆認證檔案 SWTransferResponse_SWXXX.txt。點選

【開啟】將此 Response 檔案輸入後，即跳出轉移成功的視窗，點選【完成】。(如有

多組序號需要停用，請回到步驟 1 重複操作) 

 

mailto:activation@solidworks.com?subject=SWTransfer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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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網路版 License Manager 安裝流程 

建議先將 SOLIDWORKS License 歸還，移除舊版 SOLIDWORKS License Manager，再進

行安裝。 

1. 首先至「SOLIDWORKS 2022 最新版安裝程式載點」下載安裝程式。 

2. 從 SOLIDWORKS 安裝目錄中執行 setup.exe當跳出以下詢問是否繼續安裝的警告，請直

接點擊【確定】。 

 

3. 選擇○1「安裝伺服器產品」○2 選擇「在此電腦上安裝 SOLIDWORKS License Manager 2022 

SPX.X」○3 點擊【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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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現輸入 SolidNetWork 序號畫面，輸入 24 碼序號後( 4 個字一組，中間空白，共六組)點

擊【下一步】。(假如有多組網路版序號，不同序號間請以逗號【,】區隔) 

 

5. 出現摘要畫面，點選○1 【變更】確認或修改主程式安裝路徑點擊右下的【回到摘要】

最後○2 勾選「我接受 SOLIDWORKS 的條款」○3 點擊【馬上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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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裝完成後，可選擇是否顯示新增功能、參加 SOLIDWORKS 改善計畫等項目點擊右下的

【完成】。部份電腦可能會跳出要求重開機詢問視窗，請重新開機後再繼續後面操作。 

 

使用者端安裝步驟請參照「SOLIDWORKS 使用者端安裝流程」。 

八、 網路版 License Manager 啟動作業 

A. 自動在 Internet 上啟動作業 

電腦無法連線外部 Internet 網路時，請至「手動經電子郵件啟動作業」。 

1. 請至 Windows 開始點選「SOLIDWORKS 工具 2022」點擊「SolidNetWork 

License Manager Serv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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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現是否要現在啟動的視窗時，點擊【是】。 

 

3. 進入 SolidNetWork License 伺服器資訊，勾選「在此伺服器上有正在使用的防火牆」

點擊【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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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點選「自動在 Internet 上(建議使用)」○2 點擊【選擇全部】○3 輸入管理者的 Email(必

填欄位，純紀錄使用)○4 【下一步】。 

 

5. 啟動成功後就會出現啟動成功的視窗，啟動的產品會列在視窗表格中，點選【完成】。 

 

B. 手動經電子郵件啟動作業 

1. ○1 請至 Windows 開始○2 點選「SOLIDWORKS 工具 2022」○3 點擊「SolidNetWork 

License Manager Serv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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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現是否要現在啟動的視窗時，點擊【是】。 

 

3. 進入 SolidNetWork License 伺服器資訊，○1 勾選「在此伺服器上有正在使用的防火牆」

○2 點擊【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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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點選「手動經電子郵件」○2 點擊一項產品項目(手動經電子郵件一次僅能啟動一項產

品)○3 輸入使用者的 Email(必填欄位，純紀錄使用)【下一步】。 

 

5. 點選【儲存】另存 SWActivateRequest_SWXXX.txt 檔案(檔名名稱請勿更動)。 

 



台北工程部-Rice 劉嘉琦 

提供對象：所有客戶 

台灣技術服務專線：0800-868358  台灣技術服務信箱：0800@swtc.com                        
      
     26 

6. 將記事本檔案 SWActivateRequest_SWXXX.txt 以附件方式寄到以下的信箱

activation@solidworks.com。(信件中的主旨和內文可以空白)。 

7. 約莫５分鐘後，原廠即會寄來回覆認證檔案 SWActivateResponse_SWXXX.txt。點選

【開啟】將此 Response 檔案輸入後，即跳出啟動成功的視窗，點選【完成】。(如有

多組序號需要啟動，請回到步驟 1 重複操作) 

 

8. 切換到 SOLIDWORKS SolidNetWork License Manager 的「使用許可的使用」畫面，確

認啟動的產品套數是否正確。 

 

mailto:activation@solidworks.com?subject=SWTransfer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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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網路版 License Manager 轉換作業 

A. 轉換時機 

更換電腦使用時、升級電腦配備時、電腦重新安裝作業系統時、電腦 GHOST 時。 

B. 自動在 Internet 上轉換作業 

電腦無法連線外部 Internet 網路時，請至「手動經電子郵件啟動作業」。 

1. 請至 Windows 開始點選「SOLIDWORKS 工具 2022」點擊「SolidNetWork 

License Manager Server 2022」。 

 

2. 在 SOLIDWORKS SolidNetWork License Manager 的○1 「伺服器系統管理」畫面○2

點擊【修正】○3 點選「將產品使用許可移至新的/升級的電腦」○4 點擊【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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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點選「自動在 Internet 上(建議使用)」○2 點擊【選擇全部】○3 輸入管理者的 Email(必

填欄位，純紀錄使用)○4 【下一步】。 

 

4. 停用成功後就會出現轉移成功的視窗，原本啟動的產品已被歸還而成為空白，點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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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手動經電子郵件啟動作業 

1. ○1 請至 Windows 開始○2 點選「SOLIDWORKS 工具 2022」○3 點擊「SolidNetWork 

License Manager Server 2022」。 

 

2. 在 SOLIDWORKS SolidNetWork License Manager 的○1 「伺服器系統管理」畫面○2

點擊【修正】○3 點選「將產品使用許可移至新的/升級的電腦」○4 點擊【下一步】。 

 

3. ○1 點選「手動經電子郵件」○2 點擊一項產品項目(手動經電子郵件一次僅能停用一項產

品)○3 輸入使用者的 Email(必填欄位，純紀錄使用)【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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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儲存】另存 SWTransferRequest_SWXXX.txt 檔案(檔名名稱請勿更動)。 

 

5. 將記事本檔案 SWTransferResponse_SWXXX.txt 以附件方式寄到以下的信箱

activation@solidworks.com。(信件中的主旨和內文可以空白)。 

mailto:activation@solidworks.com?subject=SWTransfer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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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約莫５分鐘後，原廠即會寄來回覆認證檔案 SWTransferResponse_SWXXX.txt。點選

【開啟】將此 Response 檔案輸入後，即跳出轉換成功的視窗，點選【完成】。(如有

多組序號需要停用，請回到步驟 1 重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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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SOLIDWORKS 系統環境 

作業系統 

 

微軟 SQL 與 Office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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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SOLIDWORKS 最新版安裝程式載點 

A. SOLIDWORKS 2022 最新版安裝程式載點 

名稱 載點 

SW2022.part1.rar SW2022.part1.rar  

SW2022.part2.rar SW2022.part2.rar  

B. SOLIDWORKS 2021 最新版安裝程式載點 

名稱 載點 

SW2021 SP5.1_Part1 SW2021 SP5.1_Part1  

SW2021 SP5.1_Part2 SW2021 SP5.1_Part2  

註：請將下載後的兩個壓縮檔放一起，並建議暫時關閉防毒軟體並使用 winrar 解壓縮程式，合

併為同一個安裝檔後再執行後續安裝。 

 

https://fetca905048-my.sharepoint.com/:u:/g/personal/cs_swtc_com/EX8RZsDz1JZHskIT4nIDhQQB4NCh2Yg3WTYdw6HL_RtZbw?e=t39oYY
https://fetca905048-my.sharepoint.com/:u:/g/personal/cs_swtc_com/EQFHfJG_s8JPmsKiA5-hfsABl1NNd0aoAQppvWyXTUenzw?e=sB4Dz3
https://fetca905048-my.sharepoint.com/:u:/g/personal/cs_swtc_com/EX3A7ON2o6pGnJc0DHYl6N0BreeYdSLWZ2Q8QhLKztdDRA?e=ImLtWz
https://fetca905048-my.sharepoint.com/:u:/g/personal/cs_swtc_com/EaAOfuXgvnpKqtoYEpclfvEBQJkvbcT_MQD7zEC0N16o0Q?e=lcAH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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