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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工程暨數理學門成果交流會議程 
 

一、活動時間：9月 11日(三)中午 12:00-17:00 

二、活動地點：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號 

三、報到地點：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厚生樓川堂 

四、發表地點：1.口頭發表：厚生樓 1、2樓教室   2.海報發表：厚生樓川堂 

五、議程： 

時間 活動 地點 

12:00-13:00 

報到/午餐 

*口頭發表者請至教室安裝檔案 

*海報發表者請至海報區張貼 

用餐地點：厚生樓 1樓

Room7 

13:00-13:20 

(20分鐘) 

開幕式 貴賓致詞 

 教育部長官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工程學門召集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楊重光副校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謝淑玲教務長 

學生活動中心 B1音樂廳 

13:30-15:00 

(90分鐘) 

場次一：口頭發表 

(分 8間教室舉行) 

厚生樓 2樓

Room1~Room6 

厚生樓 1樓

Room7~Room8 

15:10-15:20 

(10分鐘) 
休息時間(10分鐘) 

用餐地點：厚生樓 1樓

Room7 

15:20-17:00 

(100分鐘) 

場次二：海報發表 

(分 4區舉行) 
厚生樓川堂 

17:00~ 賦歸  

 

六、發表規則： 

1. 口頭發表： 

(1) 每人報告 10分鐘，5分鐘問題討論與交流 

(2) 每間教室配有電腦，發表者直接帶簡報檔案至現場即可 

(3) 報到後請提前存放簡報檔案於指定發表教室電腦 

2. 海報發表： 

(1) 每人報告 5分鐘 

(2) 發表者需自行印刷 A0海報，直式 1張，敬請提早張貼(請用現場準備之布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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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場次 

口頭 1 (工程學門)時間：13：30－15：00   地點：厚生樓 2樓 Room1 

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口頭 1-1 連興隆 
中文磨課師應用於全英文授課課程對專業與英文學習

成效影響之評估 
17 

口頭 1-2 邱瑞宇 社會科學議題導入環境微生物學之創新教學 18 

口頭 1-3 蔡明慈 
以傳遞、探索、肯定、更新為目標導向翻轉學生學習

力—以實驗課程為研究模型 
19 

口頭 1-4 王修璇 
逆向課程設計結合翻轉教育輔助化學與實驗課程學習

效益之行動研究 
20 

口頭 1-5 王昭凱 
以 STS(Science-Technology-Skill)系統利用漸進式多媒

體引導學習教學法增進化學實驗課程的教學成效 
21 

口頭 1-6 蔡偉博 
以問題導向、團隊導向及電腦輔助學習為核心的化工

專業教學 
22 

 

口頭 2 (工程學門)時間：13：30－15：00  地點：厚生樓 2樓 Room2 

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口頭 2-1 江傳文 
融合競賽參與及產學合作以發展技職教育實務專題課

程之研究 
23 

口頭 2-2 吳永俊 半導體元件設計與模擬創新教學計畫 24 

口頭 2-3 劉育成 以 CDIO實踐培養電聲 Π型人之創新教學研究 25 

口頭 2-4 楊秉祥 機械設計學用鏈結強化教學研究 26 

口頭 2-5 蔡錫錚 
應用問題與專案導向教學法於大學機械系學生自主學

習之研究 (I) – 導航課程之教學規劃與成效 
27 

口頭 2-6 洪政豪 
以產業應用與實驗載具為基礎的潤滑學課程之問題導

向式學習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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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3 (工程學門) 時間：13：30－15：00  地點：厚生樓 2樓 Room3 

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口頭 3-1 李博明 Linux 教學計畫 - EDA 設計流程與整合 29 

口頭 3-2 張敬源 
基於仿生機構、問題導向式學習法、行動學習法之

機械設計實踐教育 
30 

口頭 3-3 陳正一 
結合翻轉教室、相互教學法及專題導向學習之教學

策略於電力品質訊號處理課程之學習成效分析 
31 

口頭 3-4 陳美玲 實務案例導向之配電設計課程 32 

口頭 3-5 呂晃志 氫能源發電教學的實踐研究計畫 33 

口頭 3-6 王得貴 
問題式教學增進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學生之主動獨立

學習力 
34 

 

口頭 4 (工程學門)  時間：13：30－15：00 地點：厚生樓 2樓 Room4 

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口頭 4-1 謝東佑 
利用即時反饋系統提升高教工程學生之學習興趣與

學習效能 
35 

口頭 4-2 劉一宇 
考量多元入學學生背景差異的數位邏輯設計課程改

進之研究 
36 

口頭 4-3 許雯絞 程式設計課程之翻轉教學實踐研究 37 

口頭 4-4 張怡君 
以個人化 web 學習環境支援課堂 PBL 合作式學習之

教學策略研究與設計－以 C語言程式設計為例 
38 

口頭 4-5 林柏江 以結對編程方法精進資料結構課程的學習成效 39 

口頭 4-6 洪暉鈞 翻轉教學模式於大學程式必修課程之實踐與探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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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5 (工程學門)  時間：13：30－15：00 地點：厚生樓 2樓 Room5 

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口頭 5-1 陳俐吟 
合作學習教學法對跨領域學習成效之行動研究-以

「沉浸式體驗概論」課程為例 
41 

口頭 5-2 鍾武勳 
運用樂高機器人組件進行生產物流系統模擬之教學

研究 
42 

口頭 5-3 郭旻鑫 
運用「問題導向式行動學習」於引導學生深入學習

運輸專業領域之研究 
43 

口頭 5-4 李振興 工程學院控制系統實驗課程結合創客之設計 44 

口頭 5-5 黃能富 
基於人工智慧評價 MOOCs+SPOC 翻轉教學之學習

成效 
45 

口頭 5-6 賴阿福 計算機結構課程之翻轉教學 46 

 

口頭 6 (工程學門)  時間：13：30－15：00 地點：厚生樓 2樓 Room6 

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口頭 6-1 許鎧麟 
虛擬實境技術用於提升營建工程材料領域課程學習

成效暨核心能力之行動研究 
47 

口頭 6-2 陸曉筠 工程領域學生的協同學習模式 48 

口頭 6-3 劉光晏 土木專題實作課程引進建築資訊技術之研究 49 

口頭 6-4 周建成 發展資訊應用課程之建築業界專家參與模式與評估 50 

口頭 6-5 宋玉真 
桌上遊戲應用於現代建築史教學- 以逢甲現代建築

史課程為例 
51 

口頭 6-6 呂志宗 
開放式課程「工程數學」之教學暨解題講義/影片

的建立與應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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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7 (數理學門)  時間：13：30－15：00 地點：厚生樓 1樓 Room7 

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口頭 7-1 黃印良 以省思寫作提昇微積分學習成效之教學實踐 53 

口頭 7-2 張其棟 線上即時回饋系統融入微積分教學 54 

口頭 7-3 許經夌 
「從科幻到科學」──  PBL物理教學中學生自主性

問題發現及學習過程之行動研究 
55 

口頭 7-4 施奇廷 物理與傳播 56 

口頭 7-5 羅光耀 具創新性及實踐性之物理實驗課程 57 

口頭 7-6 鍾德元 
光學課程翻轉教學造成學生參與程度及思考與動手

能力增進之研究 
58 

 

口頭 8 (數理學門)  時間：13：30－15：00 地點：厚生樓 1樓 Room8 

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口頭 8-1 于淑君 實作展演與數位翻轉—基礎化學暨實驗教學革新 59 

口頭 8-2 劉沂欣 
以情境學習來研究大一生修習普通化學之學習歷程

並輔助學習成效 
60 

口頭 8-3 陳俊太 奈米的奇幻旅程—科學與藝術的跨領域學習 61 

口頭 8-4 朱智謙 
有機分子立體化學的翻轉教室與擴增、虛擬實境之

教具開發 
62 

口頭 8-5 賴振耀 微積分專題式整合教學策略之探討 63 

口頭 8-6 楊菁菁 機率浮現_機率論結合運算思維之課程設計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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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場次 

海報 A區 (工程學門)  時間：15：20－17：00 地點：厚生樓 1樓川堂 

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海報 A-1 高震宇 
問題導向學習應用在醫學工程教育之研究-以

「再生醫學技術」課程為例 
67 

海報 A-2 葛宗融 
跨領域生醫人才培育之醫療器材創新設計課程

計畫 
68 

海報 A-3 李泉 量測與儀表實驗課程重塑 69 

海報 A-4 陳品銓 微型化精準醫療平台之設計與開發 70 

海報 A-5 劉佳霖 
橋接大學部程控教育與化工廠控制室之間的鴻

溝 
71 

海報 A-6 王國彬 程序設計模擬案例與實廠操作現況連結之研究 72 

海報 A-7 田禮嘉 
問題導向學習在材料熱力學課程教學之行動研

究 
73 

海報 A-8 吳錫芩 
材料科學導論（ㄧ）：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策

略 
74 

海報 A-9 林育立 智慧綠農跨領域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75 

海報 A-10 林康捷 
融入社會參與內涵作為污染物分析實驗課程設

計之教學改進研究 
76 

海報 A-11 施百鴻 一般廢棄物清運模式暨安全認知之教學實踐 77 

海報 A-12 簡繹驥 桌遊融入大學環境污染導論教學之行動研究 78 

海報 A-13 高正忠 循環型 DIY環保都市農園教材開發與實作 79 

海報 A-14 白世南 
誰來｢可能發展區｣協助他們? ― 入學成績落後

者在基礎課程中的學習 
80 

海報 A-15 賴文正 
培養與激發學生創意潛能之研究 -以遠距教

學：創新發明與生活應用為例 
81 

海報 A-16 江昭龍 
問題導向學習法於高齡者生活服務之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 
82 

海報 A-17 陳樹人 
以科技媒體提升科技大學化材系學生在工程數

學的學習動機 
83 

海報 A-18 蘇威年 行動學習於非本科生大一化學課的應用與研究  

海報 A-19 楊介仙 
問題及專案為導向學習之混合引導式教學法應

用於車載網路系統課程之教學實踐研究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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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海報 A-20 曾信賓 數位信號處理課程與創新教學實踐之研究 85 

海報 A-21 胡大湘 
以設計思考為導向，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實驗力

之行動研究 
86 

海報 A-22 賴文彬 
以虛補實之 PBL+「選擇式」學教翻轉之混合

教與學—以「網路管理」課程為例 
87 

海報 A-23 陳雍宗 
實踐「動手做｣之工程教育教學於具「個別差

異｣學生的教學現場 
88 

海報 A-24 蔡樸生 
CAN Bus 車用微控制器/感測器實驗教具之研

製 
89 

海報 A-25 蘇景暉 
專題導向智慧輪型機器人之學習平台與課程設

計 
90 

海報 A-26 洪玉城 
問題分析歸納與同儕扶持之有效學習法研究：

以「電路學」為例 
91 

海報 A-27 張家宏 應用於基礎學科之學用落差改善計畫 92 

海報 A-28 曾騰輝 
以學思達教學法增進技職校院工程學科學習成

效-以電子學為例 
93 

海報 A-29 張培華 來電不來電?-----合作學習學電子 94 

海報 A-30 陳俊良 
擴增實境融入電子儀表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之研究 
95 

海報 A-31 王學誠 
主動參與於做中學機器人教育 - 自動駕駛課程

Duckietown教學驗證 
96 

海報 A-32 錢膺仁 
合作學習與 BOPPPS有效教學模組導入「計算

機程式」教學之教學實務研究 
97 

海報 A-33 楊淳良 
基於谷歌 AIY 套件的頂石工程課程設計與教

學實踐 
98 

海報 A-34 蘇恆毅 
導入 CDIO 專案導向式學習於電力與能源專業

領域課程之創新教學研究 
99 

海報 A-35 張文宇 
應用鷹架學習理論於再生發電工程導論教學活

動設計 
100 

海報 A-36 謝鴻琳 適用於五專之 Arduino課程教學設計 101 

海報 A-37 林維崙 線性代數之遊戲化學習 102 

海報 A-38 方俊才 
以合作學習與問題導向提升工程數學的學習成

效 
103 

海報 A-39 梁寶芝 
策發學生學習動機行動研究---以逢甲大學電機

系半導體物理課為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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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B區 (工程學門)  時間：15：20－17：00  地點：厚生樓 1樓川堂 

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海報 B-1 于欽平 
促進工程領域學生於課堂主動發言及討論之研

究 
105 

海報 B-2 李宗南 智慧雲端錄影系統建置與教學成效評估 106 

海報 B-3 王豐緒 
遊戲式專題融入翻轉教學之行動研究 --以

JAVA程式設計課程為例 
107 

海報 B-4 鄭伯壎 Python程式設計桌遊教具開發與實測 108 

海報 B-5 張保榮 
應用領域系統整合之行動應用服務研發及內容

設計 
109 

海報 B-6 陳澤雄 以數位互動式學習提升程式語言教學成效 110 

海報 B-7 林宗宏 
引入多媒體工具培訓個人化專業 MVC 架構專

案程式開發學習環境 
111 

海報 B-8 陳志全 
ARCS 動機模式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之研究-以網

頁程式設計課程為例 
112 

海報 B-9 林佳漢 以教材做為教學範例之專題導向教學法之研究 113 

海報 B-10 陳又菁 適性化引導發現式程式設計行動學習 114 

海報 B-11 陳澤龍 
運用同儕評量教學模式改善方塊程式邏輯設計

學習成效 
115 

海報 B-12 鄭煜輝 
具實務與知識導向之 APP程式設計教學實踐之

研究 
116 

海報 B-13 楊政穎 

使用問題導向學習式教學對提升大學生的獨立

思考及解決問題能力之研究-以數位系統課程為

例 

117 

海報 B-14 吳俊興 提升學生以原文學習資訊專業課程成效之研究 118 

海報 B-15 范揚興 應用問題導向學習跨平台嵌入式系統軟體技術 119 

海報 B-16 陳永隆 嵌入式健康照護物聯網 120 

海報 B-17 林文彥 
多媒體系統課程中採用遊戲專案開發為學習目

標之 PBL學習模式研究 
121 

海報 B-18 楊朝棟 
基於深度學習與大數據分析技術之空汙預測永

續管理平台 
125 

海報 B-19 陳國益 以自造者精神為動機的實作導向課程教學方法 126 

海報 B-20 楊雄斌 
探討 WebQuest 教學法在外語科系資訊課程的

學習成效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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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海報 B-21 王福星 應用鷹架支持於離散數學合作學習之研究 128 

海報 B-22 李榮三 
導入互動式教學以實現降低學用落差之教學品

質提升計畫 
129 

海報 B-23 陳念波 提升大學生程式語言初學者的學習動機 130 

海報 B-24 林錦財 計算機網路習作質量管控之教學技術研究 131 

海報 B-25 楊健貴 
跨領域創新教學以專題導向學習之學習成效探

討 
132 

海報 B-26 楊維寧 
經由電腦模擬實驗的實作提昇「統計學」的學

習成效 
133 

海報 B-27 陳宗禧 
以問題導向式學習於通識教育運算思維課程之

研究 
134 

海報 B-28 李之中 

支援職能本位課程專業知識教學之課程設計與

實踐－以 Oracle 資料庫管理專業模組之資料庫

管理課程為例 

135 

海報 B-29 吳美玉 
學用落差實務之研究-以系統分析與設計課程為

例 
136 

海報 B-30 楊權輝 以專題式學習融入服務學習之行動研究 137 

海報 B-31 曾俊霖 虛擬實境實務 138 

海報 B-32 劉川綱 
以網路模擬器及 Linux 網通功能改革電腦網路

課程教學方式之研究 
139 

海報 B-33 練凱文 運用創造性問題教學於網路課程的實踐 140 

海報 B-34 張慶寶 改善實務專案課程審查效率之方法 141 

海報 B-35 黃慶育 軟體開發與專案管理課程教學成效實證研究 142 

海報 B-36 吳家榮 
翻轉教室授課方式對於學生學習興趣之影響--

以「資料結構」課程為例 
143 

海報 B-37 徐熊健 行動研究導向的資料結構互動教室 144 

海報 B-38 涂世俊 問題導向學習應用在數位遊戲設計課程之研究 145 

海報 B-39 許呈如 

學習風格與學習模式在專業理論課程中對學習

成效及學習結果影響之研究-以作業系統教學為

例 

146 

海報 B-40 蔡俊明 

利用分解和克服演算法以及專題式導向學習法來

設計、製作、實現和評估電腦視覺和深度學習課

程: 偵測和辨識國小高年級國語課文中文字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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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C區 (工程學門)  時間：15：20－17：00  地點：厚生樓 1樓川堂 

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海報 C-1 陳世芳 
運用【產品設計】概念於微控制器實務課程之

教學實踐研究 
148 

海報 C-2 郭見隆 

機械自動化之教學實踐與創新教學專案學習之

成效評估與影響性分析最佳化-以機電整合課程

為例 

149 

海報 C-3 林銘哲 
探討壓力容器全領域產學共用程課使用電腦輔

助設計及快速成形製造加強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150 

海報 C-4 丁玉良 
融合創客與 STEM 之機電整合機械手臂教材發

展與實驗 
151 

海報 C-5 楊政融 
將三維列印與創造思考融入機械元件設計課程

對學生創造力影響之研究 
152 

海報 C-6 黃運琳 機器動力學與多體動力學課程之創新與評量 153 

海報 C-7 吳文忠 
探討以問題導向學習方法 PBL對航空發動機實

習課程的教學行動研究 
154 

海報 C-8 黃晟豪 
以探究式教學策略培養技職體系學生解決實務

問題能力之研究 
155 

海報 C-9 蔡裕祥 
評估學生之課程參與程度和學習成效的影響及

關聯性-以機電整合磨課師課程的實施為例 
156 

海報 C-10 桑慧敏 機率與統計應用之創新教學法 157 

海報 C-11 陳建良 精實管理教學實踐 158 

海報 C-12 孫殷同 
差異化教學建構工業 4.0 精實製造系統工程教

學實踐 
159 

海報 C-13 張國浩 作業研究二創新翻轉教室 160 

海報 C-14 楊康宏 
跨領域 PBL 課程實施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驗證-

以工作研究課程為例 
161 

海報 C-15 薛明憲 
透過實務操作探討問題導向學習在創意思解課

程之效果 
162 

海報 C-16 王宗一 
融入創意思考精神及創客元素之專案導向式程

式設計課程 
163 

海報 C-17 莊文傑 重建台灣大學生學習動機之教學實踐研究 164 

海報 C-18 袁長安 
基於工業 4.0 的產品生命週期管理技術之教學

實踐研究 
165 

海報 C-19 許藝菊 
以跨領域合作與思想實驗探究專業倫理是否可

教 
166 

海報 C-20 陳金帶 圖學：點線面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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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海報 C-21 陳勝一 
環境教育系列課程對科技大學工學院學生永續

能力之影響 
168 

海報 C-22 陳鶴文 案例式教學法在環境影響評估課程上的應用 169 

海報 C-23 賴文亮 
環安衛專業應用技術型人才培育之實踐教學研

究 
170 

海報 C-24 王承德 應用萃思理論於防災教育之創新教學 171 

海報 C-25 馮靜安 
情境導向提問結合及時回饋對大學生學習成效

之影響 
172 

海報 C-26 林子剛 
「見微知著」:運用 3D 列印結合物聯網資訊提

升大型結構實驗力學合作學習 
173 

海報 C-27 關百宸 
結合翻轉教室與 3D 列印應用於材料力學、結

構學等結構力學課程之實作教材開發 
174 

海報 C-28 李炤佑 PDSA循環應用於工程力學教學之研究 175 

海報 C-29 許少華 
以大三上學期「流體力學試驗」課程策發學生

學習動機 
176 

海報 C-30 陳宜清 
探索式教學法結合 PBL於環境主題課程之教學

實踐 
177 

海報 C-31 袁明豪 
樂高熱力學：開發職安/工安領域熱力學之樂高

積木桌遊教案與翻轉教室研究 
178 

海報 C-32 李得元 主題式單元教學應用於能源管理課程 179 

海報 C-33 郭馨徽 
互動式翻轉教學於普通物理學生學習成效之研

究 
180 

海報 C-34 鄭進山 
雞尾酒教學法在職業安全與衛生課程的應用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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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D區 (數理學門)  時間：15：20－17：00 地點：厚生樓 1樓川堂 

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海報 D-1 蘇意雯 數學遊戲教學素材開發與實踐研究 181 

海報 D-2 陳文豪 
文明、邏輯與美感視角下的大學幾何學課程-

『數學史：文明中的幾何』 
182 

海報 D-3 魏傳昇 
由迷思概念的探討改善學生在微積分課程的學

習成效 
183 

海報 D-4 林姿均 
結合 GeoGebra 教具及雲端學習平台之雙變數

微積分實踐教學 
184 

海報 D-5 洪國智 
動態幾何軟體 GeoGebra 融入技職生微積分課

程之教學研究 
185 

海報 D-6 方向 關於數學系高等微積分教學的新嘗試 186 

海報 D-7 俞淑惠 金融科技新教程之研究與教材開發 187 

海報 D-8 蔡桂宏 
R 語言應用統計程式設計多元自主數位學習課

程教學改進計畫 
188 

海報 D-9 林真真 大數據分析的跨領域資訊學習 189 

海報 D-10 盧宏益 
以互動式資料視覺化教學增進數理統計學習成

效之研究---基於 R 語言與 Shiny 的實作 
190 

海報 D-11 林惠賢 
應用數位教學工具輔助二技生統計學閱讀理解

之教學實踐成效研究 
191 

海報 D-12 鄭文彬 
提昇視覺傳達設計系學生程式語言能力之教材

開發與評估: 第一期 
192 

海報 D-13 梁世欣 
利用設計思考與 3D 列印改進實驗教材與課程

教具 
193 

海報 D-14 廖麗貞 
透過科學史情境和後設認知鷹架融入遺傳學實

驗教學培養學生像科學家般思考 
194 

海報 D-15 黃琴扉 
透過理論教學與探究實作雙主軸，提升大專師

資培育生問題解決能力 
195 

海報 D-16 林仁彥 
建置微積分數位教學助理來執行微積分教學實

踐 
196 

海報 D-17 李國瑋 微分幾何課程教學改造與學生興趣提升之研究 197 

海報 D-18 邱韻如 
普物與實驗之教材教法研究：厚植基本功力，

促進波動學習 
198 

海報 D-19 葉聰文 
大學普通物理實驗教學改進研究計畫--自造物

理實驗課程發展 
199 

海報 D-20 吳秋賢 電腦模擬改進普通物理實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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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報告人 計畫名稱 頁碼 

海報 D-21 黃旭明 設計性研究式物理實驗 201 

海報 D-22 李佳榮 
混合動態式教學法對普通物理學習興趣與成效

之影響 
202 

海報 D-23 林宗泰 程式模擬融入普通物理教學 203 

海報 D-24 王昌仁 以科學演示專題課程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04 

海報 D-25 駱芳鈺 
物理研究之批判性思考與辯論的學習歷程與成

效 
205 

海報 D-26 蘇炯武 
利用程式邏輯問題導向學習引導學生參與科學

服務與教學助理養成之研究 
206 

海報 D-27 林建隆 

施行探究式教學於師資生實務社群對職前科學

教師專業知能之影響-以「物理教材教法」課程

為例 

207 

海報 D-28 羅義興 
整個課堂都是學生的主場: 化學課程的教學實

踐 
208 

海報 D-29 何美霖 微生物及化學跨領域創新教學法上的開發 209 

海報 D-30 曾文哲 補充教材的內容選擇與多媒體簡報影片製作 210 

海報 D-31 莊沁融 科學史哲融入課程暨學習者心理影響之研究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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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1-1 

 

中文磨課師應用於全英文授課課程對專業與英文學習成效影響

之評估 

連興隆 教授 

摘要 

         本計畫「中文磨課師應用於全英文授課課程對專業與英文學習成效影響之評

估」，主要探討的是：專業課程以全英文授課方式時，線上中文磨課師課程是否可

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至於因語言能力導致專業科目學習成效降低，同時也可

提升英文能力。本次研究採用之課程「環工程序學」於 103學年度起即採用全英文

授課，直至 107 學年度為止，累計已進行五年。分析歷年學生期中考(筆試)以及學

期成績(期末考試英文口頭報告與簡報製作)，結果顯示採用全英文授課與中文授課

相比並未對學生的的學期成績有顯著影響。但在期中考試成績的部分，可以看出全

英文授課之前二年(103、104 學年度)成績明顯下降，第三年開始以中文磨課師線上

課程進行搭配後，成績便有顯著提升，並與往年中文授課時之成績相近。分析英文

測驗結果，對於英文能力本就不錯的學生，全英文上課對其英文能力的影響較不顯

著，僅有少數同學成績有提升，大部分同學的成績並無變化甚至降低。而其他英文

能力普通或較差的同學，多數學生的英文成績皆有進步。MSLQ學習動機量表結果

顯示，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未因課程採取全英文授課方式而減弱，學習成績較好(高

分組)之學生與較差(低分組)之學生的學習動機評量分數也未有明顯差距。 

 

 

  

關鍵詞：全英文授課、磨課師、翻轉教學、學生學習成效、環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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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1-2 

 

社會科學議題導入環境微生物學之創新教學 

邱瑞宇 副教授 

摘要 

         將「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s)融入環境微生物教學課程，增加

學生學習動機並增強環境態度是本教學實踐目的。環工生源包括工、農、管理、衛

護多樣化，因此教學設計首先開學以九宮格遊戲進行異質分組合作學習模式，在期

中考前以學習單方式建構學生基礎微生物先備知識及實驗技術，期中考後，悠活

「處理過」的廢水排放及萬里桐社區「未處理」的生活汙水排放對海洋環境健康影

響如何? 帶領兩班共 83 名學生萬里桐珊瑚礁岸採樣分析檢測及南灣墾丁汙水處理

廠學習生物處理廢水，尋找答案。讓學習馬上可以用且生活化，燃起學生學習熱

情。學生要自行查找相關資料，期末做成完整報告。並以海報海報形式口頭發表。

訓練思考辯證等多元能力。期間並以改良式團隊合作學習法(Team Base Learning；

TBL)強化學生的學習。並開發「開心水族缸桌遊」建構學習平台，讓學生反轉被

動學習為主動，以成對 t 檢定，都有顯著學習成效，以問卷進行調查，發現教學實

施使學生環境態度提昇。以 Osborne 論證品質分析發現有幾組學生能舉出多個理由

或證據做悠活及萬里桐汙水排放的評論且提出具體建議。以社會科學議題導入環境

微生物學之創新教學可以有效提升學習興趣並培養學生多元能力。 

 

 

  

關鍵詞：問題導向教學、社會科學議題、團隊合作學習法、開心水族缸桌遊、弧菌

菌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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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1-3 

 

以傳遞、探索、肯定、更新為目標導向翻轉學生學習力—以實

驗課程為研究模型 

蔡明慈 副教授 

摘要 

         有鑑於在教學現場發現學生在學習上普遍存在的弱勢心態：對自我要求不

高、對學習興趣不高、對自我肯定不高。因此申請人欲在本實踐計畫中，藉由教學

方式的改變，針對 1071學期的「生醫化學實驗」與 1072學期預計新開設的「進階

生醫化學實驗」課程實踐四大教學目標 (DEAR)：向學生「傳遞」學習的價值

(Deliver)、帶領學生「探索」學習的過程(Explore)、讓學生「肯定」學習的價值

(Affirm)、幫助學生「更新」自我的價值(Renew)，將生命教育融合在實驗課程中，

翻轉學生對於學習的態度而提升學習的果效。計畫中將針對四大目標(DEAR)研擬

相對應之策略與作法，針對該課程進行實驗單元的設計與教學模式的改善，循序漸

進帶領學生操作實驗、了解實驗，進而自己設計實驗。期望藉由此教學模式的執

行，翻轉學生對專業學科的學習態度、提升專業科目學習力、提升自我在學習上的

自信心，扭轉學習弱勢的自卑心態，以持續正向鼓勵學生學習。 

 

 

  

關鍵詞：學習價值、學習態度、學習力、翻轉教學、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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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1-4 

 

逆向課程設計結合翻轉教育輔助化學與實驗課程學習效益之行

動研究 

王修璇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運用「逆向課程設計」結合「翻轉教室」教學模式，導入「普通化

學」與「普通化學實驗」實際教學情境中，針對「學習者學習成效」進行研究，並

結合專家與同儕的力量，持續不斷反省、檢視及改善問題所在，建構符合自然領域

的「教學」機制，提升教學專業知能與品質。隨著資訊科技快速發展與網際網路的

普及化，傳統教學的學習型態已無法呼應學習數位化的新趨勢，推陳出新的數位科

技工具，應用於課程教學模式，藉以提升學習者的成就教學科技在教育領域中扮演

著愈趨重要的環節，就顯得格外重要。 

本研究運用「翻轉教室」讓學習者在課前觀看教師預先錄製的化學單元主題，在課

堂上使用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協助有效教學結構(BOPPPS)進行討論，並導入於

「逆向課程設計」讓學習者具備學科知識，依循學習者期望結果設計實作任務，應

用在日常生活實際案例，透過多元評量內涵設計學習活動，深化學習者學習歷程。

研究係以宜蘭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的大一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運用行動研

究探討學習者的學習行為（動機與態度）及學習成效（滿意度與績效）之間關聯評

估學習者學習成效，透過教學者自我反思及社群回饋，持續改善教學方法，確保教

學品質與學習成效的一致性。 

 

 

  

關鍵詞：逆向課程設計、翻轉教室、行動研究、Zuvio、BOP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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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1-5 

 

以 STS(Science-Technology-Skill)系統利用漸進式多媒體引導

學習教學法增進化學實驗課程的教學成效 

王昭凱 副教授 

摘要 

         傳統實驗教學則以食譜式實驗教學為主，整個教學過程學生是被動的，學生

較缺乏主動探究學習的精神。而且常常因學習過程無法讓學生感覺到學習的樂趣，

所以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較弱，導致學習成效不佳。本教學實踐計畫案擬利用

STS(science-technology-skill)教學系統，以化學實驗為實踐研究案例，從實驗教材

至實驗執行與報告撰寫，已 STS 教學系統模組化。並以本校現有輔英數位 e 學網

ILMS 平台，結合資訊多媒體技術與漸進式學習理論，強調多媒體課程內容的建置

與實施的方法，利用「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教學法」，並以「物理化學實驗」課

程為案例，強調以課程相關之多媒體影片、報導或文字來「刺激學習」興趣；再藉

由漸進式學習單元主題「引導學習」；最後，經由課程相關範例知識或程式延伸學

習主題來「加強學習」成效。綜言之，本教學實踐計畫擬以 STS(science-

technology-skill)將教學系統模組化，配合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教學法即建構在

ILMS 平台上：刺激學習、引導學習及加強學習等三階段學習知識網雲端下的教學

成效改進案。。 

 

 

  

關鍵詞：化學實驗，多媒體，改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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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1-6 

 

以問題導向、團隊導向及電腦輔助學習為核心的化工專業教學 

蔡偉博 教授 

摘要 

         本計畫的研究主題為化工系必修專業課目教學方式的改進研究，嘗試以「問

題導向教學」、「團隊導向教學」以及「電腦輔助解題」為核心的教學方式，以提

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加學生的學習效率、訓練同學團隊合作的技能和領導才能、

及自我永續學習的能力。本計畫以化工系的必修科目「質能平衡」，將「問題導向

教學」、「團隊導向教學」及「電腦輔助教學」導入教學方式中，藉由此研究，評

估學生在學習興趣、學習效率、團隊合作及領導才能、及自我永續學習的能力方

面，與傳統教學相比，其成效的差異。學生在上課前需要先觀看的影片或閱讀該單

元的教材，上課時以化工的實際問題來導引學生應用其知識。此外也以分組的方

式，進行電腦輔助解決複雜的化工專業問題。結果顯示，雖然部分學生對於新的教

學方式感到不適應，不過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幅提升，多數同學也贊成未來的化

工課程中使用類似的教學方式。 

 

 

  

關鍵詞：質能平衡、問題導向教學、團隊導向教學、電腦輔助解題、翻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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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2-1 

 

融合競賽參與及產學合作以發展技職教育實務專題課程之研究 

江傳文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運用 ASSURE 模式發展適用於技職教育之實務專題製作課

程。此一課程設計之特色在於將競賽參與及產學合作融入教學活動之中。透過競賽

的參與，學生們得以藉此展現其天賦才能並且發揮應用其專業技能。學生們亦可藉

由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方式儘早與產業界接軌，進而縮減學用落差。以 ASSURE 模

式為基礎，本研究將資通訊專業人才培育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其分別為：(1) 引

導規劃階段；(2) 研究發展階段；(3) 成果淬鍊階段；以及 (4) 價值創造階段。透過

教學實踐與省思過程，吾人提出一種適用於實務專題製作課程之教學設計方法，得

以有效培育資通訊領域專業人才。 

 

 

  

關鍵詞：競賽參與、產學合作、技職教育、ASSURE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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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2-2 

 

半導體元件設計與模擬創新教學計畫 

吳永俊 教授 

摘要 

         本課程主要目的是給研究所及高年級半導體相關系所修習，也適合從事半導

體奈米元件，以及相關半導體產業界工程師與相關專家參考。 

 三維 TCAD 模擬 CMOS 奈米電子元件(3D TCAD Simulation for CMOS 

Nanoeletronic Devices)，是基於美商新思科技 Synopsys Sentaurus TCAD 2014 

version，以半導體元件物理與製程為基礎，利用電腦模擬技術，對不同的重要商業

化半導體元件、材料設計、開發與優化半導體元件結構，及其製程技術，獲得理想

的電性與物性模擬分析的模擬結果，可以取代或部分取代費時與昂貴的元件製作，

以節省龐大的資源與人力。 Synopsys Sentaurus TCAD為全球 3D TCAD Simulation 

for CMOS Nanoeletronic Devices 領導廠商。Intel、TSMC、Samsung、IBM 等半導

體巨擘都有使用。 

 本課程的目的不僅使學生了解使用，Synopsys Sentaurus TCAD 2014 version

三維 CMOS 半導體元件的設計與模擬，並闡述先進半導體元件設計的基礎理論，

進而能夠模擬與分析半導體元件的電性與物性。閱讀此課程建議先擁有初步知識。

本課程著重三大主題，第一部分在 Silicon CMOSFET 電性與物性模擬。首先是設

計 2D MOSFET以及 3D的 Silicon FinFET (LG =15nm)元件，第二部分為前瞻奈米

半導體元件，如 Junctionless FET，tunneling FET。第三部分為預測終極最小尺寸 

LG=3nm的 Silicon 與 Germanium FET元件的可行解決方案，以模擬證明莫爾定律

可以延伸到 3nm 技術結點。 

 本課程是以本研究團隊，多年來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教學與研究成果的實

例，而非直接套用 Synopsys Sentaurus TCAD 2014內建之範例。此課程所教授的三

維 TCAD，模擬 CMOS 奈米電子元件的設計與技術，在半導體產業與半導體學術

研究具有相當的實用性、重要性，並可增進前瞻半導體元件開發。同時亦可深入了

解半導體元件物理，與半導體工程所學內容的實踐性。 

 

  

關鍵詞：半導體製程, 半導體元件模擬,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奈米電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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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2-3 

 

以 CDIO實踐培養電聲Π型人之創新教學研究 

劉育成 助理教授 

摘要 

         電聲產品與現今人們的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手機、音響、電腦、智

慧型音箱等；而電聲人才即是研究開發此類產品關鍵技術的重要推手；如何培養具

有創意思考以及技術整合的電聲人才不僅是提升產品特性與生活品質的關鍵之一，

更是本教學實踐研究的核心。本教學實踐研究主要以全國唯一電聲人才培育搖籃-

逢甲大學電聲碩士學位學程學生為目標，以電聲產業對於技術需求為課程的標的，

藉由耳罩式耳機(Headphone)為問題導向學習(PBL)研究的主軸，以上下學期共一年

的時間，搭配電聲專業科目之基礎聲學與電聲方法與量測，採用 CDIO 創新教學方

法翻轉教學模式，深入電聲產品的技術與開發，完成耳罩式耳機的重現與客製化；

同時也引導學生突破傳統學習方式，誘發學習興趣，快速地累積電聲專業能力，提

升學習效果。透過這一年的學習成果可知，本實踐計畫藉由三組 3~4人團隊合作的

方式，分別以 DENON、AUDIOTECHNICA以及 COOLER MASTER三個知名耳罩

式耳機品牌為標的，完整的經歷品牌、系統拆解、組裝、修正、測試等過程，並搭

配電聲特性模擬方法之學習與應用，完成不同參數對於聲學特性之影響，同時藉由

3D 列印完成重製與優化，實踐做中學、學中覺之精隨。此外，透過實驗規劃對於

參與者於過程中的前測與後測結果可知，此 CDIO 搭配 PBL 的創新學習方法，的

確可為參與者於電聲產品與技術層面上帶來更全面的認識，同時也激發其於未來兩

年電聲本質學習的興趣，此亦為本創新教學實踐的目的。 

 

 

  

關鍵詞：CDIO創新教學、教學實踐研究、問題導向學習(PBL)、耳罩式耳機、電

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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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2-4 

 

機械設計學用鏈結強化教學研究 

楊秉祥 教授 

摘要 

         依據教育現場觀察以及文獻研究指出，工程學生多具備良好之分析能力，但

較欠缺發掘問題、定義需求、創新設計與鏈結學用的能力。此研究藉由納入適性多

元教學策略，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增進學習動機，提升機械工程學生從需求出發，

清楚定義問題與規格，整合創新設計，應用分析與驗證，實踐學以致用之能力，及

建構未來終身學習的基礎，以因應技術與應用快速發展及變化之環境。此研究以機

械系大三必修”機械設計原理”課程(66 位學生)為實施對象，依據課程內涵特性，

適性整合多元之教學策略：運用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團隊互促學習(Team-

based Learning)、問題導向式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以及能力導向式學習

(Competency-based Learning)等為基礎設計之課程活動，突破現有多以主題內容講

授式學習，透過生活與實際產業應用實例，導入課程內容，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強

化學生學用連結能力。結果顯示以學生為中心知識性多元教學策略，有效地增進學

生學習動機，提升學生思考、發現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的意願與學習成效。 

 

 

  

關鍵詞：多元策略、鏈結學用、團隊互促學習、問題導向式學習、能力導向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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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2-5 

 

應用問題與專案導向教學法於大學機械系學生自主學習之研究 

(I) – 導航課程之教學規劃與成效 

蔡錫錚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嘗試平行於現有的有機械工程專業教學架構，以問題與專案導向學習

方式建立學生自主學習模式，透過縱向、橫向整合各年級的專業知識、技能，以有

效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本年度計畫工作包括兩部份：(一)建立實作創意空間，以及(二)對機械系大一學

生，規劃導航課程。 

首先在機械系館使用學校補助款建立適合討論互動之實作創意空間，並做為導航課

程課堂進行教學場所。另一方面協助校內學生社群，自主規劃整建現有創客空間，

以建立食農教育相關自主學習課題。 

而在導航課程規劃與教學方面，則透過不同於傳統單向講授式教學，以課程討論、

演練、競賽以及專案實作方式，引導學生培養問題解決、溝通與表達、團隊合作以

及自主學習等能力。共完成以下成果： 

(1) 開發以設計思考技法為主的課程模組、教材與課程評量模式； 

(2) 以「校園改善挑戰專案做」為問題與專案導向學習之主軸，配合課程單元設

計，激發學生建立主動、自主之學習態度，並習慣以團隊合作方式解決問題； 

(3) 觀察與分析學生之思考模式與問題解決行為的關聯性，結果可做為後續自主學

習模式與相關課程發展之參考。 

本計畫之教學研究成果可提供機械或其他工程領域同儕做為改進基礎課程之參考。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專案導向學習、自主學習、設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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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2-6 

 

以產業應用與實驗載具為基礎的潤滑學課程之問題導向式學習 

洪政豪 教授 

摘要 

         本計畫是以產業應用為基礎的教學實驗計畫，並且以潤滑油性質退化與機械

性能之相關性為教學主題，建立學生了解潤滑油性質與機械性能之關係及如何進行

潤滑保養為目標。修課學生分成 A、B 二組，共計 36 人，A 組為傳統講述式教

學，B 組以產業問題解決為核心，以潤滑油劣化檢測技術為學習標的。A、B 二組

學期前 9周均上課學習，後 9周分講述式與檢測技術導向兩組教學，經由問卷與測

驗評估顯示，B 組同學由於了解實務技術對未來就業相關性較強，其學習主動性提

升，並且教學成效明顯比 A 組同學優良；然而由於每次檢測技術的學習時間均需

大於原先課程規劃之 3小時，造成檢測階段的後段時間產生學習壓力，此顯示下次

教學宜減少部分檢測技術項目之內容。B 組中又分有 3 小組，其中使用學生自有機

車機油為檢測標的物之學生，其學習興趣高於使用實驗室機台與廠商機台用油的另

外二組，顯示潤滑油性能退化教學應盡量使用與學習者本身相關的事務，工程教育

中結合生活體驗設計可以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甚至高於現有產業實際運轉的物件。

另外本計畫亦經由本教學過程實證，完成五份師生合作之潤滑油性能檢測新教材，

可作為未來潤滑學實務教學教材，並且提升本課程之教學成效。 

 

 

  

關鍵詞：潤滑油性能退化，檢測技術導向教學，學習成效，生活體驗設計，新教材



107 年工程暨數理學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29 

 

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3-1 

 

Linux 教學計畫 - EDA 設計流程與整合 

李博明 副教授 

摘要 

         本課程將介紹 EDA 工具設計流程，並以目前最常見到的三個設計流程，分別

是：全客戶式 IC 設計流程、FPGA 設計流程以及 Celled Based 設計流程來介紹相

關的 EDA 工具操作。我們將介紹商業版本之 EDA 工具以及自由軟體之 EDA 工具

提供學生學習操作，以達到最佳學習效果。 

 

 

  

關鍵詞：EDA 工具, 全客戶式 IC 設計流程, FPGA 設計流程, Cell Based 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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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3-2 

 

基於仿生機構、問題導向式學習法、行動學習法之機械設計實

踐教育 

張敬源 助理教授 

摘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系三年級之必修四學分課程。教學內容涵蓋應力應

變、材料變形、安全係數、齒輪選用、插銷組配、減速機構等常用之機械元件設計

準則及規範，而傳統的教學由指導老師於課堂講授理論課程，教導學生數值原理並

配合查表計算，鮮少有機械設計理論與實作結合之實務課程，又我國近年來教育與

產業需求脫節導致工資嚴重失衡、學校與社會脫節，長久以來，教師與學生普遍認

知學校所學與業界所用存在學用落差，不僅導致教師教學熱忱降低，亦使學生學習

意願低落。 

本課程導入 PBL(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及 STEAM 教學理念，並由

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 ,藝術（art）,及數學

（mathematics）組成，引導學生由機械設計理論出發，運用電腦輔助製圖選用標

準元件，自行選配齒輪模數、設計機構並使用 3D 列印、雷射切割、機械工廠車床

加工、興城街採購培林及實務組裝，讓學生可以整合理論與實作。 

課程進行中將配合 Google Form進行問卷採集，並請教專家學者問卷設計方法，分

別與期初、期中、期末進行調查並匯整成為統計數據，可以視教學現況進行額外的

問卷題目，逐步建置定量的評分機制。 

 

 

  

關鍵詞：題導向學習、STEAM、機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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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3-3 

 

結合翻轉教室、相互教學法及專題導向學習之教學策略於電力

品質訊號處理課程之學習成效分析 

陳正一 副教授 

摘要 

         由訊號處理背景知識可以得知，該領域課程包含眾多數學理論，涵蓋線性代

數、微積分、機率等工程數學，並應用基礎電子學與電路學，進而延伸至自動控

制、通訊、醫學工程、語音辨識、電力能源等專題應用領域中，實屬電機工程領域

學生重要的一門課程。 為了有效地評估系統與訊號間的關係，一套簡易與準確的

分析方法是十分重要的。自 1960 年代以降，由於有效計算離散傅立葉轉換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DFT)演算法─快速傅立葉轉換(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的開發，促使數位訊號處理技術大幅提升。因而，國內外於通訊、語音、影

像、控制等各研究領域逐漸大受採用。然而，由於快速傅立葉轉換的直接使用受限

於諸多限制，促使不當運用快速傅立葉轉換技術分析與量測時，將造成可觀的誤

差。此外，從眾多分析電壓電流波形諧波與間諧波含量的演算技術當中，選擇適於

當前應用的方法，對領域初學者來說是十分不容易的。一個有效的輔助方式便是從

了解分析技術與量測參數間的關係開始。本研究計畫即依據上述之想法，以整合幾

種常用的數位訊號分析方法，進行虛擬量測儀表與教育平台系統之研製，並結合翻

轉教室、相互教學法及專題導向學習之教學策略，以提升在信號處理與量測領域人

才之研究與實作能力。 

 

 

  

關鍵詞：訊號處理、教育平台、翻轉教室、相互教學法、專題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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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3-4 

 

實務案例導向之配電設計課程 

陳美玲 助理教授 

摘要 

         在 18 周的課程中，我們分配給每組學生一個實際之工廠配電案例，本計畫將

課程內容作重新設計，導入以專案設計需求為導向之課程規劃，讓學生在每一次的

課程都學習到至少一項設計時需要的知識，並協助學生應用於設計案例中。如此可

以有效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大部分的課程均會安排學生上台展現學習成果，並且藉

由成果分享了解學生理解的程度除可適當提供協助外，透過不同設計或計算之差異

性比較分析與講解以強化學生的相關知能。學期結束後，我們舉辦成果競賽並邀請

執業之技師評分與講評，讓學生獲得成就感，並用以降低學生學習與業界需求之落

差。 

 

 

  

關鍵詞：配電設計;案例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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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3-5 

 

氫能源發電教學的實踐研究計畫 

呂晃志 副教授 

摘要 

         計畫申請人以「生質氫能與應用」、「燃料電池」(學士班與碩士班各一班)，

這三班作為融入氫能源主題之實踐教學課程，將原來僅以講授方式進行的課程，加

入可實際操作之微型燃料電池教具，用來融入教學，並讓兩門課程全部可以由學生

動手參與，發想個人創意，上學期操作兩班「燃料電池」，下學期操作一班「生質

氫能與應用」，而這三班課程在本學年的操作人次共計 180 人，加上校外場域推廣

課程，總操作人次可達 300 人。本計畫以申請人在氫能源領域的多年研發成果與經

驗，將「氫能與燃料電池」的學術成果轉化為數位資料(動畫影片)，以提供各系所

修課學生能先對永續環境、綠色能源科技及燃料電池的進行學習與認識；故計畫執

行中配合製播兩部數位多媒體動畫(每部兩分鐘左右)，提供更多元、更具吸引力的

教學工具。接著將氫氧燃料電池加以微型化，並融入充放電概念及氫氧氣電化學反

應原理，並於應用課程中倡導廢棄物再利用，設計一套具有高效能和環境友善的發

電裝置，此外，本電化學實驗教具「微型氫氧燃料電池」，所需之藥品很少且皆可

回收重複使用，充電時間很短，可使時鐘、計算機等電子元件運轉，更能讓學生實

際體驗氫能源發電之應用面。且微型氫氧燃料電池體積小攜帶方便，操作容易又安

全，符合環境友善的綠色實驗，極適合於電化學教學演示及學生實作實驗，其中，

「生質氫能與應用」還訓練學生就實作教具進行校外場域推廣教學，配合更為生動

有趣的課程安排，可推廣至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經實際操作，可有效提高各級

學生學習之興趣及教學成效。 

 

 

  

關鍵詞：生質氫能與應用、燃料電池、動畫影片、微型化、電化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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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3-6 

 

問題式教學增進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學生之主動獨立學習力 

王得貴 助理教授 

摘要 

         現今的學習方式已是雙向互動而非教師單向的給予教材，強調師生的互動之

中來激發創意的火花，從而獲得更好的成果。問題的作用是促進獨立思考與學習的

開端。為了要培養學生跨領域自主學習的能力，提問就是最重要的關鍵。 

本計畫中我們使用問題式教學來增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透過問題式教學，來鼓

勵學生回答教師的問題並主動提出問題，學習如何管理自己的學習歷程與檔案更

新，並且進一步地學會頻繁地與彼此學習互動。經由實驗和訪談中顯示多數同學認

同問題式教學可以幫助他們在課堂上時進行提問和理解。因此問題式教學確實提供

諸多好處幫助學生達到主動學習的目的，也提供了老師一個良好的教學回顧之方

法。 

 

 

  

關鍵詞：發問、跨領域自主學習、問題式教學、主動學習、教學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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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4-1 

 

利用即時反饋系統提升高教工程學生之學習興趣與學習效能 

謝東佑 副教授 

摘要 

         因應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全面執行，提升教學品質和學習成效成為大

學教育發展的一大重點。在此計畫當中學生成為主體，而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也

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傳統的單向式講授方式由於授課教師無法有效率地了解學生

對於課程內容的吸收程度，極可能造成上課節奏過快。另一方面，學生也極可能因

此無法充分了解課程內容，導致愈來愈跟不上進度，而容易喪失學習興趣。本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以提升高教工程學生學習意願與學習效能為目標，透過即時反饋系統

開發創新教學方法並提供相關建議。此方法很容易融入教師原有授課方式，使教學

能更加活化，學生更加樂在上課，教師的教學成效也能有效增加。本研究以涵蓋大

學部與及研究所學生的兩門課程為實驗課程，將現有兩種常用的即時回饋軟體融入

到課程中，並利用其雲端平台記錄學生之學習歷程。我們也分析應用此教學方法

後，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以及授課教師的課程品質提升效果。研究成果顯

示善用即時反饋系統確實能有效提升學生之學習興趣，幫助學生掌握課程內容，也

讓教師能了解學生學習狀況。本計畫希望能帶動更多應用即時回饋軟體於不同課程

的探討及教學方法開發，幫助更多老師更容易地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能。 

 

 

  

關鍵詞：學習興趣、學習效能、即時反饋系統、活化教學、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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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4-2 

 

考量多元入學學生背景差異的數位邏輯設計課程改進之研究 

劉一宇 副教授 

摘要 

         基於提供學生多元、適性選擇之精神，多元入學方案讓國中畢業生可以依據

個人興趣及性向，分流選擇適合自己的高中或高職就讀。近年來，隨著普通大學與

科技大學分別針對高職與高中畢業生開放入學的合流管道，同學們的生涯發展亦不

致於被侷限於特定類別而無法翻身。以臺科大資工系大二上的必修課程『數位邏輯

設計』為例，修課學生約有 60%為高職背景，40%為高中背景。然而，就讀電子科

與資訊科的高職學生，已經在高二便學習過基礎數位邏輯。雖然高職的數位邏輯課

程深度略淺，相較於完全沒有接觸過這個課程的高中背景學生而言，彼此的程度差

異仍然非常顯著。因此，在混合多元入學背景差異的情況下，對於授課教師進行班

級經營時，容易一開始就呈現兩個截然不同的族群，實質地衝擊到部份學生的學習

動力。為了弭平修課學生在高中或高職不同的課程架構下而造成的基礎知識落差，

兼顧高中與高職背景學生在未來資訊工程應用領域發展的方向，本計畫探討運用適

當的教學工具 (例如：翻轉教室與線上即時問答) 改進學習品質，搭配合適的分組

活動，並規劃新的實作演練模組，達成提升整體學習成效的目標。結果顯示，本研

究發展差異化學習有益於改善多元入學學生背景程度落差的問題。 

 

 

  

關鍵詞：數位邏輯設計、多元入學、差異化學習、翻轉教學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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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4-3 

 

程式設計課程之翻轉教學實踐研究 

許雯絞 助理教授 

摘要 

         教育部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以及針對大專院校的「高教深耕」計畫，均加

強了學生學習程式設計的規劃。而資訊相關科系的學生，仍有多數對於學習程式設

計感到困難與挫折。過去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授課模式之下，對於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其成效似乎有限。為了設法使學生融入課程，本研究希望能藉由翻轉學

習（Flipped Learning）和適性教學（Adaptive Instruction）的理論，運用於大學程

式設計課程的教學實踐，達到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和學習成效。課程實踐結果

顯示，學生對於本課程的教學滿意度高，而且認為本課程提高了他們的程式設計能

力。 

 

 

  

關鍵詞：翻轉教學、程式設計、適性教學、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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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4-4 

 

以個人化 web學習環境支援課堂 PBL合作式學習之教學策略

研究與設計－以 C語言程式設計為例 

張怡君 副教授 

摘要 

         對於教授程式設計相關課程，大多數教師均採用擷取坊間制式教科書之章節

並採用單一教材與授課進度模式；但，若採用單一教材，統一授課模式與進度，則

難以滿足同一班級所有學生之學習需求。再者，程式設計的學習過程中，若僅運用

以語法為主的單元性教學，則難以引導學生思考解決問題之能力。本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研擬在正式課堂學習（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核心能力課程－程式設計）

中，融入先前計畫主持人已開發完成之個人化學習 web 環境（personalized learning 

web environment），解決無法客製化教材與教學進度問題；再配合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與合作式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課堂教學模

式，分組進行專案設計，讓學生在小組中共同解決實際應用問題，並進行專案測

試，修正與成果分享；藉以培養學生運用程式設計以解決實際問題之能力。 

 

 

  

關鍵詞：合作式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C語言程式設計 （C programming 

language）， 個人化學習 web環境（personalized learning web environment），問題

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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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4-5 

 

以結對編程方法精進資料結構課程的學習成效 

林柏江 助理教授 

摘要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主題是以結對編程方法精進資料結構課程的學習成

效。結對編程是一種編程模式，由兩位程式設計師並排坐在一部電腦前，面對同一

個電腦螢幕，使用同一個鍵盤與滑鼠，一起進行分析、設計、撰寫程式碼、寫測試

用例、除錯等程式設計工作。本計畫的主要目的是採用結對編程的方法，設計適合

的教學活動，以合作式學習的概念，結合同儕的力量，增進修課學生的學習動機，

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要在課程中採用結對編程這種分組方式，如果運作良好，學生將會很有收穫；然

而，如果運作得不好，學生對於分組會有很大的壓力與抗拒，令學生覺得擔憂。壓

力與抗拒的原因包括：不認識同班同學、怕生、害怕落單、害怕沒有貢獻、擔心其

他人會拖累自己、缺乏分組團隊合作經驗等。也有同學習慣等著別人給答案，因此

傾向於只跟成績好或程式能力強的同學同組。 

為了處理結對編程可能會遭遇到的上述問題，在本計畫中，我們以隨機分派方式進

行分組，並幫助學生克服壓力與抗拒。我們根據超過一百位學生的學業成績與態度

問卷等分析結果，設計適合的教學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本計畫成果在未

來也可進一步推廣到其他程式設計課程。 

 

 

  

關鍵詞：資料結構，結對編程，隨機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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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4-6 

 

翻轉教學模式於大學程式必修課程之實踐與探討 

洪暉鈞 助理教授 

摘要 

         程式設計在全球帶起?股學習風潮，越來越多不同背景的學習者皆加入學習程

式之?列，國教新課綱把程式設計列為「?教深耕」重要指標之?，然?程式設計對於

非資訊背景之初學者學習檻?，容易導致學?學習動機低落。近年來翻轉學習在全球

引起風潮，進?衍伸出?規模線上非公開課程，利?教學影片搭配校內教師的教學來

設計與課堂活動。因此，本研究希望利?SPOCs翻轉學習模式，進?改善程式設計教

學所?臨之上述問題與狀況。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以?學通識程式課程「Python 程式

設計與資料科學概論」做為進?實證教學研究之為研究對象，從融合翻轉教室的?度

切入，探討智慧化程式設計教育的教學策略，並進?從技能學習到 適性化學習策略

模式開發。本計畫以 SPOC 理論應?於程式設計之翻轉教室學習?為模式分析研究，

第?階段先進?結合編寫實況(live coding)與多重註記能之教材與教學策略研發，並

發揮程式註記與筆記分享之優點，開發適合通識課程之程式設計學習教材與應?策

略；第?階段進?實體課程教學之課程實驗，實際應?於課堂上，並探討其對程式設

計概念、程序與策略學習之效益。本計畫發現，透過結合融合翻轉教學之程式設計

課程，對於不同背景程度學?可達到適性化教學之效果。 

 

 

  

關鍵詞：程式設計教育、翻轉教學、⼩規模線上私⼈課程、適性化學習、Python

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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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5-1 

 

合作學習教學法對跨領域學習成效之行動研究-以「沉浸式體

驗概論」課程為例 

陳俐吟 副教授 

摘要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將於跨領域課程「沉浸式體驗概論」以異質分組模式進

行合作學習，評量合作學習法是否能針對具備多元學生組成的教學現場使學生達到

良好的學習成效。本研究將收集中山大學修習本課程學生於修課前、中、後之學習

證據，分析使用異質性分組、多元化議題及體驗學習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於課

程實施前一學期先進行前導性研究，目的在於規劃設計課程使用之課堂活動、問

卷、測驗、自評/互評量表與教學觀察紀錄表，於第二學期進行正式研究，於課程

結束後進行資料分析，包含質化分析與量化分析。最後將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

未來欲以合作學習法提升具有多元學生組成之跨領域課程的教學策略與後續研究之

建議。 

 

 

  

關鍵詞：異質性分組、多元化議題、體驗學習、學習成效、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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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5-2 

 

運用樂高機器人組件進行生產物流系統模擬之教學研究 

鍾武勳 助理教授 

摘要 

         在國內外許多管理科學相關科系領域裡，研究重點與教學核心很大一部份圍

繞著系統的設計規劃、運作控制、改善與分析等範疇，例如物流配送系統、生產製

造系統等。傳統上在教授此類系統設計規劃相關課程時，由於物理條件及財務上的

限制，主要授課方式以課堂原理講授輔以專業模擬軟體操作進行，難以像一般理工

課程進行小規模的實體操作實作。然而軟體模擬分析全程在電腦上進行，有很大的

侷限性。此外，學生無法透過實體系統的接觸操作，理解實體系統與虛擬系統的差

異，缺乏動手做與學的學習興趣，影響學習成效。 

本教學研究將導入樂高 LEGO 機器人系統於教學過程中，提供學生親手設計建構

實體的迷你系統的實作機會，藉此過程深化學習系統設計、規劃、改善與分析，培

養解決系統實務問題之基礎能力。教學設計將運用問題導向學習（PBL）以及行動

智慧教學之工具方法，增進課堂討論互動，激發學習興趣，以改善學習成效。教學

過程將全程錄影，並以不記名問卷方式實施教學評量調查。最終分析所得數據資

料，除用以發掘教學問題，供教學改進參考外，將進一步檢驗 LEGO 機器人應用

於系統模擬教學之可用性與教學改進成效。在此基礎之上，發展適用於國內相關課

程教學使用之基礎教學模版，供未來推廣使用。 

 

 

  

關鍵詞：管理科學、系統模擬、樂高機器人、問題導向學習、智慧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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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5-3 

 

運用「問題導向式行動學習」於引導學生深入學習運輸專業領

域之研究 

郭旻鑫 副教授 

摘要 

         台灣對於運輸專業人才的職前教育長期以來較重視理論知識的傳授，卻輕實

務訓練與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造成所培訓出來的運輸專業人才遭遇到實際問題

時，當下無法立即且有效的加以解決及處理。此時，亦造成當下運輸排解及疏導的

困擾。然而在專業教育問題上，採取以能力導向的教育模式已逐漸成為世界各國培

育專業人才的重要教育方式。「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也

是其中之一的能力導向教育模式，PBL 教學模式在醫學、護理、科學等領域上的

應用，都顯示對於實務人員面對錯綜複雜實務問題的解決能力培養上，有相當不錯

的成效。此外，行動學習亦為能力導向模式，這個學習模式主要強調做中學與主動

建構的體驗課程，除善用團隊的批判思考與反省激盪外，也期望能解決真實問題。

因此，本研究之教學計畫採取結合問題導向與行動學習特色的課程教學模式，融入

運輸專業課程上，並找出學生學習狀況及對運輸專業能力之訓練狀況。從本研究結

果顯示出，結合問題導向與行動學習的課程設計可以讓學生有效學習運輸專業知識

與技能、提升學習能力與興趣，並有效提升專業互動等。借由本研究成果可做為大

學院校推動翻轉課程教學型態之參考依據。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行動學習、運輸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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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5-4 

 

工程學院控制系統實驗課程結合創客之設計 

李振興 教授 

摘要 

         控制系統實驗是電機、機械、航太、工科科系的必修課程。目的在於加強學

生對於控制系統課程的學習，以期達到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教育。可是目前授課皆著

重軟體模擬，偏廢硬體實作技術。另一方面，控制系統實驗設備往往價格非常昂

貴，所以一般學校無法負擔得起這個龐大的開銷，更何況維護修理的費用也非常昂

貴。私立技職大學因為整體環境的關係必須教導學生實作的課程與議題，並使用創

客的工具去實現產品的雛形，實務教學對技職學生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本計畫就是將創客所用的軟硬體工具融入控制系統實驗課程，同時提升學生軟硬

體的技術實力。另一方面，減低控制系統實驗設備的價格壓力。因為提出使用創客

的軟硬體工具，所以同時可以教導學生有關於控制系統的創新與創意。提升學生軟

硬體的技術實力與創新/創意的能力是目前教育的重要目的，而技職學生更需要動

手做的教學。本計畫可以達到此一目的。 

    本計畫主要研發設計教學創新，是針對工程學院控制系統實驗課程為目標，能使

學生與目前的最新潮流融合與學習。 

 

 

  

關鍵詞：創新教材，創新教學方法，工程學院，控制系統實驗，創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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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5-5 

 

基於人工智慧評價 MOOCs+SPOC翻轉教學之學習成效 

黃能富 教授 

摘要 

         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簡稱磨課師、MOOCs）

為我國教育部所推展新一代數位學習計畫，磨課師開放、不受時空限制的特點讓開

放教育的理念更加盛行，磨課師更可顛覆傳統學習模式，透過小規模限制線上班級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簡稱師博課、SPOC）安排翻轉教室學習環境，然

MOOCs 具有根本性的問題，如完課率低落與缺乏學習指引，SPOC 則存在網絡作

弊、作業抄襲等違反公正等相關議題，本研究針對 MOOCs 與 SPOC之缺陷進行相

對應的教學實踐研究，在近年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發展的浪潮下，透

過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為基礎的機器學習技術，將可成為提升翻轉教

學課程品質與個人化學習的方法。本研究將依據 MOOC 累積大量的學習數據，定

義多面向的學習者特徵與建構機器學習模式，結合學習診斷系統，將可建構學習智

能輔助助教（MOOCs TA），MOOCs TA 可協助教師檢視學習者特徵與發現異常

學習行為，並可協助學習者找出障礙與迷思概念所在，替每位線上學習者提供個人

且適性化的教學資源，提升線上自主學習成效，進而增進其自律學習策略。 

 

 

  

關鍵詞：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磨課師)、小規模限制線上班級(師博課)、翻轉教

室、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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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5-6 

 

計算機結構課程之翻轉教學 

賴阿福 副教授 

摘要 

         本課程內容有許多抽象概念或複雜性知識，造成許多學習問題，而以多元表

徵為理論基礎的數位化模擬式學習系統能減少迷失概念，建立具體化概念；學生自

行出題及解題能提升學生認知層次，促進學生主動思考學習內容，同儕相互批改解

題方式具有學習觀摩、改善自身學習弱點特性。 

基於上述相關教學策略優勢，本研究旨在開發數位化模擬式學習系統以輔助大學生

進行自主學習，且導入學習者自行出題、解題及同儕批改之策略。本研究採用行動

研究法，對象為 46 位大三學生，授課前學生接受小型診斷測驗，以掌握可能學習

問題，以做為課堂授課解題或澄清迷失概念之依據，課後學生可進入模擬式學習系

統進行複習或預習，且自行出題及解題，此外，定期開放作業觀摩以進行同儕批

改。研究工具除了期中、期末測驗，亦編製「自行出題解題及同儕批改之感受」問

卷及對於模擬式學習系統接受度量表，且於期末前，請學生上網填寫。 

研究結果顯示，透過行動研究及相關教學策略。在不斷教學省思及行動方案中更能

有效掌握學生學習狀況，且學習者學習成就與同儕互評參與度、使用模擬式學習系

統之感受呈現正相關；然而低學習態度者之被動學習、低參與度仍須尋求進一步整

合性輔導，方能改善其學習成就。 

 

 

  

關鍵詞：計算機結構, 翻轉教學, 數位化模擬式學習系統, 學生自行出題, 同儕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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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6-1 

 

虛擬實境技術用於提升營建工程材料領域課程學習成效暨核心

能力之行動研究 

許鎧麟 副教授 

摘要 

         現今很多試驗課都需耗費大量材料及時間，但許多材料無法回收，造成大量

的資源浪費及能量耗損，希望透過製作虛擬實驗室的方式，讓學生多次且反覆模擬

試驗過程，並且透過遊戲遊玩之方式讓原本枯燥乏味的試驗變得更加有趣味性，加

深其印象。因此本教學研究係探討導入遊戲化教學所引致之教學成效差異，即在材

料實習課程前安排學生先進行試驗前測，接著讓學生遊玩由 RPG 製作大師製作的

材料試驗遊戲及引導學生進入教學影片學習後，再讓學生進行材料實習之實體試驗

課程後，進行試驗後測，當整個流程結束後本創新教學將會得到前後測數據之差異

性比較，其一為前後測數據之差異性，可用來比較出同樣的實驗人員在經過實際實

驗以及材料試驗遊戲後對於同樣題目之觀念及理解力是否有提升，其二為材料實習

試驗是否有因為遊玩材料試驗遊戲後提升平均成績。 

本創新教學模式係以 RPG 遊戲及教學影片融入材料實驗教學，並探討其對學生學

習成效的影響。在探討中係將學習成效分成學生對材料實驗原理理解與實驗步驟掌

握兩部分來探討，故於教學前後，讓學生進行實驗原理以及實驗步驟前、後測來了

解學生學習成效改變的情形，並做課後訪談紀錄及錄音，以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

提供日後進行教學或研究時改善的參考。其中透過學生之回饋訪談，確實可看到本

教學模式在消弭傳統材料試驗未具重複性試驗特性之有效性且因其具可多次闖關特

性使得認真參與遊戲模式之學生能在遊戲中無形中記下試驗之重點資訊。 

 

 

  

關鍵詞：營建材料試驗、學習成效、核心能力、遊戲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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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6-2 

 

工程領域學生的協同學習模式 

陸曉筠 副教授 

摘要 

         工程領域學生的訓練模式較偏向個人學習，對於團體合作之模式較為生疏，

在過去教學經驗中，發現工科學生較不喜小組之模式，分組互動的成效差異也較

大，但目前全球跨領域的思維下，對團體合作之需求也日益增加，計畫以大一必修

科目「計畫學導論」為對象，企圖建構工程領域學生的協同學習模式，同時瞭解學

生對團隊能力的接受度及學習成效之轉變。計畫冀望由大一開始便建立工程團隊的

能力與認知，並應用於後續課程及未來職涯發展。教學研究以行動研究教育理念作

為基礎，透過協同學習的教學方法進行課程實作，在基礎專業知能的學習過程中，

強化學生團體合作中領導、被領導、溝通、協商、尊重等多項實力，計畫將學生的

主體學習經驗作為評估教學成效的核心元素，學生對於課程的感受與詮釋，以及覺

察自身對於團隊合作認知的改變，是研究及分析學生團隊合作能力建立過程之佐

證，評量方式整合量化 (多元學習與合作能力前後測)、質化 (觀察、團體訪談與評

量回饋) 及綜合分析 (同儕互評與回饋)。量化分析中得出不同合作特質的人對不同

合作能力的改變，輔以質化分析中不同特質學生從不願合作到開始合作的轉變點，

研究發現工科領域學生可藉由其不同特質，在不同時機觸發其團隊合作的能力。 

 

 

  

關鍵詞：協同學習, 工程領域學生, 團隊合作能力, 問題導向學習, 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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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6-3 

 

土木專題實作課程引進建築資訊技術之研究 

劉光晏 副教授 

摘要 

         本課程為成大土木工程系首次開課，由本系 2 位教師及 3 位專業業師偕同授

課，107 年第一學期共有 27 人選修。本研究方法以軟體教學及實務專題為主，透

過課程教學與實務專題的搭配，了解學生對於土木與建築專業知識的整合能力，及

BIM 程式的操作能力。本研究須教導學生運用工具軟體，包括 Auto CAD 及 Tekla 

Structure（TS）。課程進行時須大量上機演習，實施方式由標的物各階段的完成度

（案例建築模型之規劃、建模、模型拋轉、結構分析、結構設計、空間碰撞檢核、

施工圖面繪製等）作為學習成效的評量。實務專題以鋼筋混凝土工程案例為主題進

行分組成果發表，完成鋼筋混凝土結構 BIM繪製。 

 

 

  

關鍵詞：電腦繪圖，建築資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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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6-4 

 

發展資訊應用課程之建築業界專家參與模式與評估 

周建成 教授 

摘要 

         在建築、工程與營建領域，資訊技術一直扮演讓企業營運或專案執行成功的

關鍵角色。基於現今智慧建築/人工智慧等趨勢，亦可看出建築工程領域需要更多

對資訊技術瞭解與能應用的年輕工程師。過去土木系資訊技術授課模式僅說明演算

法等傳統資工領域知識，其建築工程應用場景客製化程度不高，學生除非原先對電

腦技術有興趣，較難體會到將來工作時，資訊技術已成為職場生存的關鍵因素。本

計畫從文獻上的業界大學合作模式開始，2018至 2019年共三門課(程式設計、建築

資訊模型、資料探勘)與 90 位學生選修，邀請七位業界專家(資通產業、營建業、

公部門、國內電機與國外土木學界)至課堂，分析講師帶來的知識與案例、衡量學

生經由期末報告所呈現出來的改變：(1)對於某資訊技術熟悉與掌握的程度；(2)對

於建築工程領域 IT 某應用場景的體會程度-專家協助 vs.文獻尋找；(3)對於建築工

程領域某 IT 未來應用的想像程度-專家協助 vs.文獻尋找。分析結果顯示，若專家

帶來的案例與學生期末報告主題類似，該組學生對於 IT 技術與應用場景掌握均

佳，也知未來技術發展趨勢；相較於傳統土木 IT 課程教學，同學確實較難體會 IT

技術對於建築業界幫助地方。未來除延用已發展的專家參與課堂模式，也將持續收

集 YouTube 上國外業界專家說明 IT 應用實例，並讓未來學生知曉，期許同學能基

於舉一反三原則，體會到資訊技術發展精髓，畢業後仍能成功導入新資訊技術至工

程問題上。 

 

 

  

關鍵詞：大學業界合作模型; 建築資訊模型; 人工智慧; 資料探勘; 工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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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6-5 

 

桌上遊戲應用於現代建築史教學- 以逢甲現代建築史課程為例 

宋玉真 副教授 

摘要 

         將現代建築史之主要內容，設計成桌遊，透過遊戲的方式，讓同學在欲罷不

能地反覆遊玩中，自然記得關鍵的建築師與作品，也增進互動、討論與學習樂趣。

以此營造出具有學習樂趣與增進學習成效之遊戲式學習環境，讓學生邊玩邊學，真

正享受學習。尤其是許多學科內容即便理解了，也需要花時間記得相關的人、事、

地與物之間的交錯關係、理論及背景，以進行應用與實作。期待能以此創新課程設

計，突破工程相關領域同學在面對相關學科中，需要記憶、討論與實作時的困難。 

首先依據遊戲理論與市面上桌上遊戲實例，製作「現代建築史桌遊」，並透過遊戲

試玩並填寫遊戲回饋單，以修正「現代建築史桌遊」的遊戲設計。再以班杜拉自我

效能理論為基礎製作量表，探討同學是否能藉桌遊，達成在學習建築史上的自我效

能。參考班杜拉自我效能理論設計量表問題，藉此來檢視桌遊結合現代建築史之實

證成效，以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修習現代建築史的同學為研究對象，並在桌遊介

入教學前後，以前、後測的方式來執行量表填寫，並在填寫後統計量表之信效度及

結果，以了解同學在原有教學法與桌遊介入後之教學，是否增進其學習現代建築史

之自我效能，確實分析桌遊對於學習現代建築史是否有良好的效益。 

 

 

  

關鍵詞：教學實踐研究、桌遊、班杜拉自我效能理論、現代建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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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口頭 6-6 

 

開放式課程「工程數學」之教學暨解題講義/影片的建立與應用 

呂志宗 教授 

摘要 

         基於知識共享的理念，並基於計畫申請人擅長寫出工整清楚的板書，且具備

能將複雜問題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清楚講解的能力，擬擴充建立至少 400題的工程數

學題庫，撰寫教學講義並錄製其解題影片，所建立之題庫和解題影片將完全免費開

放給莘莘學子們使用。2003~2012 年計畫申請人已建立好工程數學 400 提要之教學

講義與教學影片，累積了豐富的開放式教材製作和教學影片錄製經驗，並於 2014

年據此獲得正教授之教學升等的肯定，所開發出之多媒體教材均已獲得臺灣開放式

課程聯盟與中華大學的收錄。若以關鍵字「工程數學」、「工程數學(一)」、「工

程數學(二)」、「工程數學(三)」、「工程數學(四)」進行 Google 檢索，則其檢索

排名常位居第 1 名。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工程數學(一)」曾於 2017/12/01 獲得臺

灣開放式課程聯盟之【優選獎】的肯定。以此為基礎，今擬進一步擴充暨有題庫並

錄製其解題影片，期待能藉由更多工程數學題庫暨解題影片的建立，幫助對工程數

學有興趣的學生們學好工程數學。 

 

 

  

關鍵詞：工程數學，教學影片，教學講義，題庫，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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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口頭 7-1 

 

以省思寫作提昇微積分學習成效之教學實踐 

黃印良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以數學寫作(學習省思記錄)融入微積分單元之教學，對大一學生

微積分單元之學習成效、保留效果，以及學生學習態度之探討。研究設計分成兩部

份，第一部份量化研究，研究對象為大學材料系一年級學生，一班共 38 人，於每

週課程進行 20~30 分鐘的學習省思記錄寫作，蒐集學生前測(期中考)、後測(期末

考)、以及延後測(下學期期初考試)之結果，以統計檢定探討學習省思記錄對學習微

積分之成效。第二部份為學生學習態度量表，蒐集學生的寫作及學習態度量表，將

學生寫作表現分成高(前 27%)、中、低(後 27% )三組，分別從三組學生之問卷及作

答情況來探討學習省思記錄對於大學生學習微積分之學習態度與學習歷程有何影

響。 

研究結果： 

1. 學習省思記錄的表現與前測以及下學期期中考的表現之間皆呈現中度相關。 

2. 學習省思記錄對低與中等寫作能力者，後測表現皆有進步，但未達顯著水準。 

3. 寫作能力中等學生經教學後，在後測表現與高分組比較經檢定雖未達顯著，但

其後測平均優於高寫作能力組。 

4. 學習省思記錄對微積分之學習成效，以微分的應用(例如：不定型求極限、函

數的局部極值)之表現平均分數最高。 

5. 經蒐集整理學習態度量表，大學生對於以數學式表達想法普遍感到困難，但對

學習省思記錄的寫作普遍認為有助於微積分學習。 

6. 此外，經統計回收問卷結果，受測學生對於助教演習課的安排皆予以肯定，表

示演習課對微積分學習與學習態度皆有所幫助。 

 

 

  

關鍵詞：數學寫作、學習省思記錄、微積分、教學實務研究、學習成效



107 年工程暨數理學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54 

 

學門：數理 

編碼：口頭 7-2 

 

線上即時回饋系統融入微積分教學 

張其棟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即時回饋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IRS)融入微

積分課程的教學成效。教師選定 Kahoot!(https://kahoot.com/)線上測驗系統輔助微積

分教學，課前先根據教材內容於 Kahoot!系統編製試題，設定題數和作答時間，課

堂上則適時實施線上測驗進行重點回顧，學生可以依數位設備條件與個人意願自由

參加，系統會藉由學生作答的正確性與反應時間進行計分，以競賽的模式檢視學生

學習成效。 

          研究結果顯示每次參與測驗的學生人數比例約 50%~70%，答對率平均位於

50%~60%之間。期末問卷調查結果說明絕大部分學生同意運用 Kahoot!即時回饋系

統能有效活絡課堂氛圍，願意在能夠使用網路連線的前提之下參與 Kahoot!線上測

驗，也認同藉由測驗結果可以檢視現階段的學習成效，以採取更主動積極的學習策

略。另一方面，吸引學生參與 Kahoot!線上測驗的理由(可複選)按比例由高至低依

序為爭取加分機會、檢視學習成效和競賽刺激有趣，顯示教師可以運用適度的配分

策略以大幅提升學生參與 Kahoot!測驗的意願。 

 

 

  

關鍵詞：即時回饋系統、資訊科技、微積分、數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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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口頭 7-3 

 

「從科幻到科學」──  PBL物理教學中學生自主性問題發現

及學習過程之行動研究 

許經夌 教授 

摘要 

         在此教學實踐研究中，以中原大學物理學系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將科幻

動漫畫及電影內容轉化成課程討論素材，繼而運用於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問題本位學習）物理教學中」之行動研究。在 PBL 課程當中，一方面利

用「從科幻到科學」這樣的概念，向學生提示科學研究及科學學習中所蘊含的夢想

性及其所帶來的樂趣；另一方面，則更強調其在 PBL 物理教學上的推動力，學生

除了在 PBL 課程中強化「自主學習」方面的能力之外，更須練習「自主性發現問

題」，而不是被動地當個接受者，只接受課程教師所提出來的問題。在當今日趨複

雜的現代社會中，自行發現問題並獨立思考是知識份子被期待該具備的重要能力，

但這方面的能力的練習及培育在過去的 PBL 教學研究中常遭到忽視。因此，此教

學實踐研究除了試圖補足過去 PBL 教學研究的不足之處外，也利用行動研究的方

式來達成 PBL 物理課程設計的最佳化，提升學生自主性發現問題及自主學習的能

力。研究結果顯示：科幻動漫畫及電影內容轉化而來的教材的確可以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力，運用在 PBL 物理教學上，也可刺激學生思考及統整過往所學之物理知

識。 

 

 

  

關鍵詞：物理教學、探究取向教學、好奇心驅使學習、問題本位學習、自主性問題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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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口頭 7-4 

 

物理與傳播 

施奇廷 教授 

摘要 

         傳統物理系的教育目標，多在於讓學生學習物理基礎的知識以及分析、解決

問題的能力，以口語或文字之表達能力雖然也受重視，但這方面的訓練多著重於與

同領域專業人士之間的溝通，例如研討會上的口頭發表，或是撰寫期刊論文。然

而，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社會的變遷，許多社會議題都牽涉到科學的原理。因此，科

學界與一般大眾溝通的需求與日俱增。培養物理學者已經不再是物理系的唯一目

標，能夠針對不同對象進行跨界溝通，以適當的方式表達專業知識，讓非本領域專

家也能理解的溝通者，未來也將成為不可或缺的人才。東海大學應用物理系有鑑於

此，於 106學年度起，開始招收指考數乙的社會組考生，將學生來源多元化，為培

養上述跨領域人才跨出第一步。配合此一新的學生組成，我們將設計相關課程，訓

練學生跨域溝通的能力。本計畫主題即為開設「物理與傳播」課程，由幾個物理史

上的著名案例出發，由學生分組分工收集考證資料，理解其相關的物理原理以及在

科學史上的意義之後，撰寫腳本並進行拍攝、後製，製作成短片，同時撰寫科普專

文，並將這些影片與文章在適當平台上發表，除了可以達到訓練學生收集資料、歸

納統整、口說、書寫的能力之外，完成之成品也具有對科普推廣之功能，為一具體

實踐、且具有多重成效之課程。 

 

 

  

關鍵詞：物理、傳播、跨領域溝通、表達、科普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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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口頭 7-5 

 

具創新性及實踐性之物理實驗課程 

羅光耀 教授 

摘要 

         本計畫整合理論課程與實作，從基本科學態度，實作能力，程式設計，邏輯

分析，電子電路及模擬軟體與科學儀器的訓練後，隨後學習數位系統整合。並利用

現代工具後再進入電磁學與力學的物理現象分析。計畫的實施是將 Multisin 軟體，

2.1 聲道的放大電路實作，AD-DA 對於聲音數位化與類比化的分析來確實了結實際

類比數位系統的運作。並利用數位系統的學習與實踐(Arduino , Android App, blue 

tooth 及樹莓派)來作為物理世界進入現代科技的踏腳石，最後的迷宮鼠的實作亦作

為驗證物理邏輯透過介面與程式的實踐。本計畫的執行，建立了現代實驗課程的實

施方式，培養學生「不畏懼動手、不擔心犯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實驗精神與

科學研究素養。把課程和實驗融合在一起，學生可以立刻由動手做了解電子元件。

具有主題的課程分成單元，每一個主題讓學生動手實際去接線，量測。此種金字塔

學習法，藉由實作來除錯，學生便會有能力自己找尋自己不足的內容並啟動了學生

的學習動機。學生從作中學、也花時間從錯誤中學習，努力修正除錯、以達到課程

之核心目標。 

 

 

  

關鍵詞：邏輯分析，電子電路，模擬軟體，聲音數位化與類比化，數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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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口頭 7-6 

 

光學課程翻轉教學造成學生參與程度及思考與動手能力增進之

研究 

鍾德元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實施光學翻轉教學，藉由設計大量學期中思考與動手課堂練習及

challenge projects，試圖增進學生之參與程度，並藉此訓練學生思考與動手解決問

題能力。並設計問卷與迷你測驗計畫於學期初及期末進行主觀與客觀評測學生參與

程度及思考與動手能力。 

 

 

  

關鍵詞：翻轉教學、學生參與、思考、動手、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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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口頭 8-1 

 

實作展演與數位翻轉—基礎化學暨實驗教學革新 

于淑君 副教授 

摘要 

         為達成「學用合一」的教學目標以及培養優秀科技人才，本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針對大學基礎化學及實驗課程進行教學革新，在傳統《普通化學》教學模式中加

入豐富的實作與示範展演，並以數位翻轉教學方式精進《普通化學實驗》課程教學

成效，以增進學生學習興趣並培養主動學習能力。本計畫將藉由化學實驗的課堂實

作展演、多媒體教學、儀器操作示範、化學繪圖及文書處理、電腦分子模擬、教學

成果驗收等創新方式改善《普通化學》課程的教學，並以建構課程教學平台、數位

線上預習課程、線上預習成效評估系統、個別輔導機制、以及現場實作訓練等系統

化地翻轉、連貫方式搭配社群媒體經營，以改進《普通化學實驗》課程教學。本計

畫希望藉由課程運作架構的革新以及教學資源的投入，將大學基礎化學的教學與時

代潮流、社會需求、以及資訊科技做緊密的結合，使得學生得以獲得更實用、更扎

實的基礎科學訓練。 

 

 

  

關鍵詞：實作展演、數位翻轉、普通化學、創新教學、普通化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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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口頭 8-2 

 

以情境學習來研究大一生修習普通化學之學習歷程並輔助學習

成效 

劉沂欣 助理教授 

摘要 

         研究與教育的整合對於「教及學的學術研究（SoTL）」是密不可分的。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於 1O7 學年度，針對普通化學的課程進行學習方式上的精

進，以「教學型」和「學習型小助教」來協助並促進普通化學及實驗的學習方法。

我們研究的要旨在透過「問題導向的學習方式（PBL）」，再佐以課後的「同儕引

領（PLTL）」之學習活動，將自主式的的學習方法引入大一的相關課程中。一百

五十名普通化學的學生以「線上學習資料庫（在線寫作學習，OWL）」為輔助，

三分之二的學生進一步參加了由小助教和教師所共同監督、每週一次的 PLTL 課

程。其中，化學和物理系專業的學生平均出席率提高到 85％以上。我們的研究目

的在為了創造學生友善之學習環境，並做為國內自主學習科學的初步範例。 

 

 

  

關鍵詞：線上學習教室、問題導向學習、普通化學、同儕引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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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口頭 8-3 

 

奈米的奇幻旅程—科學與藝術的跨領域學習 

陳俊太 教授 

摘要 

         現今理工科系的學生往往缺乏對藝術與人文的跨領域能力，因此限制了自身

的未來發展潛能。本計畫課程─「高分子奈米材料」，就是要培養理工科系學生於

科學與藝術創作的跨領域能力，在課程中除了讓學生學習奈米材料基本知識並製備

出奈米材料之外，也學習科學儀器的原理並使用電子顯微鏡等儀器鑑定所製備之奈

米材料，最後再將拍攝的科學影像進行藝術創作。此計畫課程不僅培養學生在科學

與藝術創作的領域能力，也使學生學習到團隊合作的精神與溝通表達的技巧，在未

來的職涯發展上能有更大的競爭力。 

 

 

  

關鍵詞：跨領域、科學研究、藝術創作、奈米材料、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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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口頭 8-4 

 

有機分子立體化學的翻轉教室與擴增、虛擬實境之教具開發 

朱智謙 教授 

摘要 

         本計畫旨在開發針對基礎有機化學課程內容的擴增實境教具，建構同學們對

於有機分子在三度空間的立體化學概念。相較於傳統只能在課堂上操作實體分子模

型，同學們回家後還可以依據個人學習差異，自行操作虛擬教具，反覆練習達到自

我學習的目標。此課程特色是在課堂上使用虛擬教具輔助，並且搭配問題導向式翻

轉教學。在教案的設計上主要分成有機分子四種化學結構表徵法與相互轉換、構象

與構型異構物、鏡像與非鏡像異構物等三個部分；透過翻轉教學方式執行教案後，

以較為複雜的二個立體中心的有機分子結構為例，測試有機分子的三度空間投影法

轉換。未使用教具的小組答題正確率約為 50%，而在使用教具輔助後可以提升至

90%。我們也在期中評量置入相關問題，測試個人的學習成效。分析結果顯示未使

用教具的對照組的答題正確率約為 28%，使用教具輔助學習後可以提升至 46%。

我們也請同學們以 10 分量表自我評估對於有機立體化學的理解程度；若只透過課

堂講授學習的平均分數為 4.9 分，而透過操作虛擬教具輔助學習可以提升至 6.8

分。以上研究結果顯示，我們所開發出來的虛擬教具可以有效幫助同學理解複雜的

立體化學概念。此擴增實境教具已經上架於 Google Play與 App Store網路商店，歡

迎有需求的老師與同學自行下載。 

 

 

  

關鍵詞：擴增實境、分子模型、立體化學、翻轉教學、有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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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口頭 8-5 

 

微積分專題式整合教學策略之探討 

賴振耀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嘗試微調傳統的理工微積分教學次序，開發一些應用性的數學專題，

並且引入 MATLAB 數學軟體做輔助教學，以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此外對於低成

就學生的補救教學方面，則採用合作學習、黑板演算解題過程、提供暗示或討論解

題構想等策略，以發掘學習落後之因素，做為進一步改善微積分教學的參考。 

 

 

  

關鍵詞：專題式學習、合作式學習、認知學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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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口頭 8-6 

 

機率浮現_機率論結合運算思維之課程設計 

楊菁菁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將運算思維融入設計為基礎教學之課程設計、搭配 CDIO(Conceive、

Design、Implement、Operation)框架於教學流程，於 107 學年實施，從理論至實務

應用，讓學生了解機率論的不同面向。 

        提問、實驗、比較分析、反思為設計為基礎之教學的核心步驟；課堂中，設計

讓學生反覆實驗與觀察，教師再引導深化知識層次。例如，提問以二元化折扣抽獎

機台設計切入；讓學生以 EXCEL模擬 0至 1間的亂數；觀察 Google表單收集的折

扣結果相互對照，導入累積機率函數概念，再切入 Bernoulli 分佈，即時觀察實驗

所得的參數估計值與理論值，建立折扣抽獎與理論分佈間連結；並以擲筊對應之累

積機率函數為反思問題。教學流程涵蓋運算思維之資料收集、呈現、與分析能力培

養，同時引導學生發想期末模擬報告主題。再逐層深化，導入二項、超幾何等離散

型分佈作為期末報告設計之基礎。 

        學習評量包含 CDIO實施面的期末模擬報告，學生設計遊戲、抽獎、APP等。

另於紙筆測驗安排複本試題，第一次測驗之複本試題，107 學年顯著優於前一學

年；以 ANCOVA 分析校正第一次測驗複本試題成績後，107 學年的第二次測驗複

本試題成績仍顯著較高。期末問卷顯示 90.7%學生認同機率可以很實用，唯學生對

於機率論課程的焦慮感，課程前後並無明顯變化。 

 

 

  

關鍵詞：設計為基礎之教學、運算思維、C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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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1 

 

問題導向學習應用在醫學工程教育之研究-以「再生醫學技

術」課程為例 

高震宇 助理教授 

摘要 

         在全球化趨勢下，透過提升學生學習與利用英文的能力提升學生國際競合力

成為大學教育的重要目標。而醫學工程是特別適合全英文授課的一門學科，其主要

原因有二: 一、醫學工程為發展快速且須跨領域合作之學科，其最新知識技術來源

多以英語為主。二、伴隨著全球化的趨勢，英文授課的醫學工程課程可以吸引國際

學生來台就讀，並提供台灣學生使用英文溝通與學習的環境，方便未來與世界接

軌。本研究以在台科大醫工所「再生醫學技術」為例，透過研讀與分析醫工人才培

育與全球化挑戰，並研究利用問題導向學習方法提升教學的互動性與培養學生自信

心與自學力，增進授課教師與學生的良性互動，進而讓全英文授課醫工課程成為學

生學習醫工專業知識的管道，同時也提升學生使用英語與國際人士溝通的能力。並

以研究者教學上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及進行的教學改革為例，並透過前測與後測

的分析，評估此教學方法之適切性。相較於一般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本研究更佐

以實際改革的步驟與方法，詳述從低於教學評量平均的教學困境，到引進問題導向

學習改革後，成為持續在高於平均教學評量的全英文授課課程的心路歷程，並希望

本報告的研究方法與結果能夠提供相同性質大學的全英文授課專業科目的參考。 

 

 

  

關鍵詞：國際競合力、醫學工程、全英文授課、跨領域合作、問題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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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2 

 

跨領域生醫人才培育之醫療器材創新設計課程計畫 

葛宗融 助理教授 

摘要 

         本教學實踐計畫除了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方式之外，是希望能在醫材開發的

實作課程中導入商業設計或是人因工程等跨領域知識，讓醫工系學生能藉由本計

劃，提供多元化的跨領域學習機會，提升學員在工程專業中人文社會科學之素養，

在設計成品時多份人因工程的設計美感。實踐之課程分別為「臨床工程問題導向學

習」與「體外診斷與生醫感測」，課程中邀請臨床醫師與醫學工程師以演講與討論

的方式，讓學生認識醫療儀器的原理、法規以及未滿足的需求；此外，帶學生走出

校園，參訪醫學中心或前端醫療研發機構，得以了解最先進醫療儀器發展現況，培

養學生社會關懷，也能夠將臨床問題帶回到課程來討論，進一步帶入實作成果中。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醫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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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3 

 

量測與儀表實驗課程重塑 

李泉 教授 

摘要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為重塑量測與儀表課程，新增實驗課與其搭配，藉此改善

本系學生的實驗能力。實驗課程的內容安排係以量測與儀表課程綱要為本，進行系

統化的微調，除增進學生實驗技巧之外，更著重學生將科學理論活用於實驗設計的

能力，透過報告撰寫、專題實作及深度討論等，確實掌握學生的學習效果。 量測

與儀表課程為本系大三專業選修課程，其主要內容為物理力學、光學、電磁學三大

領域中會使用到的儀器及量測原理與方法介紹，但是單純的理論授課模式容易流於

枯燥乏味，而無法有效引起學生共鳴，學生也因為缺乏實作過程而使其知識內化過

程沒有效率，所以本研究計畫將建構與量測與儀表理論授課內容相呼應的實驗平

台，讓同學們透過實際動手做的經驗，更能掌握量測與儀表課程內容的精髓。 本

研究計畫項下之經費主要用於建構課程所需使用的實驗平台，包括光譜分析儀、加

速規、陀螺儀、力量感應器、數位電表、示波器等，這些平台均兼具一定的通用性

與精確性，可提供生物醫學工程科學教育廣泛性的支援，亦能將其擴充為高階實驗

研究用之設備。實驗課程強調活學活用而非死背記憶，教師與助教將帶領學生針對

實驗原理及內容作深度討論，採用小組教學，並透過專題實作讓學生針對特定物理

問題，自行發想並設計實驗流程，經實驗量測、數據分析及誤差探究後完成問題解

析，培養學生處理與解決未知科學問題之能力。 

 

 

  

關鍵詞：實驗、實作、創新教學、儀器、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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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4 

 

微型化精準醫療平台之設計與開發 

陳品銓 教授 

摘要 

         本計畫預計透過創新/實做 /參訪課程規劃來推動跨領域的生醫課程，協助台

灣生醫產業培養高素質的生醫人才 。 生醫產業一向是跨領域的市場 目前學校教育

單位以 ”系 ”為單位 對於培養跨領域人才的環境不夠全面，因此本計畫長遠目標

是建立跨校 (台大聯盟 )的跨領域學程，讓學生在本學程內能從工程 /醫學 /市場等

不同的角度了解生醫產業；課程規劃上，將利用翻轉教學法 (課堂課 )及主題式教

學法 (實做課程 )讓學生能在小組討論及實做的氛圍上，提升學習的成效。 精準醫

療是國家生醫產業的既定方向 ，因此本研究計畫的主題為精準醫療微流道生醫晶

片是精準醫療中最重要的工具，近年來因為生醫晶片的成熟發展，讓分子等級的檢

測技術逐漸普遍，成就了許多新型且快速的檢測，這些新的發展都為人類健康做出

了貢獻，也是目前各國醫療器材廠商積極發展的新產業。微流道生醫晶片是一門綜

合性的應用科學，例如若要開發基因檢測晶片，開發的團隊就必須有熟悉基因檢測

的 人才、晶片設計的人才、製造的人才、還有市場行銷的人才等等，而且團隊中

的成員必須對於生醫晶片產業有相當的熟悉度，在發展過程中才能順利，因此本計

畫將設計跨領域且利用新穎教學法來執行精準醫療課程。 

 

 

  

關鍵詞：生醫產業、生醫晶片、微流道晶片、翻轉教學、主題式導向教學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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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5 

 

橋接大學部程控教育與化工廠控制室之間的鴻溝 

劉佳霖 教授 

摘要 

         程序控制這門課程是化工系大學部畢業的學生，在化工廠應付日常操作最實

用的課程之一，應訓練學生藉由控制系統，具有維持化工廠穩定操作的能力。然

而，大部份的程控課程仍著重於程序與控制器的抽象化，以數學方程式推導控制系

統的原理與實作方法，導致學生畢業後，無法直接駕馭控制系統，解決製程操作所

面臨的問題。大部分化工系畢業的學生，對於程序控制課程的理解，可能會認為是

拉氏轉換(Laplace Transform)的升級版，甚至無法判斷受控變數和操作變數的差

異。可能的原因來自於授課內容的抽象化，藉由方程式表達控制理論及原理，雖然

有助於邏輯的推演及公式的推導，然而，大部分學生也就迷失在這些方程式中，無

法理解程序控制這門課的實用性。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大幅降低這門課程的公式推

導比重，取而代之，以動態模擬器 Aspen Hysys 模擬操作單元與控制器，利用實作

的方式，讓學生理解控制室的分散式控制系統(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DCS)經

常使用的工具，例如：串級控制、凌駕控制、比例控制、分程控制…等，以期學生

畢業後能具有基本駕馭控制系統穩定製程操作的能力。 

 

 

  

關鍵詞：程序控制、分散式控制系統、動態模擬器、問題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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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6 

 

程序設計模擬案例與實廠操作現況連結之研究 

王國彬 副教授 

摘要 

         程序設計課程是工程學科一項很特殊的訓練，因其整合了所有化學工程的大

學部核心課程，而程序設計諸多初步與反覆的運算需要製程模擬器如 Aspen Plus來

協助解決。本研究選定 Turton 等人(2003)書中的甲醇脫水生成二甲基醚(DME)生產

製程作為模擬案例，以實廠觀點此一 DME 流程的操作條件過於簡化；在此，提出

程序設計模擬案例與實廠操作現況連結之研究，一步步將實廠生產或研究開發等不

同面向議題提出討論，讓學生們據此得以學習知道如何修正模擬案例相關條件，再

反覆進行模擬演練，強化跨領域學習之觀念與技能。 

 

 

  

關鍵詞：程序設計教學，模擬案例，真實工廠，製程操作，理論與實務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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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7 

 

問題導向學習在材料熱力學課程教學之行動研究 

田禮嘉 教授 

摘要 

         材料熱力學牽涉大量公式計算以及觀念，在傳統的教學現場學生的學習興趣

與效率普遍低落。本研究計畫透過行動研究方法運用教學記錄、學習單以及發放問

卷的書面調查等方式蒐集資料，實踐研究問題導向學習於材料熱力學課程的教學行

動研究，探討問題導向學習在材料熱力學課程教學中對於學生的學習認知與改變以

及在課程的成長與表現與學習成效的相關性。以系統化整理學生對於問題導向學習

的認知以及學習的成長與影響。研究結果顯示隨著課程進行，學生對問題導向學習

的接受度提升，但隨課程內容複雜度提升，學生參與程度也隨之下降。此外問題導

向學習對以學生中心為導向、課程變得更有趣、增加對抽象觀念的理解、更能融入

課程教學、學習對實際工程問題的解決能力、熱力學變得更實用、幫助學習動機等

評分項度均能有效提升。我們也發現問題導向學習參與程度與學生的學習成效與課

程理解程度呈現正相關，同時也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參與感、抽象觀念的理

解、解決實務工程問題的技巧、上課專注程度與學習動機。研究成果顯示問題導向

學習在材料熱力學課程的教學確能有效提升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行動研究、材料熱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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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8 

 

材料科學導論（ㄧ）：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策略 

吳錫芩 副教授 

摘要 

         在工程領域相關專業科目的課教學常以傳統講述法為主，因而壓縮師生課堂

互動的機會與深度，甚至，難以開展個別指導和適性教學的實施。除了教與學的限

制之外，若僅以僵化的測驗形式作為學生學習之總結性評量，也存在著無法了解學

生學習歷程的整體樣貌、進展和困難等實際情形，甚至侷限了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

完整釐清。本計畫擬以數位學習的方式，培養學生自學習慣與自學力，將學習模式

調整為以學生為中心，促進學習同儕於課堂中的作業討論、練習、解說、重點歸納

展演報告等多元參與，引導學生積極主動參與學習並且形成自我學習進度與效果的

檢視能力。除運用紙本筆試之外，以數位線上學習過程和記錄、展演報告、同儕合

作、同儕互評之多樣式評估方式來評量學生學習成效，提供學生多元豐富的學習型

態和經驗。綜言之，學生的學習順序轉變為：課前自學、課堂互動、課後社群活動

或延伸學習之完整規劃。在此系列系教學策略的運作下，教師的角色也將從傳統的

知識「教導者」或「灌輸者」，轉化為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的「啟發者」和「設計

者」。學習者將學到的知識內化、深化，讓學習不僅是吸收、記憶老師所教的知

識，而是具備總整反饋的自我學察之知能，以落實學生學習成效的進展。 

 

 

  

關鍵詞：以學生為中心、主動學習、數位學習、協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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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9 

 

智慧綠農跨領域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林育立 教授 

摘要 

         本計畫為跨域整合以培育具全方位之優秀人才為目標，在課程設計上不僅涵

蓋光電、景觀、農業、資訊、管理、休閒、法規等領域，藉由老師的跨領域整合教

學，並結合本校實作場域與校外佳信茶花園等外部資源，作為智慧綠農場域實作之

基地。本課程不只教育學生綠能科技應用在植物工廠之技術，且應用大數據分析植

栽之最佳化培養方案，讓同學擁有資訊管理方面之知識，另就市場調查、成本控

制、行銷策略與管理、物流管理及法規研究等面向進行體驗式教學等，使同學不只

擁有工程方面的技術，更具備管理實務面、法規研究面、農業經營面、資訊應用面

等技術。 

          本計畫建立一套教師跨領域社群發展之運作模式，聚焦於「教師跨領域教學

與學生自主學習」。校內辦理智慧綠農跨領域社群，讓學校的校方及教師之間有互

動的平台，藉此進行教學及輔導的經驗分享，提供適性化教學及輔導機制、落實教

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進而提升學生的成效。 

          本計畫於 107 學年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分別開授智慧綠農概論及智慧綠農實

務應用概論二門課共有 134位學生修習，前後測問卷數總計有 118份，探討不同系

所與不同年級學生修習跨領域課程地學習成效之影響，問卷包括基本資料問卷及影

響學習成效項目。 

 

 

  

關鍵詞：跨領域教學, 學生自主學習, 教師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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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10 

 

融入社會參與內涵作為污染物分析實驗課程設計之教學改進研

究 

林康捷 助理教授 

摘要 

         本計畫翻轉依循實驗操作 SOP 及實驗報告撰寫之傳統教學法，利用問題導向

式學習（PBL）方式，由環境議題探索行動出發，提供真實性社會議題（河川巡

守）的參與，探討學生對實驗課之學習成效及興趣提升度。研究對象為修習「環境

污染物分析及實驗」以及「環境工程及實驗」之環境工程學系大三學生。教師在全

學期之實驗課當中導入服務學習內涵活動（分組探索→現地勘查→提出議題→老師

講評→實地採樣→樣品分析→結果發表）之後，分析學生對於環境分析知識的理解

與實務技能之是否有所增進。先針對全班學生實施前測觀察量表，進行上述改進教

學法之實施，再於下學期末教學活動總結後，觀察學生後測結果。研究結果發現本

系學生普遍化學能力程度不佳，一開始對於實驗十分感到陌生。經一學期之實驗教

學後，學生雖認知其環境分析化學知識明顯有所成長，但對於化學實驗之興趣及實

際基礎能力仍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學生對社會環境議題之認知度，經過課程培養

後則均明顯增加，並能了解如何將專業知識應用於解決社會環境議題，顯示課程融

入社會參與式之教學法（環境行動、案例研究）的成效。 

 

 

  

關鍵詞：實驗課程、問題導向式學習、服務學習、環境檢驗、工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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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11 

 

一般廢棄物清運模式暨安全認知之教學實踐 

施百鴻 副教授 

摘要 

         目前科技大學所招收部分高中職學生較難集中注意力並理解課程內容而於課

程中落後，另亦缺乏展現對於社會議題體察、關注、理解以及實踐的意願及態度。

本研究採用課程為「廢棄物處理」，課程設計上與後續「環境工程技師」以及「環

保署廢棄物清除處理專責人員」等專業證照界接，為環境工程相關專業科系主要必

修科目之一。計畫中透過四至六週的教學設計，以廢棄物清運為主題，進行清運模

式以及清運過程安全認知相關法令、實務操作以及問題現況之個案研究，並實地參

訪一般廢棄物清運過程，分析評量清運模式以及安全認知行為，並以書面/口頭報

告製作多媒體影片過程訓練學生觀察、理解、整理與書寫能力。授課前（前測）、

授課後（對照組）以及授課/參訪後（實驗組）分別進行學生對於清運工作認知的

問卷調查。調查中有 17 題項，可區分為認知類的危害認知（5 題）及護具認知（5

題）與操作類的操作安全（5 題）及危害標示（3 題）。授課與參訪前後對於認知

類的影響不大，但在操作類題項上，經授課後即有明顯提升，若輔以參訪與實務體

驗過程，對於填答正確率更有顯著提升效果，實務經驗體驗對於學生在操作、實作

類學習上有明顯效果，應多加以運用。 

 

 

  

關鍵詞：一般廢棄物、清運、安全認知、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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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12 

 

桌遊融入大學環境污染導論教學之行動研究 

簡繹驥 教授 

摘要 

         為降低大學新生初入校園學習新的專業課程的焦慮及提高學生學習意願以增

進學習成效，本計畫以桌遊融入環境污染導論課程，展開行動研究，探討桌遊融入

大學環境污染導論課程後，在實施過程中遭遇的問題與修正方法及是否提升學生在

環境污染知識方面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已自行研發 3 套有關空氣污染(大富翁類)、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推理類)

及以廢棄物(賓果類)等主題的桌遊，應用於大學一年級環境污染導論課程。行動方

案是讓學生課前閱讀相關資料，再利用桌遊大量引進小組討論法，以桌遊方式拋出

環境污染問題，透過分組、蒐集資料、閱讀資料主動探索及思考、討論、共同探索

及合作學習、統整積極投入、上台報告、評論及結論，藉此不斷的思考、聚焦問

題，進而解決問題，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提高學習成效。本研究成果包括完成開

發環境污染導論新教材 3份及錄製教學影片上傳本校行動影音分享網供同儕參考。

研究結果顯示桌遊輔助教學可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成績，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的

桌遊類別分別是賓果類>大富翁類>推理類，另外，桌遊輔助教學也可提升學生團

隊合作及溝通表達能力、增進學生思考及終身自我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關鍵詞：行動研究、 桌遊、教學實踐、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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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13 

 

循環型 DIY環保都市農園教材開發與實作 

高正忠 教授 

摘要 

         本研究群開發了全世界第一個原型再利用回收瓶為底座的 DIY 環保綠花園/綠

屋頂，以回收瓶儲存雨水供蔬果生長，具有隔熱、節能、減碳、減緩熱島效應、減

少雨水系統負荷、吸附空氣污染物、減少噪音、提供小生物棲息地、延長屋頂壽

命、增加開放空間等環境效益，更不必作防水、夜間散熱效果佳及不會有污水問

題，且讓小學生及長者均可 DIY 建置，讓回收物品不再只是作為次級品，而是幫

它們創造出更好的價值，應可作為循環經濟範例，目前各級學校亦均已有一些學校

教師正採用中，唯目前尚無較系統化整合性教材可供使用，故此研究將開發一些教

材，除了傳授開發歷程與成功經驗，亦將帶領學生在校園館舍中實際建置循環型農

園，國內由於環境與食安問題，不少學校因而正在推動環教及食農等相關教育，都

市農園已是世界各國的共同潮流，所擬開發的循環型 DIY 環保農園實作課程教材

正好可符合此潮流之需求，相信可啟發學生創意，及讓學生透過實作一個環保農

園，從中除了學習團隊合作技能，亦能學習到節能減碳等環保效益的相關領域知

識，以及永續發展、循環經濟、生命週期思考及綠色設計等重要內容，相信可發展

成各大專院校的通識教育及其他相關課程。 

 

 

  

關鍵詞：原型再利用回收瓶、都市農園、實作、循環經濟、食物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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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14 

 

誰來｢可能發展區｣協助他們? ― 入學成績落後者在基礎課程中

的學習 

白世南 副教授 

摘要 

         每一年入學申請成績級距差異極大，在一般的教學中，很容易忽視入學成績

落後者的學習。入學成績落後者，大多數理基礎較不佳，而大學理工科重要的基礎

課程往往需要用到高中之前的數理基礎，但教師在課程中常無法一一照顧到個人缺

乏的先備知識。因此，本研究主要關注入學成績落後者在基礎課程的學習，希望透

過每次上課的一開始由兩人一組的問答，能透露出學生所持的迷失概念，而且讓學

生從一次又一次的同儕問答互動中，重新學習如何在課前準備，把抽象的課程分解

成每一小段可以提問及闡述自己想法的知識建構歷程。經由詳細記錄學生的問答過

程，可以讓教師更清楚掌握不同程度的學生對同一份教材的理解程度，以便在下一

節課再將學生需要補強的部份融入課程，並提供適合的實作影片或公式導引過程的

影片，讓學生有機會將不清楚的環節釐清。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入學成績

落後者可能長久以來不知道怎麼反思自己不懂的部份、不知道怎麼問問題、不知道

怎麼回答問題、不知道怎麼準備課程、也不知道要怎麼和別人一起學習，因而本教

學實踐研究期望透過教師的引導及同儕合作學習，能讓這些學生欠缺的學習習慣逐

漸內化，讓他們有機會在自己的可能發展區裡發揮最大的潛能。 

 

 

  

關鍵詞：入學成績落後者、數理基礎、同儕問答互動、可能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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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15 

 

培養與激發學生創意潛能之研究-以遠距教學：創新發明與生

活應用為例 

賴文正 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是以創新教學實施於遠距課程"創新發明與生活應用"來改善激發創意

潛能成效之研究，進行"自我創造潛力"及"直覺力"前後測問卷，以及"期中態度測

量(滿意度)"與"期末態度測量(滿意度)"問卷，以評估瞭解其中變化與改善程度。並

經由專家及同儕諮詢、文獻回顧、研討研習等提出解決構想實施於"遠距教學"方式

及"課程地圖"方案，並且藉由期中問卷瞭解實施成效，如果成效不佳，將採取五種

創意教學方式來進行調整。研究針對問卷進行 t-test 分析，結果顯示："自我創造潛

力"前後測得分並無顯著差異；"直覺力"前後測得分有顯著差異，且後測顯著高於

前測。另外，"期中"及"期末態度測量(滿意度)"二者總分雖無顯著差異，不過"期中

"與"期末測量的學習態度(滿意度)"不管是各題或是總分學生都表示滿意。而期中問

卷針對"課程內容幫助您在激發創意方面提升的滿意度"及"課程內容幫助您在創新

發明的滿意度"題目，原本有 2-3%不太滿意；經本研究之創新教學策略改善後，期

末問卷的這兩項題目之滿意度均達 100%。同時，對於"線上作業及小考"填答率與

成績、"四次報告"繳交率與品質、"線上同步討論"參與度與討論度這三項的評量工

具，發現都有較明顯的改善。 

 

 

  

關鍵詞：創新教學、遠距課程、創新發明、創意潛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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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16 

 

問題導向學習法於高齡者生活服務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江昭龍 教授 

摘要 

         本文之研究目的旨在「達成提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在「達成

提昇教學品質」的成果，由期初/期末之評量結果分析，成長最多的前三題(我對本

課程整體的教學內容或教學活動感到滿意、我覺得本課程對我有所啟發、修習本科

目，我的上課出席情形良好)，成長率分別為 28.8%、27.7%、21.8%。而在「促進

學生學習成效」的成果，由期初/期末之五大核心能力「觀察體驗、跨域合作、反

思回饋、創新設計、應用科技」來呈現，成長最多的前三題(跨域應用力、認知反

省能力、跨域認知力)，成長率分別為 39.4%、34.4%、32.4%。因此，藉由本研究

的成果展現已能清楚驗證出，本研究已達成本文之研究目的。本文的成果內容亦有

(修課學生之 PBL 專題獲 2018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之國際競賽銅牌榮譽、獲得/申

請技術專利認證兩件、衍生兩案產學計畫等)多項衍生效益。同時，本文之教學反

饋包括有修課學生、教學助理與授課教師等所提出之實質有效的反饋檢討與建議項

目。 

 

 

  

關鍵詞：高齡者、學習成效、生活服務、教學品質、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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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17 

 

以科技媒體提升科技大學化材系學生在工程數學的學習動機 

陳樹人 副教授 

摘要 

         工程數學為工程科技學生必修科目，傳統單向式講授教學難以引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雖然以合作學習法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已經獲得肯定，但是在工程數學導

入課堂互動 App 並以合作學習法進行教學研究的案例仍屬罕見，所以，本研究以

科技大學化材系大二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整合翻轉教室與課堂互動 App 的教學

法(FIAA instruction)對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之影響。FIAA 的教學流程為課前發放學

習單，教師講授，學生分組討論完成學習單。研究方法採用單組前後測量設計，研

究樣本有 53 名大學部學生，學習動機量表於教學活動前進行前測，單元教學結束

後進行後測。一階常微分方程式與拉普拉斯變換等單元採用傳統單向式講授，二階

常微分方程式、冪級數、向量微分、向量積分等單位採用 FIAA 教學法。根據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導入數位科技工具的教學方法有助於學生在課堂進行思考、

練習以及討論，採用 FIAA的教學單元，學生的學習動機有顯著提升。 

 

 

  

關鍵詞：工程數學、學習動機、翻轉教室、互動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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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19 

 

問題及專案為導向學習之混合引導式教學法應用於車載網路系

統課程之教學實踐研究 

楊介仙 教授 

摘要 

         本研究計畫為發展以車載網路系統之教學課程為主，導入車輛電子微控制器

基礎課程中軟體、韌體及硬體之設計與技術實務課程之教學教法，並建構其應備之

教學實驗教材，包括電動機之機電整合課程內容，再以 CAN 匯流排之技術實務課

程，循序漸進地達成車輛電子、車載網路系統之系統整合設計與製作之技術實務課

程，以培養學生獨立解決問題、深入學習與終身學習的能力。計畫中將研究車輛與

電子跨領域課程中以問題導向及專案導向為學習之混合引導式教學法應用於車載網

路系統課程之教學實踐研究對學生的學習效果及影響，並於過程中適時調整教學方

法，並修正教材對不同面相跨領域學生學習上之難易程度，以達學生修習車輛電子

車載網路系統之預期效果。本研究計畫採前測及後測方式評估教學效果，題目分為

基礎、初級及進階三類，並以實驗組及對照組之進步性評估該教學教法之效果，提

供該方法修正參考。結果顯示實驗組整體進步性達 65%，且題型進步性由大至小

依序為基礎、初級及進階，而對照組整體進步性僅 5%，且題型進步性出互有正負

外，其由大至小依序為初級、進階及基礎，頗不合理，可推測對照組部分學生答題

以猜答案居多，因此本計畫建議以基礎、初級及進階不同權重比例，評估及進步性

較為合理。 

 

 

  

關鍵詞：深入學習、引導式教學法、車載網路系統、終身學習、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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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20 

 

數位信號處理課程與創新教學實踐之研究 

曾信賓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計畫以「數位信號處理概論」課程為例，進行專業課程的創新與教學

實踐，進而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首先，著重在發展教師有關專業課程的教與學

實務，包含教學內容、課程主題、內容、活動課程、課程作業、及課程評量。其研

究對象為聯合大學專業課程－數位信號處理概論課程的學生。最後，透過本課程的

創新設計是有助於學生多元智能的表現，能從中思考、應用，並在課堂上獲得知識

外，更能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意願。 

 

 

  

關鍵詞：創新教學、數位信號處理概論課程、自主學習以及多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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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21 

 

以設計思考為導向，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實驗力之行動研究 

胡大湘 副教授 

摘要 

         本案以設計思考為導向，旨在實驗課程(或實作課程)中加入設計思考的元素，

即將五大步驟「同理心」、「需求定義」、「創意動腦」、「製作原型」、「實際

測試」融入實驗課程的教學過程，改善學習成效。此外，經「逆向工程」教學方式

分析探究產品(或事物)開發過程，作為設計思考的教學材料。「感測元件實務應

用」(必修課程)為本案施作課程，本校大三、四近四十六位學生為教學對象。學習

評估方式包括「課程參與度」(含課程應完成實驗及其書面報告、小組討論與講台

報告等)、「創作過程記錄」(含上述五大步驟)、「同儕互評創作品」及「期初及期

末學習問卷調查」等四項。期盼被動學習的課程，轉變成主動學習，超越課程框架

的限制，發揮想像力，勇敢作夢的創作課程。隨後，以模糊理論與專家經驗分析此

實驗過程產出(四項學習評估結果)與三項影響命題(逆向工程教學對設計思考過程的

影響、設計思考過程對創作的影響、創作回饋與逆向工程教學及設計思考過程之間

的影響)的關聯性，並以此作為日後課程教學過程改善之依據。 

 

 

  

關鍵詞：設計思考，工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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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22 

 

以虛補實之 PBL+「選擇式」學教翻轉之混合教與學—以「網

路管理」課程為例 

賴文彬 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網路管理」課程為例，探討「以虛補實」之 PBL+「選擇式」學教

翻轉之混合教與學，研究議題有二：(1)「以虛補實」—此議題在於探討如何應用

新興的「容器型」虛機與虛網技術替代「教學現場」與「在家實習」有關電腦與網

路實習設備不足的問題，並保有學習的簡易性、直觀性、與實際性，也強調如何以

此協助將「教師教學」、「助教訓練」、「學生實習與專案」等經驗與成果以「系

統重現」為基礎進行「封裝」與「傳承」，期能達成後續教學成果的「創新」；(2) 

PBL+「選擇式」學教翻轉之混合教與學—此議題強調工程學習的實踐能力如何穩

健選擇「平日實習項目」與「期末專案」做為翻轉教、學重點：前者結合「問題式

學習法」(Pm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提升學生平日的自主預習動機與獨立實作

能力以加強「平日實習成效」，後者則結合「專案學習法」(PjBL: Project-based 

Learning)透過分組合作學習實現「期末專案」且培養團隊分工能力。本計畫之課程

為常態開設之單一學期選修課，計畫期間為 107-2 學期開設，共 44 人選修。除了

傳統網路基本觀念，尚搭配有「以虛補實」等 7次創新性主題之個人式實習與延伸

作業，但鼓勵實習中討論；期末則分組(2~3 人)合力完成一個統整、延伸歷次實習

能力之期末專案：除了書面報告，並錄製繳交一個約 15 分鐘的成果說明視訊，並

註明個別貢獻度，做為團隊與個人評分依據，前者為主、後者為輔。此種成果展示

了同學之實作能力確有實質提升。 

 

 

  

關鍵詞：虛實整合、問題式學習、合作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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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23 

 

實踐「動手做｣之工程教育教學於具「個別差異｣學生的教學現

場 

陳雍宗 教授 

摘要 

         人工智慧（AI）技術正加速改變全球產業、經濟與社會生活發展型態，亦成

為各大產業的發展重點。為協助產業發展此一技術，同時呼應政府積極培育相關產

業之技術人才，本計畫乃期藉由開授著重人工智慧一系列實作課程，作為發展培育

相關創新產業技術人才為特色之主軸，筆者於 106學年第 2學期首開「機器學習」

於研究所選修課程，同時藉此進行實踐教學計畫之研究。該課程將著重於學生實際

操作之人工智慧課程；為了實際符合新興人工智慧教學概念，於是藉由最佳的互動

教學方式，並且積極邀約與藉助具備豐富實務經驗之業師親身參與，引入包含問題

導向式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沉浸式 (Immersion)學習環境，以及提供模

擬 (Simulation)環境等三項特點。又由於過去「做中學?之教學往往容易陷於「消磨

時間」、「學習差異」、「背離學習議題」等等迷思，無法達成預期教學目標成

效。為實踐「做中學?教學於具「個別差異?學生之教學現場，進而採取最佳之教學

方法，並且自編教材，改善教學教法，獲取最大教學效益。本計畫擬融入「做中學?

的傳統定義於本新開授課程，提出數項實踐研究教學標的試探，以為自我鞭策，惕

勵檢討之依據；期望藉助計畫所獲結論，作為教學社群與同儕於相關課程授課之參

酌，對於工程教育之實踐教學具實質貢獻。 

 

 

  

關鍵詞：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問題導向式學習，做中學，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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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24 

 

CAN Bus車用微控制器/感測器實驗教具之研製 

蔡樸生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將研製一套「CAN Bus 車用微控制器/感測器實驗模板」，提供大學部

車用微控制器、車用感測器實習及 CAN BUS 原理與實習等課程使用。本實驗模板

核心控制器採用愛特梅爾 (ATMEL)公司所推出的八位元高性能的 RISC 晶片

AT90CAN128做為核心控制晶片，最主要原因在於其內部具有 2.0A & 2.0B 通訊協

定之控制器區域網路匯流排(CAN Bus)，不需外接 CAN 控制器(如 MCP2515 等晶

片)。技職院校要走出各自特色，缺乏適合教科書是普遍存在問題，尤其是資電類

的系所。唯一解決方案就是讓老師自編教材，除了教學投影片之外，利用計畫編列

經費鼓勵老師將授課心得編撰成書，由教育部統一出版，以較低價格統一推廣各大

專院校使用，一本好的教科書可以造福廣大莘莘學子，不僅可以作為升等的相關著

作，也可以作為承接計畫的實質產出。本計畫構想是由大學教師來自製價格低廉的

教具及實驗模板，開學初發給學生一人一套，課程結束後再予以收回，學生可以在

家裡自我練習，提高學習成效。事實上，利用計畫中的耗材經費補助設計專業課程

的實驗模板，不僅有實質產出，未來可以將教具或實驗模板推廣至相關系所的大專

院校，建立策略聯盟的資源共享合作模式，更能造福廣大的莘莘學子。 

 

 

  

關鍵詞：區域網路匯流排，車用微控制器，車用感測器，實驗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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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25 

 

專題導向智慧輪型機器人之學習平台與課程設計 

蘇景暉 教授 

摘要 

         機器人技術是包含電子、機械、自動控制與電腦程式演算法設計等多種不同

領域的工程技術學科，也是即將深度滲入我們生活的一項技術領域。再加上近年產

業界在微處理器、無線網路與周邊感測器上的快速發展，使得機器人技術人才培育

的需求和難度都急遽地增加。因此本計畫透過以往研究計畫的經驗，以及國內外比

賽得獎的成果，設計二款智慧輪型機器人學習平台與課程，除了降低學習機器人設

計與實作的經費門檻，引發學生持續的學習動機以及興趣外，也能在相關競賽登頂

的過程中，能有豐富的理論與實作交互驗證的實踐歷程。 

本計畫已運用「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的概念於「智慧機器?設計

概論」課程中，除了搭配設計二款低成本的智慧輪型機器人學習平台、實作技術循

序的學習單元外，也有檢驗學習成效的「觀念題庫」、「實作評量單元」，以及

「競速導向」的比賽規則與工具。 

 

 

  

關鍵詞：專題導向學習, 輪型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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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26 

 

問題分析歸納與同儕扶持之有效學習法研究：以「電路學」為

例 

洪玉城 副教授 

摘要 

         少子化浪潮與開放多元入學後，大學技職教育現場學生面臨共同學習困境：

專業觀念不清、學習興趣落差、與片段知識無法整合等問題，猶以需大量運算之工

程科目，學習落差更為明顯。歸納有四大改善方向：(1)老師表達方式、(2)教材呈

現方式、(3)學生學習態度與意願、(4)課堂學習氛圍等面向。本計畫嘗試改善因素

(3)與(4)。課堂說明首需讓學生「聽得懂」與「看得懂」，學生才有意願主動學

習。但如何讓學生聽懂與看懂，我們的理念是先跟他說明正確方法，再說明別人常

犯錯之處。藉由「正確」與「錯誤」對比，讓學生避開大多數人易犯錯誤，達到有

效學習。並藉由同儕支持，分組讓學生共同演練相同習題，藉由同學彼此間協助，

分享求解過程與求勝/面子壓力下，能夠增加課程趣味性與支持持續學習動力。我

們此次以「電路學」課程探討，有五大理由： 

(1) 「電路學」是基礎與重要課程。 

(2) 「電路學」是電資學生較頭痛課程。 

(3) 「電路學」需要繁複演練與良好數理基礎。 

(4) 「電路學」基礎打好，有助學生電學分析易於專業整合。 

(5) 「電路學」有助於日後升學與就業競爭力。 

         本計畫探討一務實可實際應用於教學第一現場，藉由學生彼此之間共同學

習、同儕支持、問題彙整等技巧，幫助學生有效率地學習「電路學」。 

 

 

  

關鍵詞：電路學、共同學習、錯誤整理、同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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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27 

 

應用於基礎學科之學用落差改善計畫 

張家宏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主要在透過問題導向學習方式、電子筆記以及依產業趨勢重新編排改

善電子學課程，來探討學習上容易產生學生學習參與度不佳、筆記抄寫時較難專心

聽講及課程與學用落差三個問題。因此經由教學方法結合電子學內容調整重於

CMOS 的篇章以符合產業趨勢進而探討在貼近產業的學習方式是否能引起學生之

學習動機與學習效果、分析教學方式的調整對學生出席的意願及學習成效上是否有

所幫助、以及在學生的回饋上比起傳統教學方式是否能引起學生興趣。最後統計出

席率與平時成績相關性及期中期末進步幅度指數等資訊來量化學習成效以及觀察學

生學習回饋做為教學評量之依據。 

 

 

  

關鍵詞：電子學，問題導向學習，產業趨勢，電子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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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28 

 

以學思達教學法增進技職校院工程學科學習成效-以電子學為例 

曾騰輝 助理教授 

摘要 

         近年來技職院校生程度日趨下降，以傳統教學講授方式授課，已呈現學生學

習意願低落及成效不彰。如何讓學生在課堂上聚焦於學習，不再睡覺或忙於滑手

機，提昇學習意願、成效及信心，對於弱勢的技職生而言，應該是相當重要且有意

義的。本計畫以學思達翻轉教學方式，以資通訊領域之電子學為研究實踐科目，透

過製作以問題為導向的講義、引導分組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學習模式，訓練學

生自學、思考、討論、表達等能力。將講台翻轉給學生、老師轉換成主持、引導

者，增進學生閱讀學習興趣、經由討論激發思考，及藉由表達提昇學生的學習成

效。最後並以問卷調查以分析學生對學思達教學法之接受程度及想法，以供後續教

育者於相關科目之教學參考。 

 

 

  

關鍵詞：學思達教學法、翻轉教學、電子學教學



107 年工程暨數理學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94 

 

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29 

 

來電不來電?-----合作學習學電子 

張培華 講師 

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電子學課程中進行合作學習之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Student Teams-Achievement Division, STAD）之學習成效與歷程，上下學期分別

有四十七位、四十二位學生參與，分六組參與為期十二週共四回合，每一回合三週

的 STAD 課程，每週 150 分鐘，上下學期各兩回合，該四回合的主題分別為電子

學二極體應用電路、雙極性接面放大器、金氧半電晶體的物理特性以及 MOS 放大

器。 

       透過學生學期成績進行高中低分群的異質分組，每組約六到八位同學，每回合

STAD 設計結構包括前測、引導、分組、小組討論活動、口頭報告、快問快答即時

評量、教師回饋與頒獎、後測與滿意度評估。研究者採質量性的混合研究設計，包

括準實驗單組前後測與行動研究，並據此設計相關研究工具。 

       研究成果包括：設計並完成四回合電子學的合作學習教案、四回合電子學的合

作學習單教材、四回合電子學的合作學習即時評量題庫，同時進行教學成果分享與

研討會發表，同時，在學習成效方面，學生在四回合的前後測平均變化均顯示有進

步。 

       學生從自我表現與課程回饋中，對於「增加學習樂趣」、「小組成員的互相幫

助」顯示最為滿意，教學者則透過行動筆記針對有關補救教學、小組團體動力、學

習單設計、小組討論活動設計等方面進行反思。 

 

 

 

  

關鍵詞：電子學，合作學習，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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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30 

 

擴增實境融入電子儀表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研究 

陳俊良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完成以 AR 眼鏡或手機 APP 進入電子儀器教學之擴增實境，透過教師

講解後，以擴增實境進行電子儀器操作教學，協助學生反覆練習，熟練各個儀器操

作步驟、調整，進而檢修電子電路等專業實務技能。參與本計畫學生經過以問題導

向學習(PBL)與擴增實境協助教學，確實可以改善一般學生在學習電子儀器(示波

器、信號產生器)操作時，無法及時糾正錯誤的問題，並能讓學生快速的熟練電子

儀器的操作，並獲得跨領域知識的概念與整合經驗。 

 

 

  

關鍵詞：擴增實境、電子儀器、問題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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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31 

 

主動參與於做中學機器人教育 - 自動駕駛課程 Duckietown教

學驗證 

王學誠 助理教授 

摘要 

         本計畫透過做中學探究課程教學現場的機器人實作課程，於 2018年、2019年

暑期課程中，並分別施行前測與後側回饋問卷，共累積 118 名參與學生之學習評

量，就台灣的學習環境實現與深化做中學的課程，並引導學生主動參與。在兩年的

施測中，其不同之處在於：2018 為 2~3 人一組的方式操作實體教具小鴨車，並有

教師與業師統一授課，2019 年則為每人一組小鴨車，個別進行自主學習。學習評

量為施測前後之自評，包括對：Ubuntu 系統、網路架構、Python、電腦視覺、機

器人作業系統、自駕車原理之熟悉了解程度。結果顯示，在兩年不同施測方式下，

參與學生均表示對學習評量熟悉程度提升，然而 2018年較 2019年提升程度較高。

自評結果顯示背景知識的差距於 2018 年較大。2018 年觀察分組之組內學習情況，

成員參與程度分為二類角色：1) 動手實作程度較高者，2) 動手實作程度較低並已

觀看為主者。結果顯示，背景知識影響組內之動手程度。從助教群對學生之觀察回

饋質性資料顯示，得知 2019 年一人一小鴨車更能夠激發參與程度，2018 年之分組

與角色發現：讓學生在分組過程中發揮同儕教學(Peer Coaching)效果。本研究結果

指出透過做中學實際動手可增加專業領域熟悉度，並激發學習興趣，但不一定需要

由老師於台上講授，分組進行有助於同儕教學，然需近一步考慮組內成員之背景知

識與實作程度。 

 

 

  

關鍵詞：主動式學習、自動駕駛車、做中學、同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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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32 

 

合作學習與 BOPPPS有效教學模組導入「計算機程式」教學

之教學實務研究 

錢膺仁 教授 

摘要 

         本計畫的研究對象為國立宜蘭大學電機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所開設的「計

算機程式」課程之修課學生，施測對象分為甲(53 人)、乙(55 人)兩班，共 108 人。

研究目的主要為了解實施合作學習對是否對於提升學習成效之有效性以及了解導入

BOPPPS 有效教學模組提升學習成效之有效性。學期開始，我們採用 Kolb 量表針

對學生進行學習風格施測，並要求每一個小組至少需有兩個以上不同學習風格的成

員，成員可以自己尋找；此外，為了便於訊息公布以及問題討論，我們利用臉書社

團平台進行訊息及時交流。課程實施的方式簡述如下:課前一周會發布預習影片，

讓同學針對當周要講授的內容進行預習；課程一開始會進行前測(方式大多為選擇

題目，少部分題目會請同學口頭發表意見)，接著進行課程講授，過程中會搭配課

堂練習，了解同學的吸收狀況，並且增加師生或者學生同儕間的互動，課程後段除

了總結今日講授重點之外，還會有後測的測驗，後測將根據題目的難度要求完成時

間。在練習的過程中，同學可以跟組員討論或者與老師討論。期末我們採用問卷調

查方式，了解同學對於以學習風格進行分組對於學習成效之差異，並且了解同學對

於 BOPPPS 授課方式之感受。統計結果顯示學生約有 70%以上對於本創新教學實

施方式感到有顯著成效。 

 

 

  

關鍵詞：BOPPPS有效教學模組；計算機程式；學習風格；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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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33 

 

基於谷歌 AIY套件的頂石工程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楊淳良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旨於導入先進的谷歌 AI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Yourself)套件及敏捷

SCRUM 專案管理工作法，提升頂石工程課程的教學品質和深化學生學習成效，達

成學校的辦學目標。本計畫中運用敏捷 SCRUM專案管理工作法，確保每位學生高

度參與頂石工程課程，以提升頂石工程課程執行效率。此外，使用學校的 iClass 雲

端即時互動式教學平台，提供課程、公告、行事曆、檔案、互動教材、個人題庫和

學習分析等主要功能，透過 iClass 網站主頁或運用智能手機的 TronClass 應用程序

(App)進行操作。因此，在頂石工程課程中，教學品質、分組學習和即時互動討論

也同時得到提升。具有完整活動記錄的 iClass學習平台是有助於隨時檢視頂石工程

課程執行問題和調整解決方案，並提升本頂石工程課程的成功率。 

 

 

  

關鍵詞：谷歌 AIY套件、頂石工程課程、教學實踐、敏捷 SCRUM、iClass學習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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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34 

 

導入 CDIO專案導向式學習於電力與能源專業領域課程之創新

教學研究 

蘇恆毅 副教授 

摘要 

         計畫申請人於電機系教學已有餘年，教學過程中發現現今學生對於專業領域

科目缺乏學習興趣及動力，在較為抽象的電力工程相關課程中更為甚之；然而電力

工程是電機系的重點課程，因此改善內容陳舊與課程單一的現行教學模式勢在必

行。 

有鑑於此，本計畫已將構思、設計、實施及運作為一體的專案導向式學習法成功導

入至電機系能源組必修課程『電工實驗』中，透過學生在課程中「學中做，做中

學」的方式能有效提高其學習興趣，使課程更生動活潑且貼近實務。針對 CDIO 理

念所設計的電工實驗是導入了 MATLAB 軟體與電力系統模擬工具，並大量結合了

電網的建模、模擬與分析，讓學生在電力系統知識與活用工具軟體解決問題的能力

上相得益彰，並從中培養學生的學科知識、獨立思考能力、基本個人能力和團隊能

力。 

本計畫也採用了多元學習評量，依據教師評量、業師評量、同儕互評、學生自評以

及課堂互動性進行評鑑。同時也蒐集了學生課後的問卷反饋及心得與建議，做為此

次課程以及日後授課方向的參考依據。除此之外，也針對此次電工實驗的學生回

饋，本團隊已依照現行使用軟體的短處進行改良，發展出一套更適用於教學之電網

模擬軟體，期望未來能將此套軟體應用於電力工程領域相關專業課程中以提升教學

品質。 

 

 

  

關鍵詞：CDIO、MATLAB、多元評量、電力工程、專案導向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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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35 

 

應用鷹架學習理論於再生發電工程導論教學活動設計 

張文宇 教授 

摘要 

         由於石化能源日漸減少，原油價格不斷提高，且環保議題逐漸受到重視，推

動了再生發電技術的快速發展。其中風力發電與太陽能發電由於高轉換效率與低污

染已成為綠色能源中最為重要的一環。我國在政府的規劃下積極推動「五加二」產

業政策中「綠能科技」產業的政策發展主軸，經濟部能源局也發展風力發電與太陽

能發電等再生發電政策。技職校院如何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策略而培養適合的相關人

力是政策推行成功與否的關鍵。人力的培育就需要完整的教學系統。本計畫就是基

於此時空背景下，應用鷹架學習理論發展出適用於技專校院的再生發電工程導論教

學活動，進而運用在再生發電基礎教育深化扎根的教育工程。  

         本計畫完成下列目標：1.進行鷹架學習理論背景的分析與研究，依據鷹架學習

理論規畫實驗教學活動的細部設計工作。2.依據教學理論模型進行實驗教學並進行

成效分析。發現問題進行回饋修正。3.依據實驗教學的結果做出完整的教學模型、

再生發電技術教學活動，以及適性測驗評量系統。本計畫經由完整的教學理論與實

驗教學的驗證後，將此教學系統推展到其他相關的技職教育體系，對深化技職教育

與技術訓練做出貢獻。 

 

 

  

關鍵詞：再生發電工程導論、鷹架學習理論、實驗教學活動設計、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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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36 

 

適用於五專之 Arduino課程教學設計 

謝鴻琳 教授 

摘要 

         五年制專科學校原本為國內基礎產業之專業技術人才來源，但由於民國 80-90

年之間大量專科學校升等為科技大學，中斷了國內五專教育制度，產業需求之中間

人才因此幾乎斷層。故，從 107年，教育部提倡科技大學開設五專部，希望恢復以

前五專教育之榮景。然而，除了國立學校外，目前私立大學招收到的五專學生大部

分都是基礎較差的同學，由於邏輯訓練不足、上課不專心，造成學生學習成效不

佳。本計畫為了解決五專學生幾乎都是不擅長於程式設計及嵌入式系統應用，且上

課不專心、課程內容無法引起學生之興趣，設計一套基於程式語言的 Arduino 嵌入

式微控器的課程的教學改進方法，透過課程設計、 自編教材教法或教具、及使用

媒體教學等方式，期盼學生因此可以獲得良好之學習成效。 

 

 

  

關鍵詞：Arduino 應用、嵌入式微控器、五年制專科學校、自編教材教法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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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37 

 

線性代數之遊戲化學習 

林維崙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針對線性代數一課程透過遊戲化的媒材的介入活化學習內容增強學生

學習意願。本計畫將在一年期的工作中，分為三個期程，其中包含準備期、實行

期、與分析期。在準備期將會定義課程痛點，並配套課前問卷與遊戲化媒材，最後

用考卷與問卷評核學生學習成效。我們在實行期可以透過設計好的課前問卷微調遊

戲化媒材的介入、考卷、與課後問卷的內容。在評估期則用學生的成績衡量學生的

學習效益。我們希望透過此一計畫，找出遊戲化課程實行的方向與準則，以利未來

課程運用此一技巧增強學生學習意願與提升學習的效益。 

 

 

  

關鍵詞：遊戲化學習，線性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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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38 

 

以合作學習與問題導向提升工程數學的學習成效 

方俊才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針對工程數學，採取合作學習與問題導向策略，以電子系兩班學生為

研究對象，分實驗組與對照組，以驗證同一族群對不同教學策略的學習效果。量化

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在寫錯答案時，比較願意努力了解錯誤原因、並較為贊同數

學可以用來描述工程問題。訪談結果顯示，合作學習可以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度，

彼此互相交流，有助提高學習動力。問題導向的教學方式可實際運用數學理論，對

公式有更好的理解，比較有學習目標，有助理解題目背後的意義並加深學習印象。

合作學習對於學習意願低落的學生助益不大，建議加入小組連帶性的獎勵或懲罰。 

 

 

  

關鍵詞：工程數學、問題解決、合作學習、學習成效、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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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A-39 

 

策發學生學習動機行動研究---以逢甲大學電機系半導體物理課

為例 

梁寶芝 教授 

摘要 

         本教學實踐研究，是以本人在逢甲大學電機系三年級教授的光電組學生必修

課程「半導體物理」為例。以不同授課策略啟發學生學習動力，包括學生的學習熱

忱、學習動機、學習投入、及溝通能力，教師的傳遞與關懷等做量化研究，以學校

制式課程學習問卷調查表的結果為例，由 105 學年平均 3.71，到 107 學年平均

4.32，有顯著的提升。但本研究主要是參考 Nguyen[2017]提出的教師教學策略的實

施模式及該文量化問卷調查，當作本研究的依據及討論。由於本科目是一般所謂比

較硬的課程，學生要能定性及定量理解、分析，最後還要能計算，因此本研究分成

兩階段做量化的問卷測試，前半學期在校方排課規定上課時間仍以教師講授、討論

進行等教學策略，做第一波量化問卷測量；期中考增加每兩周一次 yes/no 的抽查

指定作業模式，於期末考後再進行第二波量化問卷測量。統計分析除進行信度分析

外，並計算出學生學習動機幾個變項(價值、正向性、參與度與評測)與本課程各種

教學策略的關係。相關達顯著者如下：價值與第二波自我學習、學習興趣兩變項呈

正相關；正向性與學習興趣、教師傳遞、教師關懷、與回家複習四變項呈正相關；

參與度與小組討論呈正相關；評測則與第二波自我學習、學習興趣、教師傳遞、教

師關懷與六階段自我學習評估等五變項呈正相關。 

 

 

  

關鍵詞：半導體物理、學習價值、學習正向性、學習參與度、學習評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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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1 

 

促進工程領域學生於課堂主動發言及討論之研究 

于欽平 副教授 

摘要 

         工程領域學生常常在課堂上或是小組間較不積極參與課堂討論，使得學習成

效無法即時檢視，並且錯失相互討論以激發新想法的機會。因此，本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針對工程領域學生從教學模式、教師討論方式、同儕與教師的正向回饋及教室

硬體設備中，討論何者策略能有效地激發工學院學生的發言意願，並藉由課程錄影

觀察及課後問卷訪談，建構適合增加學生主動發言的教學方式，以提高學生學習成

效，進而帶動老師的教學動能。 

 

 

  

關鍵詞：主動發言與討論、工程領域學生、正向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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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2 

 

智慧雲端錄影系統建置與教學成效評估 

李宗南 教授 

摘要 

         線上學習已普遍被學校、企業界採用作為學生課後學習或員工訓練的重要工

具，本計畫欲導入的「智慧雲端錄影系統」來協助教師錄製如同有如專人掌鏡之影

片，不用透過人力即可自動追蹤教師的動作並錄製影片，同時錄下桌面的投影片畫

面，使老師可以快速錄製課堂影片，學生們可以隨時上網做補救學習。 

 

 

 

  

關鍵詞：智慧雲端教室、教室錄製、ePTZ、輔助教學系統、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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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3 

 

遊戲式專題融入翻轉教學之行動研究--以 JAVA程式設計課程

為例 

王豐緒 教授 

摘要 

         程式設計是大學資訊相關學系的核心課程，也一直是最困難的基礎科目之

一。此外，隨著少子化的現象，學習者的程度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同時，本系學生

學習自信心普遍不足，學習動機低落；學生打工情形嚴重，有礙學習時間的安排；

大多數學生缺乏建立預習與複習等良好的學習習慣。凡此種種都大大增加本課程教

學的難度。本計畫的實踐課程「JAVA 程式設計」屬於初階的物件導向課程，因

此，焦點是放在基礎的物件導向概念和原則的計算模式的學習之上，據以建立基礎

的物件導向計算思維。研究的對象是剛修過 C 程式設計的大二以上學生。本研究

採質化與量化研究並行，藉由各項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探討遊戲式專案導入翻轉教

室的設計，對於學習認知與學習動機和焦慮的影響，並進而探討其對學習成效與滿

意度的影響，以期建立有效的學習支持機制，達成提升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的目

的。 

 

 

  

關鍵詞：程式設計, 遊戲式專題學習, 迷思概念樣式, 翻轉教室



107 年工程暨數理學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108 

 

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4 

 

Python程式設計桌遊教具開發與實測 

鄭伯壎 教授 

摘要 

         【問題】程式設計教育是新課綱科技領域資訊科技科在推動運算思維的一個

主要的工具，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學齡兒童可以及早培養運算思維能力，然迄今網路

上的相關教具大都是以拼圖方式或文字編輯方式呈現。根據多年來的大學程式設計

入門課程教授經驗，上述的方式對初入門的學員或有所幫助，但對不少學員仍有一

定的學習入門障礙。 

          【方法】希望透過教學實踐研究來提升程式設計的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

程式設計的成效。亦即本研究希望研發一套內 Python 程式設計桌遊教具，同時調

整既有大一程式設計入門課程設計內容，然後針對大一上學期學習程式設計入門課

程的學生，甚至是有學習程式設計障礙的學生，援用本研究所開發之桌遊教具進行

創意性教材教法，予以實測，最後並進行評值活動，以評斷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的

學習成效。最後，將評值的結果與建議對所設計的桌遊進行功能性或規則性的調

整，以期在日後的類似課程中可以有更好的效能。 

          【結果】希望能成為 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的課程之輔助教學工具，除輔助教

師之教學活動外，也可協助學生快速建立運算思維能力，降低進入程式設計領域的

門檻，除提供程式設計授課教師所需資源及支持措施外，更符合本校之學校整體定

位、辦學目標與特色發展，同時也關聯本校高教深耕計畫「落實教學創新」措施。 

 

 

  

關鍵詞：桌遊, 程式設計, Python, 運算思維, 教學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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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5 

 

應用領域系統整合之行動應用服務研發及內容設計 

張保榮 教授 

摘要 

         教育部積極推動創新教學尤其對於跨領域專業整合教學是其中重要一環，本

計畫針對發展 App 行動應用服務及內容設計的方向是開設「雲端計算程式設計(即

App 程式設計)」重點課程。本計畫目的在於紮根 App 技術及內容設計實作跨領域

專業整合能力之學習，並對業界潮流新型「行動裝置」所需的應用領域 API 或

APP 軟體進行導入與開發。進而扮演在新穎科技「雲端運算」、「巨量資料」、

「物聯網」、「?頻網路」、「人工智慧」應用領域系統整合的中介控制與顯示的

角色，強調 App 行動應用服務在系統整合的利基。它展現所謂連接?實整合的重要

關鍵地位，本案舉例先前完成 iPOS 和 iAIR 的兩系統所揭示的系統架構圖可以了

解 App行動應用服務在系統整合中的重要性。 

 

 

  

關鍵詞：App行動應用服務、應用領域系統整合、中介控制與顯示、虚實整合、跨

領域專業整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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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6 

 

以數位互動式學習提升程式語言教學成效 

陳澤雄 教授 

摘要 

         隨著科技的蓬勃發展，對於業界而言資訊產業越來越成熟，而對於學生而

言，資訊科技已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程式設計課程也儼然成為現代必修的

課程之一。研究此領域的專家及學者們利用程式設計的知識及技巧，解決了許多資

訊科技領域之相關問題，而每一次的解決方法也代表著世界科技正不斷的進步。 

在教育研究院規劃的 107年課綱草案中，擬將程式設計歸類於科技領域的一部分，

並列為國中小、高中階段的必修課程，從這些政策中的發展，便可得知程式設計的

重要性，但由於學生多抱持著排斥的心態，以及低靡的學習意願，使程式設計課程

的教學成效往往不如預期，進而導致許多大專院校中與資訊相關之科系的學生在畢

業後面臨專業能力不足的困境，其中初學者在學習程式設計所遇到最大的困難，並

不是無法理解程式語言的語法和語意，而是無法將所學知識與實際所面臨之問題相

互結合與應用。 

        建構一套良好的程式設計教學方法，不僅能引導初學者培養更好的專業能力，

同時也能夠提升學生們的學習意願。針對解決目前學生學習程式設計成效不彰之困

境，本研究使用「數位互動式學習平台」作為研究之情境，採用問卷調查法的模

式，針對學生進行樣本收集，以程式設計課程作為研究主軸，且配合互動式學習平

台的學習教材；研究對象則為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統計學系以及電機工程學系

大一至大四修習程式設計相關課程的學生，在課程中蒐集數位學習者學習動機、學

習態度、學習滿意度，對程式語言學習成效之間的相互關係並進行研究，並以統計

軟體 Smart PLS驗證各項影響因素與學習成效的關係。 

 

 

  

關鍵詞：程式設計教學方法、資訊科技領域、數位互動式學習平台、Smart PLS



107 年工程暨數理學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111 

 

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7 

 

引入多媒體工具培訓個人化專業 MVC架構專案程式開發學習

環境 

林宗宏 教授 

摘要 

         隨著科技時代的來臨，資工系學生在遊戲設計上的能力也日益增長，依照一

般規劃的課程內容，使用遊戲引擎已可創作出包含流程、規則、規模的優秀作品。

而就讀工程相關領域的同學，在完成一個完整的個人作品時，在非專業的視覺藝術

能力方面是非常缺乏的。同學們常常為了完成一個完整作品，就利用手邊或範例

中，最簡單的一些圖形、圖案拿來代表作品中的人、事或物，因此這種作品雖有完

整功能卻是沒有賣相的。在程式設計課程中，大多是受限在固有的邏輯思維，碰到

問題時，就透過程式撰寫來解決問題，並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得到多種解決問題

的方式。業界常用的 MVC 架構，簡單來說就是把焦點關注在一個事件上，開發團

隊中的分類有負責 Model的開發、View的製作及 Control的撰寫，各開發人員只需

要專注在自己負責的事件上。在本計畫中主要以資訊工程系的同學為對象，只需同

學專注在程式設計上，其他部分便透過工具的協助來完成作品。在 MVC 的軟體設

計架構，基礎的 Control 能力是資訊工程系學生在課程中可以獲得的，Model 部分

則是透過同學們間的腦力激盪產生，最後還需加上 View 的製作技術才能將三者整

合為一，而得到完整的教學學習成果。最後希望我們的計畫可以落實教學實踐創新

發展及培育未來優秀人才。 

 

 

  

關鍵詞：MVC架構、專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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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8 

 

ARCS動機模式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之研究-以網頁程式設計課

程為例 

陳志全 副教授 

摘要 

         隨著網路的普及，各先進國家已將資訊課程向下延伸至中小學的教育中，運

算思維已成為職場上必備的知能，也是各大學積極推動培養的核心能力。而未來的

網路世界更將走向無縫運算，無論是個人電腦、各種手持穿戴裝置，未來都將整

合，使用者隨時隨地都可上網取得或提供資訊。大部分應用以網頁的型態呈現，因

此，「網頁程式設計」成為國內大學資訊相關的系所之重要課程，然而程式設計須

具備邏輯思考基礎，隨著網頁的功能與程式複雜度增加，也增加學生學習的挑戰，

若學習成效不佳，容易讓學生降低學習動機與意願。因此，本計畫針對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發展一個以 ARCS 為基礎的網頁程式設計的課程架構，並依照行動研究

的做法，分析教學現況與發現潛藏問題、擬定課程策略、設計 ARCS 為基礎之課

程教材,並模擬教學情境；透過教學介入執行 ARCS 動機模式教學行動、評估學生

學習經驗及課程之有效性，作為課程發展、修訂與回饋之建議，前後測統計結果顯

示，學生覺得透過討論讓他學習的更好、沒學會「網頁程式設計」課程中的內容，

學生覺得是自己的過錯，不夠認真學習、學生普遍按時完成作業以及檢查功課錯誤

的地方，該門課學生學期平均成績為 87 分，足見以 ARCS 為基礎的課程架構可以

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ARCS動機模式; 學習動機; 網頁設計; 課程發展;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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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9 

 

以教材做為教學範例之專題導向教學法之研究 

林佳漢 助理教授 

摘要 

         由過去的教學經驗中顯示，本系的學生對於資訊類必修課程的學習興趣與學

習動機不強，因此如何在相關的課程中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將是影響學生學

習成效的重要因素。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擬針對網頁設計以及 Web App 課程開發

以教材本身為範例之教材以及結合畢業專題行銷所需之網站以及 App 專案的製作

與開發。希望藉由教材本身並且配合實際的專案製作來提升學生對於課程學習的興

趣。本計畫將以下列兩個主軸進行： (1) 教材與教學範例的整合 本計畫擬開發一

個教學網站做為網頁設計課程的教學範例，學生在教學網站瀏覽的過程可直接感受

到實作的成果，藉此讓學生融入於學習的環境中，可以真正感受到學習的成果。另

外，也將開發一個教學 App作為 Web App的教具，學生可直接利用該 App進行學

習，也可直接由 App 感受到各項的教學成果與其效用，藉此讓學生了解課程跟真

實環境的結合，也了解到如何在真實世界中運用所學。 (2) 專題導向教學的應用 

本研究計畫擬與本系大四畢業專題課程整合，由低年級的同學協助參與大四畢業專

題的網站以及 App 開發，讓學生有實際應用所學的機會，也能夠真正感受到網頁

設計課程以及 Web App 開發課程對於本系學生的重要性，希望能藉此有效的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 

 

 

  

關鍵詞：學習動機，數位教材，專案導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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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10 

 

適性化引導發現式程式設計行動學習 

陳又菁 副教授 

摘要 

         近年來從事程式設計教育的經驗，發現學生的來源多元，對於程式設計的先

備能力及興趣有極大的差異，且程式設計課程常常是許多學科的基礎及未來求職必

須具備的基本能力，但上課的班級人數時常都在六、七十人以上，在有限的上課時

間當中，使得提供符合個人特質的引導學習更加困難，研究顯示在進行程式設計教

育時，應針對學習者的特性，提供適性化的引導協助才更能發揮功效。本研究之目

的即為運用引導發現式教學法，結合個人化的學習風格概念，提供適合學習者的程

式設計學習環境，並運用行動載具建構行動學習模式，藉以提升學生的程式設計教

育成效，並比較學習者接受程式設計教育前後對於程式設計知識的增進程度，以了

解在此行動學習環境中之學習成效。 

 

 

  

關鍵詞：學習風格、適性化教學、程式設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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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11 

 

運用同儕評量教學模式改善方塊程式邏輯設計學習成效 

陳澤龍 助理教授 

摘要 

         現今科技業已成為全球經濟的重點核心，各國政府均推動技職教育培育出優

秀的技術人才，其中程式設計的能力更是工業類教育體系的基礎核心，透過程式設

計的實務能力，並透過業界專家及學者教學及經驗，解決學習者對於程式課程的恐

懼並增加對於學習程式的興趣，因此本計畫透過在傳統教授程式方法模式加入同儕

評量方式，來驗證本計畫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將高中職就讀資訊類科，經實驗組採

用 Zuvio 同儕互評方式實施差異化比較，同時透過方塊程式設計的圖形化介面提升

學生對於學習程式設計的興趣，增進程式邏輯設計的處理及程式運用方式及流程，

經由多次學者及業者檢討及回饋來調整程式教學方式，降低資訊相關科系學生在畢

業後面臨專業能力不足的情形，因而採用同儕互評方式促進學生與學生之間相互的

成長及進步，本計畫透過實驗組，以 Zuvio 平台進行互相評量方式，對本計畫研究

對象實際上課情形、期中考及期末考進行評量分析，其研究對象為資訊科技系大一

修習程式設計相關課程的學生，透過同儕互評及教師評量方式，分析出學習者專業

趨近程度變動以及學習者自我專業成長變動，了解學生在學習成效上的進步及學生

與教師之間評分的專業度落差，並透過統計軟體 R 分析學習成長趨勢圖驗證同儕

評量與傳統授課教學的改善成效。 

 

 

  

關鍵詞：技職教育、同儕評量、圖形化介面、方塊式程式邏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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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12 

 

具實務與知識導向之 APP程式設計教學實踐之研究 

鄭煜輝 副教授 

摘要 

         過去進行「APP 程式設計」、「行動裝置程式設計」等程式設計課程教學

時，遭遇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皆可從學生上課行為、態度，以及測驗的成績中表

現出來。針對這類課程教學現場試圖解決之問題包括(1) 學生對於程式的理解程度

不一的問題、(2) 學生先備知識的問題、(3) 學生學習意願低落，學習態度消極的問

題、(4) 學生時間運用不當，程式撰寫缺乏熱忱及練習不足的問題、(5) 學生盲目依

樣畫葫蘆的撰寫程式，不去釐清概念的問題，以及(6) 修習完 APP 程式設計課程

後，卻不會設計與開發 APP 問題。本教學實踐研究使用「ASSURE 教學模式」搭

配「合作學習法」與「練習教學法」，並提供自編之 APP 程式設計專業知識題庫

與 APP 程式實作範例，同時藉由分組實務專題製作等方式讓學生能具備行動 APP

程式設計實務及專業技術與知識能力。此外，透過多元評量方式作為 APP 程式設

計實務與知識導向的依據。經由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問卷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學生

在接受相關教學方法時，表示有增進學習意願、釐清 APP 程式碼背後的意義與概

念、會善用課堂練習時間進行程式練習，且有增進 APP 專業技術與知識。因此，

藉由本研究提出的教學方法，應有助於解決 APP程式設計教學現場之問題。 

 

 

  

關鍵詞：APP程式設計、ASSURE教學模式、合作學習法、練習教學法、多元評量



107 年工程暨數理學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117 

 

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13 

 

使用問題導向學習式教學對提升大學生的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

能力之研究-以數位系統課程為例 

楊政穎 教授 

摘要 

         面對社會多元快速變遷，培養學生具有能力與知識，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

進而增進生活福祉，乃是當前教育的重大目標。本計畫目標在於運用 PBL 教學模

式，除了重視學生在知識的學習，更強調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及自我導向學習的能

力。數位系統課程是是一門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課程，強調學生必須對一個可驗證的

預測做深入的了解，以解決問題。此外，學生除了學習專業技能外，仍須學習關心

生活周遭，擔負起大學社會責任，透過專題的製作，讓學生學習如何學習、如何觀

察理解、如何應用創作，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想法的實現，對「長」(老人)與「幼」

(幼童) 製作輔助適應生活之用品的數位專題。經由教學過程中，在每周上課前 10

分鐘，讓學生觀看關懷社會影片，培養學生關懷社會之情操，藉由專題製作關於年

長者輔助生活所需之電路，來實踐大學生應負起的社會責任。本課程的專題製作共

有 6 組 (35 位學生)完成，經問卷調查，92.6%學生認為上完這一門課會提升對年長

者的關懷，全部學生認為其所製作的專題能夠對年長者的照護有所貢獻，同時也認

為經由對年長者的照護專題製作能夠提升我的思考及解決問題能力。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獨立思考、解決問題、數位系統、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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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14 

 

提升學生以原文學習資訊專業課程成效之研究 

吳俊興 副教授 

摘要 

         學會透過原文來吸收最新的專業知識，對大學生有其重要性，因此不少國立

大學理工學系的專業課程採用英文教科書。然而由於英文程度參差不齊，專業領域

基礎知識尚未充足，學生很容易對課程的學習產生挫折感，進而造成學習興趣及學

習成就低落。本研究以國立大學資工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深入探討學生英文程度、

原文閱讀現況與學習成就的相關性，同時也將多元原文網路資源融入教學，並開發

原文閱讀輔助系統，從教與學雙管齊下來提升學生利用原文學習資訊專業課程的成

效。 

研究結果顯示：超過七成的學生閱讀原文書時花比較多時間在查英文單字，甚至五

成三的學生認為即使查完單字仍然無法理解課文內容；學生的原文閱讀狀況與英文

程度及學習成就具有相當的關聯性。儘管如此，學生仍認同閱讀原文書的重要性也

有意願閱讀，而且閱讀課外原文專業網路文章比原文書更受學生歡迎。本研究提出

開放式教學策略讓學生體會原文學習的好處，對提升主動學習的動機與興趣有所助

益。提出的原文閱讀輔助系統也可協助學生掌握重要的單字、節省查詢單字的時

間，對提升閱讀原文書的效率極有幫助。藉由開發創新教材內容及閱讀輔助系統，

本研究對協助學生有效率地利用原文學習專業課程及知識，具有相當的成效。 

 

 

  

關鍵詞：專業學習, 原文書, 閱讀輔助系統, 英文單字, 電腦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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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15 

 

應用問題導向學習跨平台嵌入式系統軟體技術 

范揚興 副教授 

摘要 

         嵌入式系統軟體設計是一門將高階語言經跨平台編譯程式成機器語言後再植

入到嵌入式系統的學門，學習嵌入式系統因為操作步驟多且繁雜，再加上每個單元

的學習內容多且廣，因此，大幅提高學習門檻及降低學習動機，本計畫設計 22 個

雲端數位教材讓學生進行自主性學習， 經過 1678 人次的自主性學習後，實驗步驟

多且繁雜的問題獲得解決，此外，我們設計了 18 個作業來評估每一位學生的學習

進度，最後，在整合性的期末專題製作的結果顯示，學生能經由雲端數位教材及作

業的練習完成嵌入式系統的程式設計。 

 

 

  

關鍵詞：嵌入式系統軟體, 問題導向學習, 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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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16 

 

嵌入式健康照護物聯網 

陳永隆 教授 

摘要 

         在傳統的教學方式中，我們發現學生都按照教師安排的步驟學習，沒有自己

的想法，一段時間過後就又將所學還給老師，也無法學以致用，學習成效不佳，因

此我們決定改變教學方式，採用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的

方式來教學，而由於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因此提出「嵌入式健康照護物聯網」教學實

踐計畫，並和本校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老人教育與社區照護」課程接軌，以「活

得老，還要活得好」為中心思想，透過自走車結合專業人才達成智慧照護的遠景提

出一個長者照護系統，也會將研究以專題及論文的方式呈現。以實務問題為核心讓

學生了解這門課程所要探討的問題，在課程中進行分組討論達成自我導向探究，培

養學生主動學習、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能力，有機會也將邀請業師至課堂教學並講

述在業界實際應用的例子，使本課程與產業界經驗相輔相成，更能提供學生不一樣

的想法進而發揮創意。期末的成果展示讓學生結合自走車發揮創意，上台報告並展

示自己的作品，在課程最後進行評量分析，這部分包含自評、小組成員互評、教師

評鑑以及學生對於教師和課程的回饋，我們透過這些評量分析研究每位學生的參與

狀況以及學習狀況，並檢討 PBL教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來調整下次的教學。 

 

 

  

關鍵詞：嵌入式健康照護、物聯網、問題導向學習、分組學習、創意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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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17 

 

多媒體系統課程中採用遊戲專案開發為學習目標之 PBL學習

模式研究 

林文彥 助理教授 

摘要 

         隨著科技與多媒體術的迅速發展，影音、圖形等大量被應用在 隨著科技與多

媒體術的迅速發展，影音、圖形等大量被應用在 隨著科技與多媒體術的迅速發

展，影音、圖形等大量被應用在 隨著科技與多媒體術的迅速發展，影音、圖形等

大量被應用在 隨著科技與多媒體術的迅速發展，影音、圖形等大量被應用在 隨著

科技與多媒體術的迅速發展，影音、圖形等大量被應用在 隨著科技與多媒體術的

迅速發展，影音、圖形等大量被應用在 隨著科技與多媒體術的迅速發展，影音、

圖形等大量被應用在 隨著科技與多媒體術的迅速發展，影音、圖形等大量被應用

在 隨著科技與多媒體術的迅速發展，影音、圖形等大量被應用在 隨著科技與多媒

體術的迅速發展，影音、圖形等大量被應用在 隨著科技與多媒體術的迅速發展，

影音、圖形等大量被應用在 各行業，因此多媒體人才的培訓與課程 各行業，因此

多媒體人才的培訓與課程 各行業，因此多媒體人才的培訓與課程 各行業，因此多

媒體人才的培訓與課程 各行業，因此多媒體人才的培訓與課程 各行業，因此多媒

體人才的培訓與課程 的課需求越來廣泛。然而傳統以影 的課需求越來廣泛。然而

傳統以影 的課需求越來廣泛。然而傳統以影 的課需求越來廣泛。然而傳統以影 的

課需求越來廣泛。然而傳統以影 的課需求越來廣泛。然而傳統以影 音動畫等多媒

體內容的課程設計，較不 音動畫等多媒體內容的課程設計，較不 音動畫等多媒體

內容的課程設計，較不 音動畫等多媒體內容的課程設計，較不 音動畫等多媒體內

容的課程設計，較不 音動畫等多媒體內容的課程設計，較不 音動畫等多媒體內容

的課程設計，較不 能引起學生的共鳴，也無法滿足 能引起學生的共鳴，也無法滿

足 能引起學生的共鳴，也無法滿足 能引起學生的共鳴，也無法滿足 能引起學生的

共鳴，也無法滿足 能引起學生的共鳴，也無法滿足 業界 的 變化需求。另就多媒體

中理論性的 變化需求。另就多媒體中理論性的 變化需求。另就多媒體中理論性的 

變化需求。另就多媒體中理論性的 變化需求。另就多媒體中理論性的 變化需求。

另就多媒體中理論性的 課程，無法吸引學生的習興趣氛圍 課程，無法吸引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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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興趣氛圍 課程，無法吸引學生的習興趣氛圍 課程，無法吸引學生的習興趣氛圍 

課程，無法吸引學生的習興趣氛圍 課程，無法吸引學生的習興趣氛圍 課程，無法

吸引學生的習興趣氛圍 課程，無法吸引學生的習興趣氛圍 課程，無法吸引學生的

習興趣氛圍 課程，無法吸引學生的習興趣氛圍 課程，無法吸引學生的習興趣氛圍 

課程，無法吸引學生的習興趣氛圍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

習的效果這是理論性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習的效果這是

理論性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習的效果這是理論性 無法活

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習的效果這是理論性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

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習的效果這是理論性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

外自然達到習的效果這是理論性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習

的效果這是理論性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習的效果這是理

論性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習的效果這是理論性 無法活

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習的效果這是理論性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

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習的效果這是理論性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

外自然達到習的效果這是理論性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習

的效果這是理論性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習的效果這是理

論性 無法活絡，學生開始就拒於千里之外自然達到習的效果這是理論性 課程設計

中應注意的首要問題。儘管多媒體教學並不僅著眼於技術，但 課程設計中應注意

的首要問題。儘管多媒體教學並不僅著眼於技術，但 課程設計中應注意的首要問

題。儘管多媒體教學並不僅著眼於技術，但 課程設計中應注意的首要問題。儘管

多媒體教學並不僅著眼於技術，但 課程設計中應注意的首要問題。儘管多媒體教

學並不僅著眼於技術，但 課程設計中應注意的首要問題。儘管多媒體教學並不僅

著眼於技術，但 課程設計中應注意的首要問題。儘管多媒體教學並不僅著眼於技

術，但 課程設計中應注意的首要問題。儘管多媒體教學並不僅著眼於技術，但 課

程設計中應注意的首要問題。儘管多媒體教學並不僅著眼於技術，但 課程設計中

應注意的首要問題。儘管多媒體教學並不僅著眼於技術，但 課程設計中應注意的

首要問題。儘管多媒體教學並不僅著眼於技術，但 課程設計中應注意的首要問

題。儘管多媒體教學並不僅著眼於技術，但 如何利用實作與多元的展示介面吸引

學生興趣，進而這些載具提升習 如何利用實作與多元的展示介面吸引學生興趣，

進而這些載具提升習 如何利用實作與多元的展示介面吸引學生興趣，進而這些載

具提升習 如何利用實作與多元的展示介面吸引學生興趣，進而這些載具提升習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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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利用實作與多元的展示介面吸引學生興趣，進而這些載具提升習 如何利用實作

與多元的展示介面吸引學生興趣，進而這些載具提升習 如何利用實作與多元的展

示介面吸引學生興趣，進而這些載具提升習 如何利用實作與多元的展示介面吸引

學生興趣，進而這些載具提升習 如何利用實作與多元的展示介面吸引學生興趣，

進而這些載具提升習 如何利用實作與多元的展示介面吸引學生興趣，進而這些載

具提升習 如何利用實作與多元的展示介面吸引學生興趣，進而這些載具提升習 的

成果，在現今多媒體課程設計 的成果，在現今多媒體課程設計 的成果，在現今多

媒體課程設計 的成果，在現今多媒體課程設計 的成果，在現今多媒體課程設計 更

顯 重要。本計畫以遊戲設為導向並入 重要。本計畫以遊戲設為導向並入 重要。本

計畫以遊戲設為導向並入 重要。本計畫以遊戲設為導向並入 重要。本計畫以遊戲

設為導向並入 重要。本計畫以遊戲設為導向並入 擴增實境 與虛擬擴增實境 與虛擬

擴增實境 與虛擬(AR/VR)(AR/VR) (AR/VR) 技術，強調的新穎與實用性結合聲光娛

樂 技術，強調的新穎與實用性結合聲光娛樂 技術，強調的新穎與實用性結合聲光

娛樂 技術，強調的新穎與實用性結合聲光娛樂 技術，強調的新穎與實用性結合聲

光娛樂 技術，強調的新穎與實用性結合聲光娛樂 的效果，貼近學生習 興趣進而提

升在的效果，貼近學生習 興趣進而提升在的效果，貼近學生習 興趣進而提升在的

效果，貼近學生習 興趣進而提升在的效果，貼近學生習 興趣進而提升在的效果，

貼近學生習 興趣進而提升在 3D 物件、 多媒體音效物件、 多媒體音效物件、 多媒

體音效及程式邏輯開發之動機。並透過整體藝術與 美學，引領生對劇情及程式邏

輯開發之動機。並透過整體藝術與 美學，引領生對劇情及程式邏輯開發之動機。

並透過整體藝術與 美學，引領生對劇情及程式邏輯開發之動機。並透過整體藝術

與 美學，引領生對劇情及程式邏輯開發之動機。並透過整體藝術與 美學，引領生

對劇情及程式邏輯開發之動機。並透過整體藝術與 美學，引領生對劇情及程式邏

輯開發之動機。並透過整體藝術與 美學，引領生對劇情及程式邏輯開發之動機。

並透過整體藝術與 美學，引領生對劇情及程式邏輯開發之動機。並透過整體藝術

與 美學，引領生對劇情及程式邏輯開發之動機。並透過整體藝術與 美學，引領生

對劇情及程式邏輯開發之動機。並透過整體藝術與 美學，引領生對劇情及程式邏

輯開發之動機。並透過整體藝術與 美學，引領生對劇情腳本的發 腳本的發 想，更

引進 想，更引進 PBL 與專案管理的念、讓學生了解分工與時程。藉 專案管理的

念、讓學生了解分工與時程。藉 專案管理的念、讓學生了解分工與時程。藉 專案

管理的念、讓學生了解分工與時程。藉 專案管理的念、讓學生了解分工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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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專案管理的念、讓學生了解分工與時程。藉 專案管理的念、讓學生了解分工與

時程。藉 由遊戲設計了解多媒體的各個面向， 除可培養學生巨觀主軸由遊戲設計

了解多媒體的各個面向， 除可培養學生巨觀主軸由遊戲設計了解多媒體的各個面

向， 除可培養學生巨觀主軸由遊戲設計了解多媒體的各個面向， 除可培養學生巨

觀主軸由遊戲設計了解多媒體的各個面向， 除可培養學生巨觀主軸由遊戲設計了

解多媒體的各個面向， 除可培養學生巨觀主軸由遊戲設計了解多媒體的各個面

向， 除可培養學生巨觀主軸由遊戲設計了解多媒體的各個面向， 除可培養學生巨

觀主軸由遊戲設計了解多媒體的各個面向， 除可培養學生巨觀主軸由遊戲設計了

解多媒體的各個面向， 除可培養學生巨觀主軸亦能運 用遊戲引擎讓學生具備 用遊

戲引擎讓學生具備 用遊戲引擎讓學生具備 整合創作的經驗，更利用成果展示與觀

摩提升學生習 整合創作的經驗，更利用成果展示與觀摩提升學生習 整合創作的經

驗，更利用成果展示與觀摩提升學生習 整合創作的經驗，更利用成果展示與觀摩

提升學生習 整合創作的經驗，更利用成果展示與觀摩提升學生習 整合創作的經

驗，更利用成果展示與觀摩提升學生習 整合創作的經驗，更利用成果展示與觀摩

提升學生習 整合創作的經驗，更利用成果展示與觀摩提升學生習 整合創作的經

驗，更利用成果展示與觀摩提升學生習 成就感， 並選定兩個班級，藉 選定兩個班

級，藉 選定兩個班級，藉 由實驗研究法 實驗研究法 驗證 學習改善成效 改善成

效 。 

 

 

  

關鍵詞：3D ，遊戲設計 ，多媒體課程，PBL，AR/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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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18 

 

基於深度學習與大數據分析技術之空汙預測永續管理平台 

楊朝棟 教授 

摘要 

         由於近年來 PM2.5 影響甚廣，許多縣市皆淪為空污高危害區域，且 PM2.5 存

在影響人體健康的風險，使得全國民眾對於自身呼吸到的空氣品質產生疑慮。為了

讓民眾及決策部門對於空氣品質狀況可以快速了解與掌控，本計畫透過課程的設計

培養學生能夠利用政府開放資料並結合地理資訊系統之能力，進行空氣污染熱區的

推估與預警機制條件設置，並進行汙染減量之政策模擬。(1)本計畫資料來源將採

用政府開放資料，預計教導學生如何抓取公開資料並利用叢集分散式系統優化其整

體效能，使用叢集式伺服器儲存服務，建構兼具可靠度、靈活性及維護容易優點之

儲存架構。(2)運用巨量資料技術平台 Spark及 Hadoop叢集建立基於 Python語言的

系統平台，使用 Python 語言進行資料處理及運算，且建立使用者操作介面，除了

有效率地蒐集資料與分析外，更可以深度學習對蒐集的資料進行模擬與推算，以利

對未來環境狀況及政策進行有效的預測。(3)採用空間插值(IDW)法增加傳感器資料

的完整性，並利用 RNN與 LSTM深度學習模型對空氣品質指標 AQI短期預測結果

的準確性進行分析。(5)製作一個能讓每個地區都能有準確的數值能夠參考的空氣

品質地圖。起初我們將台中市的地圖切割為 1KM*1KM 方格大小的 Shapefile 檔

案，然後結合網頁爬蟲將政府之空氣開放資料中的 PM2.5 數值整理成表格，能夠

得到更加精確的地圖。 

 

 

  

關鍵詞：巨量資料、空氣品質指標、空間插值、雲端運算、深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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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19 

 

以自造者精神為動機的實作導向課程教學方法 

陳國益 副教授 

摘要 

         在現今變遷快速的時代中，不論是教師或是學生，都需具備瞭解時代趨勢的

能力。不但如此，在變化更為激烈的資訊相關領域，新科技可謂雨後春筍般不斷的

推陳出新。在技術更迭迅速的環境下，如何保持個人的知識與技術進展極為重要。

更進一步，還要能夠讓同學在學理與技術的學習上激發熱情與動機，更是現今資訊

教育實作課程的關鍵。為了改善此一問題，也因應近年來風起雲湧的自造者運動，

個人設計了一種以自造者精神為動機的實作導向課程教學方法，透過以參與競賽為

主的動機引導，以及發揚自造者的實作精神，不但能夠兼顧學理與技術的訓練，更

能透過實際的成果（比賽獲獎、產學合作、技術轉移等）方式，激起學生的主動學

習動力，達到增進學生整體能力的效果。 

 

 

  

關鍵詞：自造者運動、學習動機、實作導向、競賽引導、就職訓練



107 年工程暨數理學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127 

 

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20 

 

探討 WebQuest 教學法在外語科系資訊課程的學習成效 

楊雄斌 教授 

摘要 

         本計畫研究主題是透過 Webquest 網路探索教學模式探討外語科系學生在資訊

課程的學習成效，也就是運用網路探索式學習導向的課程模式，學生所需的所有資

訊都來自網路資源，由教學目標出發，引導學生針對此主題進行探索了解，在有目

的地問題安排與任務規劃下，幫助學生針對網路資訊進行分析、整合的思考，引導

學生在網路資訊中篩選出可用的資源，進而整合，分析，提出自己的見解，本計畫

目的是透過學生之網路探索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 

 

 

  

關鍵詞：Webquest, 網路探索,資訊概論,外語,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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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21 

 

應用鷹架支持於離散數學合作學習之研究 

王福星 教授 

摘要 

         電腦科學的數學語言是離散數學，人們可以透過學習離散數學裡面的觀念和

方法，描述生活當中的問題，研究出演算法以解決問題。離散數學的學習迴異於傳

統數學的學習過程，其中很明顯的差異之處是離散數學不要求學生具備高計算能力

的背景，而事實上繁複的公式計算確是眾多學生在學習傳統數學科目所卻步之處。

離散數學涵蓋了組合、機率、邏輯、圖論、演算法等等主題，課程的訓練過程重視

邏輯推演以及驗證，是適合於銜接高中數學的課程訓練，而且能夠提升大學生的質

量，目的在於導引學生更有彈性的思考問題以及其解決方法。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

為(一)探討應用鷹架的合作學習之課程發展模式(二)探討學生參與應用鷹架的合作

學習之學習成效。本計畫建立學生學習社群的運作模式，由教師提供給學生概念框

架，並輔導學習社群的學生自行建構學習架構，並對知識產生進一步的理解。教師

透過鷹架理論作課程設計，引導學習社群進行同儕互助的教學方法，運用學校課業

輔導管理系統平台以及課程學習互動平台建立學習歷程，了解修課學生的參與度與

回饋，且進一步統計分析與討論所收集之資料，根據原先設定之研究問題來提出本

研究之結果與建議，提供評鑑修正之參考。 

 

 

  

關鍵詞：離散數學；鷹架；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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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22 

 

導入互動式教學以實現降低學用落差之教學品質提升計畫 

李榮三 教授 

摘要 

         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電子商務日益成熟成為了經濟成長的一大動力且受到

了各行各業關注，雖然其所帶來的優點數不勝數，但也伴隨著潛在安全隱憂。「電

子商務安全」的知識建立於「密碼學」的應用面，此兩門課程分別為資安領域中的

基礎必修及核心應用課程。由於資安議題漸漸受到人們的重視，修課人數日益增

多，小班授課供不應求，為了滿足修課學生需求而不得已成為大班授課，在人力與

資源的缺乏下，教師僅能維持應有的教學品質和顧及部分學生，導致學生整體學習

成效有限。為了營造更優質的教學環境，我們計劃從三個角度切入教學核心分別是

學習氣氛、專業應用、以及課程支援，並結合基於理論原理之實務性的「翻轉教

學」模組，使此三元素相輔相成進而建立高品質教學模式。課堂學習氣氛是影響學

生對課程產生興趣關鍵的一步。專業應用為打破學生對於學而無用與紙上談兵的刻

板印象，進而使學生能將所學與現實層面應用作結合，達到學以致用。課程支援則

是為了顧及所有學生學習情況，加入教學助理，提供學生更多學習支援，進而提高

學習品質與降低學用落差。本計劃除了以提升教學品質與營造更優質的教學環境

外，更是以啟發學生對於學習的熱忱與探索新知識的興趣為最大的目標。 

 

 

  

關鍵詞：互動式教學、翻轉教學、學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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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23 

 

提升大學生程式語言初學者的學習動機 

陳念波 助理教授 

摘要 

         近年來程式語言教育越來越重要。在 108 學年度開始納入國高中課綱前的這

批大學生，屬於沒有程式教育?蒙的世代。雖然從小就是熟練的電腦使用者，卻不

見得很容易就對於寫程式上手。但也由於習慣了電腦軟體、遊戲的聲光刺激，對於

初學程式的陽春功能範例，無法引起學習興趣與動機。本計畫要探討的是加入了 

3D 動態圖像功能的 python (vpython) 教材，做為學生自製電玩達到學習程式的目

的，在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之餘，是否會因為大量使用現成的模組與程式庫而削弱

了演算法等基礎程式能力的養成。學習動機的評量方式採取學生回饋單內容分析。

本計畫試圖找出基礎程式能力養成教學與電玩程式學習的這兩個互相矛盾的教學方

法，最佳的組合比例。期望能夠開發出既能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又保有基礎程式

能力養成的課程教材。 

 

 

  

關鍵詞：程式語言教育, 電玩遊戲, 評量, 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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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24 

 

計算機網路習作質量管控之教學技術研究 

林錦財 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統整歸納有關計算機網路學科作業的功用、種類、設計原則等內容，

希望能藉助自律學習、課程設計等理論基礎，並結合計算機網路獨特的學科特色與

目標，幫助教師與學生確實掌握網路學科作業的意義與功能，成為作業設計與評選

的依據。提昇學生繳交計算機網路學科作業質量之教學模式發展研究的目的有三：

(1)發展學習網路知識的自律教學模式；(2)分析學生藉由問題導向模式來達成學習

效果；(3)探討那些教學策略可增進學生習得自律的效果。 

 

 

  

關鍵詞：計算機網路, 社會共享調整, 自我調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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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25 

 

跨領域創新教學以專題導向學習之學習成效探討 

楊健貴 教授 

摘要 

         跨領域 T 型人才的培育和翻轉教學是近年在教育領域的流行話題，也是教育

部積極推動且樂觀其成的教學創新教學模式。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是擬以資訊工程

學系的「資訊系統開發」課程，提升為「跨領域創新創意資訊系統開發」，因此擬

招募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和觀光事業學系等三系師生，共同合開此課

程，主要開發的系統是以觀光領域所需的專案。因此以「專題導向學習」為基礎，

結合三系老師共同研議課程規劃、課程內容和教學活動設計。在創新創意理念下須

結合觀光領域業師和 UI 及 UX 專業達人的融入教學，並考慮結合開放資料(Open 

Data)於觀光系統開發，有利於檢視學生的創新和創意表現，教學過程會實施 3 階

段的問卷調查，經由 SPSS 處理分析除檢視學生每階段的看法與課程修訂外，透過

信度效度檢測也可驗證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學習成效，(一)流暢性(Fluency) 前後

測相減; (t-test= -5.138; p<.001)、(二)獨創性(Originality) 前後測相減 (t-test=-5.956; 

p<.001)、(三)精密性(Thoroughness) 前後測相減 (t-test =-5.171; p<.001)、(四)變通性

(Flexibility) 前後測相減 (t-test =-6.227; p<.001)。綜上所述，在檢驗創造力常模基礎

表現下，本研究之創造力教育導入有其成效，使學生在學習後創造力增加，特別在

其創造流暢性、獨特性、精密性與變通性的表現都有顯著進步。 

 

 

  

關鍵詞：跨領域教學、專題導向學習、學習成效、教學實踐研究、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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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26 

 

經由電腦模擬實驗的實作提昇「統計學」的學習成效 

楊維寧 教授 

摘要 

         「統計學」可概略分為「機率」與「推論統計」兩部分。「機率」是量化隨

機現象(稱為「事件」)出現的情形。「推論統計」則是利用樣本資訊推論母體特

徵。因樣本只是母體的縮影，產生隨機性的推論誤差是無法避免的。初學者對「統

計學」的學習障礙主要是源自於無法實際體會隨機現象的存在，而流於單純的代數

運算與公式背誦。如何體會隨機現象的存在? 對「機率」而言，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觀察隨機變數的生成與其分布的形成。對「推論統計」，則可經由觀察重複抽樣與

推論結果體會推論誤差的形成及其隨機特性，進一步瞭解利用「機率」量化推論誤

差的必要性。隨機變數的生成及重複的抽樣與推論可經由電腦模擬加以達成。電腦

模擬本身就是一個在電腦上從事的統計實驗，在課堂上將學生分組並實際撰寫簡單

模擬程式來觀察隨機變數的生成，進而瞭解變數機率分配函數的意義。另一方面可

經由觀察模擬實驗的結果體會「機率」的含意與瞭解「推論統計」的原理，使「統

計學」的學習不是只流於公式背誦與代數運算，而是實際體會隨機現象的存在，並

學習如何經由「機率」量化隨機現象。本計畫的主旨是藉由將學生分組實際執行電

腦模擬實驗，經由實作體會隨機現象的存在，並瞭解如何經由「機率」量化隨機現

象，以及經由重複的抽樣與推論瞭解統計推論原理，並可經由觀察實驗結果驗證課

本定理來提昇學生對「統計學」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統計學、電腦模擬、隨機現象、分組合作學習、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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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27 

 

以問題導向式學習於通識教育運算思維課程之研究 

陳宗禧 教授 

摘要 

         隨著資通訊科技的發展與應用普及並深入至家庭、生活與各層面，透過資訊

傳遞、應用與系統服務，解決人們非常多的日常生活問題。因此，運用資訊科技解

決問題的能力，早以備受大家的期待與肯定。以電腦的方式思考，來面對問題，理

解問題的本質，進而發展可能的解決方案之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應運

而生。本計畫將探究以問題導向式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於通識教育「運算

思維」課程之學習成效，培養大學生具有將計算「抽象化」與「具體化」的能力，

並用來解決問題。透過課程設計，將導入問題導向式學習於問題解決上，經問題釐

清與定義，透過運算的思考與規劃，進而解決問題。更進一步，將所學透過 MIT 

APP Inventor 2 的程式開發環境，設計模擬解決的問題，並將其應用到智慧型載具

上，透過成果發表，加以實踐與分享。最後，本計畫透過多元評量與問卷分析，將

探究學生以問題導向式學習的學習成效及自我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其評量問卷分

析結果顯示，有高達 90%以上的學生正向表示透過本課程的活動設計能有效獲得

與解決問題相關之知識與技巧，並觸發自身的基本能力與實務技巧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來解決問題。由實驗結果顯示本計畫不僅僅在理論探討，更實踐運算思維該理

論，培養學生具備問題解決能力，實現本計畫的實質成果。 

 

 

  

關鍵詞：APP Inventor 2、運算思維、問題導向式學習、程式設計、智慧型手機。



107 年工程暨數理學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135 

 

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28 

 

支援職能本位課程專業知識教學之課程設計與實踐－以 Oracle

資料庫管理專業模組之資料庫管理課程為例 

李之中 副教授 

摘要 

         中華大學以優質教學與產學鏈結為學校定位，近年挹注資源戮力將學校發展

為薪資高、雇主滿意度高、就業率高之就業導向大學，以回應青年低薪問題。本計

畫之主持人當前於服務學系經由產學合作與美商甲骨文台灣分公司，以 Oracle 

School 為名，開設「Oracle 資料庫管理專業課程模組」，以此進行產學合作人才培

育。「Oracle 資料庫管理專業課程模組」不同於坊間教學單位僅聚焦於工作技能教

學活動。Oracle School 除了專業職能課程之外，另規劃與實施支援專業職能之專業

知識課程。其主要目的為經由職能與知識的鏈結，希望同學於職場進行 Oracle 資

料庫管理工作時，能夠運用資料庫系統專業知識選擇最合適的 Oracle 資料庫管理

作業程序完成企業交付之任務，成為職能與知識兼備的 Oracle 資料庫管理人員。

由此之故，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於「Oracle 資料庫管理專業課程模組」中，將現有

之「資料庫管理」專業知識課程中認知教學目標為應用、分析、評鑑之教學單元，

由現有之講授教學活動，調整為作中學課室活動，冀望以此教學創新促進學生於資

料庫系統專業知識課程的學習表現。 

 

 

  

關鍵詞：職能本位課程、知識、技能、做中學、Oracle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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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29 

 

學用落差實務之研究-以系統分析與設計課程為例 

吳美玉 副教授 

摘要 

         「務實致用」為高等教育的本質，然而學用落差現象已經被廣泛討論，雖然

透過產學合作與企業實習逐漸降低其幅度，但若能在教學實踐研究中，妥善引導資

訊系科學生思考問題的本質用以整合所學技術，達到務實致用，從而併發出創新應

用能力，以培育人才來解決目前生活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本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透過畢業生修課資料進行資料探勘，所建立的決策樹模型中，發掘

「系統分析與設計」此課程是否通過，將影響學生是否會延畢，故本計畫研究對象

為中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42 名系統分析與設計的修課生，本計畫採用行動研究之

方法，依規劃、建置、實施、觀察、省思、應用等步驟進行「系統分析與設計」專

業職能課程的教學活動，以期減少學用落差，目前這批學生已經開始進行畢業專題

的製作，目前所完成的第一階段系統分析之成果發表，獲得專題指導老師與評審老

師的肯定，期望下一學期的第二階段專題實作成果發表，能開發出更實用的系統，

也期望透過螺旋分析修正、評估與回饋後續的教學活動。 

 

 

  

關鍵詞：行動研究、系統分析與設計、學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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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30 

 

以專題式學習融入服務學習之行動研究 

楊權輝 助理教授 

摘要 

         本計畫旨在利用行動研究的方式來探討大學教師實施「專題式學習」融入

「服務學習」之行動歷程，除描述學生在參與過程中學習情形之轉變及其學習感

受，並檢驗實施行動研究的省思與成長。本計畫採用行動研究法，以本計畫實施者

任教的資管系必修課程「系統分析與設計」的班級為主要參與者，經由一個學期的

「基礎學習」課程，與一個學期的「專題課程」以及藉由玄奘資管系執行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USR)計畫「新竹香山活力計畫」中子計畫四「數位商機進香山：建構大

庄商圈電子商務平台」，蒐集課室觀察、服務訪談活動、課後訪談及相關文件資料

進行分析與探究。故其中服務學習著重在 service-LEARNING，亦即以學習目標為

主，服務成果為次要。最後，根據本計畫提出之研究假設經參與同學的問卷調查，

得到 1. 參與者背景不同則學習獲益沒有顯著差異；2. 參與者背景不同則課程建議

程度沒有顯著差異；3. 參與者學習獲益程度與課程建議程度相關；4. 參與者學習興

趣程度與倦怠感受有中等正相關，5. 參與者專題完成後之成就感高低與對專題融入

學習之認同適度相關；6. 參與者學習興趣與未來從事商務平台或 APP 開發之興趣

有適度關係。參與同學均對教師實施專題式學習融入服務學習所獲得的效果均給予

正面的肯定。 

 

 

  

關鍵詞：專題式學習、服務學習、行動研究、教學實務、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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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31 

 

虛擬實境實務 

曾俊霖 副教授 

摘要 

         隨著大環境少子化，導致入學學生素質的逐年下滑，學生的修課能力已略顯

不足，為了提升學生修習「虛擬實境實務」的學習成效，本計畫將原以教學者為中

心的範例實作學習的方式，進一步提升為更具結構化更具系統化的學習方法 - 專案

導向式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PjBL)，藉以將學習中心轉換至學習者身上，

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虛擬實境、專案導向式學習、學生素質、少子化、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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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32 

 

以網路模擬器及 Linux網通功能改革電腦網路課程教學方式之

研究 

劉川綱 副教授 

摘要 

         國內科技大學資訊相關科系中，資訊網路是必要的課程，然而觀察過去該科

的教學內容，發現理論與知識性內容常常占整體課程絕大多數的時間，但是這樣的

課程教法，對於科技大學的學生而言將會造成學習困難，採用不一樣教學素材與方

式促進學生有意願與興趣繼續網資訊網路領域進行學習是本計畫重點，在本計畫

中，資訊網路課程的教學內容為納入思科網路設備公司所開發之資訊網路模擬軟體

Packet tracer，運用網路模擬軟體進行教學輔助，資訊網路課程引入思科軟體後將

使每個單元皆有其實作機會，並藉由圖形化操作環境增加學生興趣，本計畫也進行

問卷教學分析效果，本計畫以嘉南藥理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兩個班共學生為施測對

象，回收 64 份問卷，利用前測與後測成績比對與問卷分析，本計畫發現這樣的教

法確實可以讓學生實際利用開放系統的教學環境去訓練學生，讓他在實際網路環境

下的操作，並且取得不錯的教學效果。 

 

 

  

關鍵詞：思科軟體, 資訊網路, 網路模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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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33 

 

運用創造性問題教學於網路課程的實踐 

練凱文 助理教授 

摘要 

         多年網路課程教學發現，學生無法運用課堂所學解決生活中碰到的網路問題

與困惑，但學習過程其實可以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思考歷程，因此培養學生解決問題

能力是近年國內教育改革的重點。本計畫於網路教學中的無線網路單元融入修正的

「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理念設計課程，減少教師講授學生聽講的教學型態，以生

活中學生常碰到的網路問題來誘發學習動機，並從實作中進行學習；首先在課堂中

講授基礎知識，其次透過小組討論與批判思考讓學生動手實驗尋求問題解答，最後

引導學生分析實驗結果並尋找適合解決方案與歸納討論，期能提升學生解決網路問

題能力。學習成效上以分組報告、實驗過程、問卷調查與同儕互評等進行評量。在

分組實驗觀察中，有兩組學生可以運用課堂知識於解決問題中，在實驗過程找出相

關答案並與老師討論，同時進行批判性總結，顯示此教學對部分學生在解決問題上

有正面影響；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學生認為修正的創造性教學對「提升解決網路相

關問題是有幫助」。 

 

 

  

關鍵詞：創造性問題解決、問題解決能力、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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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34 

 

改善實務專案課程審查效率之方法 

張慶寶 副教授 

摘要 

         專案管理為實務課程中培養學生控管專案能力的重要活動，其目的為訓練學

生應用軟體專案開發的技術與流程於實務問題的解決上，雖然在各個專案發展階段

皆會訂定里程碑審查來檢視學生的專案產出(work products)，然而礙於時間與人

力，在實際課程實施中對每組的報告與文件進行詳細的審查(review)則有相當的困

難，而現有的專案管理工具亦無法滿足課程所需，主要是因為課程中專案實作所面

臨的問題與業界實際專案不太相同，業界專案的成員對軟體流程(software process)

皆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而課程中修課的學生主要為軟體流程的初學者，因此在審查

活動中需要花較多的時間在觀念的導正上，而在有限的時間中無法詳盡的對各組進

行輔導。因此本研究提出可以用於協助老師在軟體專案發展流程中審查工作產出的

專案審查輔助系統(Project Reviewing Supporting, PRS)，此系統除了透過將規格書

分解成基本元素的方式來呈現各元素之間關聯性，以降低審查時間並提高審查的效

率外，學生亦可以經由系統所呈現的關聯性資訊來了解各規格書的結構與軟體發展

流程的觀念，本研究並透過專案管理輔助系統來蒐集審查活動與審查結果的相關資

訊，經由這些資訊的分析結果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 

 

 

  

關鍵詞：軟體工程、以專案為導向、需求發展、專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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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35 

 

軟體開發與專案管理課程教學成效實證研究 

黃慶育 教授 

摘要 

         在軟體工程教育裡，軟體開發與專案管理實為極重要的工作內容，專案經理

在開發團隊運作中，通常需要仔細規劃和協調每個成員的工作量(effort)，來使整個

團隊運作成功，使整個專案最終如期如質如預算完成。然國內大多數學校大多利用

講述式教學或分組報告，尤其是在提供學生親自動手做的經驗上，通常是不足的，

如此一來往往造成修課學生所學無法與產業需求接軌，造成學用落差問題。事實上

軟體開發情境仿真模擬與電腦輔助軟體工程工具展演(CASE Tools Demo)在課程教

學與實作經驗間扮演了一連結的管道。它提供了一個重覆操作的環境與工具在學生

表現之評估上，此工具可依個人不同需求，來與教學過程，做一適合的配置。本教

學成效實證研究計畫(Evidence-Based Research Project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係

著重於利用系統動態模式創造模擬環境，透過讓學生習慣使用軟體開發與專案管理

工具來進行專案之追蹤管考來表達具體的教學目標流程。本計畫主要執行的方式是

以課堂講述教學、技術文件延伸閱讀與心得分享/報告、特定主題課程討論與邀請

業界專家講座、引入電腦輔助軟體工程工具或免費的開源軟體來展演及臨場實際操

作等方式為主，但我們也會大量輔以企業參訪與合作學習及透過  Facebook、

Twitter等平台讓學生間進行實務經驗分享、資訊交流與知識傳遞等。 

 

 

  

關鍵詞：電腦輔助軟體工程工具, 軟體開發過程, 軟體專案管理, 實證研究, 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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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36 

 

翻轉教室授課方式對於學生學習興趣之影響--以「資料結構」

課程為例 

吳家榮 助理教授 

摘要 

         今年來因少子化，與廣設大學後，個人服務科系的學生程度急速下降，嚴重

影響整體聽課的氛圍與學習的意願。傳統單向授課方式很難吸引學生的興趣與投

入，調整授課方式刻不容緩。課堂上實施分組合作學習，使學生學習不孤單，在同

儕的互動討論下，也可以暫時抽離手機的誘惑，專心投入學習。經由個人於 107學

年度第一學期，在某科技大學教授「資料結構」課程兩個班級，其中一個班級實施

翻轉教室授課，並安排分組合作學習，配合多元評量的施行，另一個班採取傳統教

學的方式授課，兩個班級在期中考與期末考試的平均成績都有顯著的差異，第一個

班級期中考試平均成績為 42.41 分，第二個班級為 34.63 分，兩班相差 7.78 分；期

末考試成績前後者也分別為 54.13 分與 44.24 分，兩班的分數加大至 9.89 分。期中

考與期末考兩次缺考人數，前者的班級兩次可是都為 2人，後者的班級由期中考試

的 3 人，提升為 6 人，未參與期末考試很顯然對於所修習的課程已經自我放棄學

習。在學生程度快速下降的時代，授課教師所付出了心力，不論是調整授課內容或

是授課方式，配合進度安排更多的課堂活動，無非是要活絡課堂氣氛，提學生的學

習興趣，減少自我放棄學習的學生。 

 

 

  

關鍵詞：翻轉教室授課、合作學習、傳統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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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37 

 

行動研究導向的資料結構互動教室 

徐熊健 教授 

摘要 

         在「資料結構」課程中，申請人已發現教學現場中學生的四大問題如下：(1) 

理論抽象不易理解；(2) 動手實作缺乏輔助；(3) 注意力不集中；(4) 學生學習成果

高與低者兩極化差距變大。 本研究計畫盼望以行動研究與教學實踐的主旨和方

向，探究並確立問題發生的緣由；再以申請人現有的教學資源與經驗為基礎，重新

規劃課程設計—以問題導向的學習活動、分組討論、搭配 Javascript 互動範例、及

時取得學生回饋、反省課程方案與實施成效—來增加現有授課方式在教師、教材內

容和學生之間互動上可能的不足，強化學生在理論理解和動手實作結合上可能的盲

點，突破現有課程教學上的巢臼，進而改善已發現的四大問題，以及在計畫進行中

教學現場發現的其他問題。 

 

 

  

關鍵詞：互動學習、行動研究、教學實踐、問題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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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38 

 

問題導向學習應用在數位遊戲設計課程之研究 

涂世俊 助理教授 

摘要 

         隨著資訊科技與多媒體的發展與進步，多媒體設計相關科系也如雨後春荀般

出現，其課程規劃大多主要是培養動畫與遊戲產業的專業人才。多媒體設計相關科

系在課程與教學上，面臨許多傳統科系所沒有的新挑戰，以數位遊戲製作為例，需

要同儕合作學習共同完成，且必須同時包括美術、程式設計和動畫等各種專業，非

單一領域專業可以完成，所以多媒體相關科系是屬於跨領域整合的科系，也就是學

生通常具有美術設計或程式設計特質等。 

        一般的遊戲設計課程內容大多著重於遊戲程式設計，而本研究是整合遊戲程式

設計與遊戲美術，採取範例學習、問題導向學習、以及引入高年級同儕進行協同教

學建構遊戲設計課程內容，課程內容分成六大教學單元進行。本教學實驗在某多媒

體相關科系三年級的「3D 遊戲設計(一)」必修課程進行，使用 Unity 遊戲引擎為製

作遊戲工具，研究時間為期一學年，研究對象為修習此課程的所有三年級的大學

生。實驗過程中收集二次的問卷調查，教學成效評量與學生對課程的意見等。實驗

結束後進行資料分析與討論，藉由分析討論結果驗證本研究教學模式之成效，並供

多媒體設計相關科系的遊戲設計教學與課程發展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數位遊戲設計，整合性課程，範例學習，問題導向學習



107 年工程暨數理學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146 

 

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39 

 

學習風格與學習模式在專業理論課程中對學習成效及學習結果

影響之研究-以作業系統教學為例 

許呈如 助理教授 

摘要 

         資訊系統平台是指在系統平台裡讓軟體執行的系統環境，包括硬體環境和軟

體環境。典型的系統平台包括一台電腦的硬體結構、作業系統及程式語言等，而其

中作業系統則是管理硬體與軟體資源的程式，同時也是系統的核心與基石，如果學

生可以知道系統平台硬體如何運作，也了解管理系統平台硬體與軟體資源的程式之

工作原理，便可因應其特性避免或解決平台因運作所發生的問題，同時也可寫出較

有效率的程式碼，所以資訊科技許多專業技能(例如：程式設計)都需要以紮實的作

業系統知識作為基礎。 

作業系統是電腦科學領域的一門專業理論課程，本研究計畫將探討相關教學實踐個

案對於專業理論課程的適用性，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以有效被引發學習興趣，並

且可以得到專業能力的確認，也能夠培養學生從事開發資訊系統相關工作所需的資

訊能力。本計畫的研究目的除了是讓作業系統課程之教學為既有課程的突破之外，

也將適合於跨領域專業理論課程的規劃。因此，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學習風格與學習模式在專業理論課程中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2.探討學習風格與學習模式在專業理論課程中對學生學習結果之影響 

 

 

 

  

關鍵詞：學習風格、合作學習、學習成效、學習結果、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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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B-40 

 

利用分解和克服演算法以及專題式導向學習法來設計、製作、

實現和評估電腦視覺和深度學習課程: 偵測和辨識國小高年級

國語課文中文字 

蔡俊明 教授 

摘要 

         目前在人工智慧研究中，深度學習和電腦視覺應用非常熱門。目前產業界非

常需要這方面人才，但大學在這方面教學，仍採取傳統教學法，跟產業有些落差。

為了讓學生學用一致，利用 divide-and-conquer 和 project-based learning來設計、製

作、實現和評估電腦視覺概論和深度學習概論兩門大學部課程。首先選定偵測和辨

識國小高年級國語課文中文字為專題，再分解利用電腦視覺完成文字偵測，文字辨

識使用深度學習。再分解文字偵測需要那些電腦視覺小技術，也分解辨識文字需要

那些深度學習小技術。每一小技術為一小專題。接著製作這些小專題之課程理論和

程式實作教材，完成電腦視覺概論和深度學習概論教材。再利用兩學期分別來實現

和評估，上課時會依照學生程度調整進度，讓學生上完一小專題，都成完成程式實

作，讓學生有成就感，學期末學生要報告期末專題並舉行成果競賽。經過這樣的學

習，學生的前後測問卷，兩門課程前後測平均，分別由 2.31 提升為 3.97 以及 2.16

提升為 4.19，而在前後測 t 檢定分析中，無論是單尾或是雙尾的 P-value 都小於 

0.05，因此，學生經過這兩門課程學習後，他們的成績是顯著提升的。學生學習成

效提高，獲得解決實際問題技術，老師完成兩門突破創新課程，真是教學相長，相

得益彰。 

 

 

  

關鍵詞：分解和克服演算法 以專題式導向學習法 電腦視覺 深度學習 文字偵測和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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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1 

 

運用【產品設計】概念於微控制器實務課程之教學實踐研究 

陳世芳 副教授 

摘要 

         依據實務課程教學的相關研究顯示，若以『產品設計』或『主題式的問題導

向學習』的教學模式，其教學成果獲得相當高的評價。因此，吾人應用『產品設

計』與『設計思考』的架構，設計教學流程，分為「產品分析」、「分向功能實

作」、「產品實作」與「成果展示」的階段，讓學生在課程中學習到研製產品的實

務技術與需求。 

      此外，經由『作業完成』、『學習成效評量』與『教學評量』等三個面向，來

探討其教學成效。 

 

 

  

關鍵詞：產品設計、問題導向學習、設計思考、學習評量問卷、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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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2 

 

機械自動化之教學實踐與創新教學專案學習之成效評估與影響

性分析最佳化-以機電整合課程為例 

郭見隆 教授 

摘要 

         為了達成大學專業教學實踐(TP)目標，教師需要擁有不同面向的知識，除了

包括專業知識之外，也必須包括教學內容知識(PCK)。教學實踐的成份包括學科專

業知識和一般的教學知識。教學實踐不只是教材知識本身，而且也包括學科知識的

表達性，為了達成教學的有效性，以最能表達出學科知識的形式讓學生吸收。 

對專業教師而言，教學實踐通常是獨特的必備知識。教師需要充分掌握學科主題知

識以及了解學生的學習特性。為了使學生了解，探究，建構知識，教師透過有效的

數位教材內容，多媒體的形式表達學科內容知識。 

本計畫中提出以專案導向之學習(PBL)，用以合成教學實踐之經驗研究，提出六大

創新教學方法，驗證於機械自動化之機電整合領域之課程教學研究探討以及教學方

法評估。本計畫中有三個面向可以觀察出：1.教師必須深入了解特定的專業教學主

題 2. 教師必須掌握和運用使用與設計特定的專業主題內容之呈現方式 3. 教師必須

了解特定的學習專業主題和學習者學生的先備特質。 

 

 

  

關鍵詞：教學實踐，教學內容知識，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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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3 

 

探討壓力容器全領域產學共用程課使用電腦輔助設計及快速成

形製造加強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林銘哲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使用電腦輔助設計(CAD)與快速成形製造(RP)在壓力容器全領域產學共

用課程，主要結合賽局理論合作學習方法探討對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首先以機械

系大學四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選取 3 個班級共 58 名學生為研究樣本，上學期開

設選修課程「壓力容器製造與檢驗」及下學期開設選修課程「壓力容器設計」結合

校內學理課程及校外產學合作業師講解實務題目並配合實地參訪進行為期六週的實

驗。 

         上學期實驗組 1使用「以雙師課堂教學結合電腦輔助設計(CAD)合作學習」的

方式、實驗組 2 使用「校外實務參訪結合電腦輔助設計(CAD)合作學習」的方式進

行教學活動。下學期實驗組 3 使用「以雙師課堂教學結合快速成形製造(RP)合作學

習」的方式、實驗組 4 使用「校外實務參訪結合快速成形製造(RP)合作學習」的方

式進行教學活動。最後利用「課堂問答計分表」、「小組得分表」、「合作學習教

學問卷量表」、「組內互評表」蒐集資料，並輔以現場觀察紀錄、結案報告、錄影

和回饋問卷等質性資料。本計畫最後根據教學研究結果與現場觀察的發現提出具體

建議，以供未來相關教學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電腦輔助設計、快速成形、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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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4 

 

融合創客與 STEM之機電整合機械手臂教材發展與實驗 

丁玉良 教授 

摘要 

         教導學生如何發展程式與相關電子電路與機電整合技術之運用。這次以兩階

段教具發展之方式，讓學生更詳細深入的了解機電整合技術及其應用，電腦多媒體

技術在教具製作的應用。且為讓教具多元應用化，應用主題改以時下 MAKER 創

作的機械手臂為範例，但增加資訊與機電整合及控制的技術內容，讓學生體驗另類

的 MAKER 創作，且對電子電機與資訊技術有所認識。最後能應用所學在教學場

域進行創新之科技與工程教育活動。 

 

 

  

關鍵詞：電子電路、機電整合、教具發展、電腦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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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5 

 

將三維列印與創造思考融入機械元件設計課程對學生創造力影

響之研究 

楊政融 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目標是對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背景學生進行創造力提升的教學研

究，選定的科目內容是大學三年級必修專業機械元件設計。在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

架構下將 3D列印實作和 5WH1、Mind map、專利迴避方法整合，最終產出一項生

活輔具樣品。學生創造力表現由陶倫斯創造力測驗(成人版)來獲得；問題導向學習

的教學效果由問卷獲得。從前後測驗結果發現學生創造力表現有 20%的提升；約

有 50%學生認同問題導向學習架構下整合 3D列印的教學有助於創造力提升。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陶倫斯創造力測驗(成人版)、問卷、3D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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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6 

 

機器動力學與多體動力學課程之創新與評量 

黃運琳 教授 

摘要 

         本計畫主旨在發展一套工程學科本土化之機器動力學與多體動力學教材模組

與網路教學。首先在於將發展設計機器動力學與多體動力學課程之教材模組，其次

則將應用網路學習科技來建構出有利機器動力學與多體動力學之網路學習環境，最

後則擬由網路學習環境蒐集學生學習過程及創新思考紀錄、以行動研究法進行課室

觀察與隨堂紀錄以便執行質的評量,從而建立將進階力學觀念之培養融入一般工科

教學之教學知識及其評量方法。這些課程研究發展程序環環相扣，須彼此密切的支

援。在本計畫中將協調相關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執行、資料收集的工具、研究發展的

方法論、及效果的評估與改進等方面密切的合作。本計畫所發展出來的模組教材教

法與網路學習環境將驗證於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設計工程系之一般課程及專題製

作課程，並且實施質的評量。相關教材模組雖以機械設計工程系學生為驗證對象，

但是所發展之模組、網路教學與評量方法具有基礎性與共同性，故亦適用於其他課

程上。因而，待整體教材模組發展漸臻成熟之際，將會推廣於其他課程上。期待藉

由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執行，能夠打造出一培養機器動力學與多體動力學之課程

模組、網路教學與評量方法，從而訓練造就二十一世紀具有創新能力的優秀工程

師。 

 

 

  

關鍵詞：機器動力學、多體動力學、網際網路、學習模組、質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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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7 

 

探討以問題導向學習方法 PBL對航空發動機實習課程的教學

行動研究 

吳文忠 副教授 

摘要 

         根據波音飛機製造公司的預測（2017-2036 年）(by Boeing Pilot & Technician 

Outlook)，未來二十年 2017-2036 年期間飛機將增加 41030 架，亞洲占有 16025

架，航太的維修與製造產值將提高到 6.05 兆美元，亞洲的航空產值高達 2.5 兆美

元，對於航空製造與維修技術人員的需求將持續成長，全球總計將新增約 648,000

名，其中也以亞太地區的成長幅度最大，約新增 256,000 名，所需要的航太從業人

員將相當的龐大。 

         飛機的維修與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唯有素質優異的維修人才，才有良好的維

修品質，過去在飛安的案例中大多以人為疏失為主，機械故障其次，因此維修工程

師與航務組員之訓練更形重要，培養高素質的學生能力與具備飛機系統專業能力，

將是學生成為航空維修與飛機系統工程師的基石。 

         本計畫研究之目標，利用問題導向學習 PBL 模式，提昇學生在發動機實習課

程之專業知識，透過對問題的思考與導引學習的方法，讓學生參與專業課程的討

論、思考及業師之回饋，並結合飛機發動機故障排除的案例與診斷過程，強化學生

在自我學習與專業系統的能力，根據 PBL 問題引導的教學方式，增進對發動機系

統的了解，提升學生對問題分析的診斷能力，在課堂中透過發動機實習實作的練

習，學習搜尋維修手冊的內容，強化問題解決的能力與增進學生團隊合作。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方法，航空發動機實習，翻轉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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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8 

 

以探究式教學策略培養技職體系學生解決實務問題能力之研究 

黃晟豪 助理教授 

摘要 

         國內教育體制，在高教部分有高教司的「普通大學」與技職司的「科技大

學」之分，從教育部技職司網頁中亦可發現，科技大學顧名思義應為「科學」與

「技術」的結合，因此科技大學學生除應具有解決問題之技術，也應具備解決問題

之研究能力。本計畫為培養科技大學學生同時具備解決問題之實做能力與建立了解

問題是學術能力，因此透過成果導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設計課程

內容，讓學生確實具備發現問題、思考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之綜合能力，能

確實解決生活中之實務問題。並透過探究式教學策略(inquiry teaching strategy)，培

養學生轉換所學知識道問題應用上的能力，並透過課程前、後測問卷，以及訪談，

了解學生學習成效，做為課程持續改建之依據。本計畫應用課程為「汽車噪音及振

動」，透過課堂內容建立學生振動噪音控制的基本概念，並設計一簡單案例讓學生

實際動手進行振動噪音控制，最後邀請業界專家給予建議，協助學生將課堂所學轉

換為實際應用，成效相當良好，在問卷上亦獲得 100%的學生認同此改良的教學方

式，期望未來能將此方法應用在更多科技大學的課程上。 

 

 

  

關鍵詞：成果導向, 探究式教學, 技職教育, 問題解決, 振動噪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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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9 

 

評估學生之課程參與程度和學習成效的影響及關聯性-以機電

整合磨課師課程的實施為例 

蔡裕祥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主要研究的方向有三：(1)以學生為主體、採磨課師課程(MOOCs)的翻

轉學習方式實施歷程，亦即先自行研習線上課程，再進行與教師面對面之實體課程

及實作課程，課後亦可依個人需求自由運用電子化線上教材與題庫，持續學習；(2)

磨課師課程對學生的課程參與程度和學習成效的影響；(3)建立起一個新的學生學

習的模式，由線上磨課師課程自我學習並通過線上測驗、到學校進行課堂講解、配

合國際技能競賽國手及教練等級業師協同教學及進行實作訓練，到學期末學習成果

發表會的有效性分析。本計畫以 107年所開設之自動化機構、機電系統與控制及機

電整合概論、等三門課程的 40 位修課學生為對象，蒐集修課學生網路課前預習、

課堂討論、實作能力、學習反思等質性資料並進行分析，同時，輔以計畫申請人自

編之學習回饋檢核表及學習成效表進行量化分析。計畫執行後，可以具體達成磨課

師課程的實踐，能有效地解決及因應計畫申請人在教學現場中所發現之學生被動學

習和參與意願不高的問題。研究過程中所運用之磨課師課程及國手實作協同教學的

翻轉教室策略、計畫之歷程與結果，可透過社群網絡提供其他教師在因應學生課堂

參與程度及學習成效問題之參考。 

 

 

  

關鍵詞：翻轉學習、磨課師課程、國手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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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10 

 

機率與統計應用之創新教學法 

桑慧敏 教授 

摘要 

         本教案 「機率與統計應用」 是理論與應用並重的課程。 桑老師常說 「理論 

= 無 限個實例」, 讓學生先認清理論的價值, 而不是先看到理論中抽象的符號與公

式就 心生害怕。 桑老師的創意教學達到 「讓理論可口好消化」。 其秘訣包括: 著

重 「系統 思維」 而非 「細節思維」, 慧敏老師用 「以終為始」 (也就是問題導向

而非工具導向) 來落實系統思維; 從有趣的例子開始, 讓興趣成為最好的啟蒙老師; 

著重 「0 到 1」 (創意與發想), 而非著重 「1到多」 (將資料帶入公式演算); 利用歌

詞與詩詞 (感性 的語言) 濃縮萃取出各章的精神; 利用封面 「一葉知秋」 與頁眉設

計表達統計書與 各頁的精神; 利用比喻可將耳熟能詳的常識用來解釋新的概念; 利

用特別設計的填 空可看出死背硬記的情況; 利用圖型與表格可整理與比較複雜觀念

的關係; 利用實 驗 (如軟體, Excel, Minitab, R 等) 可落實與實際操作理論。  

學生除了從桑老師上述的創意教學輕鬆 「學到點」 又很難忘記外, 也深感此課 程

與日常生活的相關, 進而增加生活的品質。 課程中桑老師安排學生有多次上台報 告

的機會。 經老師講評, 學生能體會言之有物, 言之有理, 與言之有味的報告邏輯。 學

期結束, 許多學生都感謝桑老師讓他們變聰明了。 桑老師說: 我只是把聰明的你 找

回來了。 本教學方法除了應用在課堂之上, 也將此教學手法導入清大學生讀書會 之

中。 本教法獲得 2019中華工程教育學會教學傑出獎與近三年連續獲得清大教學 發

展中心頒發讀書會優良小組的肯定。 

 

 

  

關鍵詞：系統思維、以終為始、問題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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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11 

 

精實管理教學實踐 

陳建良 教授 

摘要 

         精實生產 (Lean Production)又稱為豐田生產系統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TPS)，現今已被廣泛應用於不同產業以提升生產力與品質，並降低成本與縮短交

期，進而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TPS 為消除浪費的方法，包括減少人力成本、設

備、時間與空間，藉此幫助企業更貼近顧客需求。TPS 研究了從客戶下單至收到現

金的時間，藉由消除浪費與提升效率等方法將傳遞價值給顧客的時間縮短。 

在全球化日益競爭之下，為強化台灣企業的經營策略以及人才管理，本研究計畫欲

將企業的思維與運作模式提早帶入課程中，讓學生透過精實實驗室實作訓練，親身

體驗精實生產之概念與意涵，並使學生產學結合，提早了解與熟悉工業界的需求與

期望。經由在精實實驗室實作，學生可將精實生產與研發的理論與實務結合，減少

學用落差。 

 

 

  

關鍵詞：精實管理、豐田生產系統、價值溪流圖、持續改善、七大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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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12 

 

差異化教學建構工業 4.0精實製造系統工程教學實踐 

孫殷同 副教授 

摘要 

         精實製造系統中的經典價值溪流圖(Value Stream Mapping, VSM)從靜態圖表，

藉由一系列的工程教學實踐研究活動，應用工程教學實習場域中的可程式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C)，提升到學生學習的動態資料觀察和蒐集，進

而規劃學習單元來探究學生的學用差異，因為精實製造的適配性可以在這個差異化

學習環境中展現出價值適配的特質，以「硬體配置」、「程式撰寫」、「分析介

面」來設計工作坊教材並施以教學實驗，進行前測、後測加以檢驗學生的檢驗和解

析能力有無改善，從中探討永續發展智慧感測與應用理念有關聯的教學實踐關鍵因

子。 

 

 

  

關鍵詞：工程教學實踐、精實製造、價值溪流圖、智慧感測與應用、智動化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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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13 

 

作業研究二創新翻轉教室 

張國浩 教授 

摘要 

         本計劃以翻轉教室的教學方式，進行課程「作業研究二」之教材與教學創

新。教材創新的部分，本計畫將課程內容重組與更新，並以觀念做區分，將不同觀

念系統性的分割成適合在家學習的小區段，每次上課前將指定數個觀念要求學生在

家先作預習，並設計課堂考題、課堂練習、分組討論、案例分析等，讓學生有大量

思考並在課堂有動手做之機會。教學創新則是透過錄製課前影片，讓學生在上課前

以個人的學習步調進行學習，並熟悉相關概念，鼓勵學生在觀看影片時記錄下心中

問題，在課堂發問上，釐清概念。本次所採取的翻轉教室模式為本系初次嘗試，此

模式翻轉了傳統以教師為課堂主體之模式，改以學生為主體，讓教學變成雙向式，

使得教師與學生以及同學與同學之間可有大量互動、互動學習之機會。本課程之經

驗可為本校其他類似課程之重要參考。 

 

 

  

關鍵詞：翻轉教室, 教法更新, 有效教學, 作業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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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14 

 

跨領域 PBL課程實施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驗證-以工作研究課程

為例 

楊康宏 助理教授 

摘要 

         本年度應用設計思維架構設計工作研究課程問題導向教學 (Problem-base 

Learning，PBL)架構，修正原有課程從期中考後才開始跨系 PBL 活動調整至期中

考前，這樣兩班的同學也有比較多的時間進行學習的彈性調整。經由這樣的課程調

整，在學期結束的學習成效測驗相較於本學期對照組或是去年學生，平均成績提高

約有 10 分，經由變異數分析量化分析確認這樣的調整學生學習成績有顯著的提

升。從學生學習心得的質化意見也顯示這樣調整的教學架構有效讓學生在 PBL 教

學環境下學習工作研究專業知識。 

 

 

  

關鍵詞：設計思維，工作研究，問題導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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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15 

 

透過實務操作探討問題導向學習在創意思解課程之效果 

薛明憲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透過實踐「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的方式，針

對主持人所擔任的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之創意相關課程進行實物教學，藉由以學

生為創意中心學習模式，透過理論與實務雙方面解決實際問題，並且讓學生在經由

團體討論過程中培養彼此挖掘問題、解決問題、自主學習的技巧，進而獲得實際的

結果或產品，不僅可提高學生參與課程內容的演練、提升上課參與度外，更可在實

務製作中瞭解團隊合作重要性、分工合作系統性與解決問題靈活性，透過課堂上的

即時動手製作以及與授課老師雙向交流方式，讓學生能夠在科技、工程、美學與管

理上都可以透過創意結合 PBL 的理念進行整合，讓學生知道創意隨處都可發揮，

並且透過做中學、學中做的方法提高學生團隊合作精神以及參與課程的興趣。 

 

 

  

關鍵詞：問題導向教學,創意課程,解決問題，挖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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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16 

 

融入創意思考精神及創客元素之專案導向式程式設計課程 

王宗一 教授 

摘要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針對大學院校工程背景學生，在程式設計的課程中融入創

意思考精神及創客元素，以養成學生創意思考能力並能將所學用於實際程式設計及

應用中之創客精神。為此本計畫所規畫之程式設計課程將導入創意思考策略及單晶

片微控制器軟、硬體知識整合的教學及學習活動兩大要素，並讓學生進行專案導向

式的程式設計開發。課程規畫之學習活動分成兩個階段，預計以一年的時間完成。

第一階段的重點在於導入創意思考策略，讓學生實際使用創意激發輔助工具，擺脫

慣性思考方式，培養創意思考精神。第二階段則進行整合單晶片微控制器軟、硬體

應用的程式設計課程實際教學，並輔以專案導向式的控制程式應用實作，培養學生

的實際動手做的創客精神。計畫中規畫了和程式設計教學及實作有關的學習回饋收

集，並藉由觀察學生的學習歷程、學習行為、和學習成效，以作為後續的課程與教

學內容調整的參考。本計畫可幫助學生培養創意思考的精神，並藉由所學得之整合

軟、硬體技術的程式設計技能，具有能力開創有價值的前瞻應用。課程檢核與評估

則以分段方式進行，以瞭解並驗證所設計之課程的可行性與實用性。本計畫之成果

將可作為探究程式設計課程以及創造力發展等相關領域的教學實踐之參考。 

 

 

  

關鍵詞：程式設計、專案導向式學習、創意思考、創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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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17 

 

重建台灣大學生學習動機之教學實踐研究 

莊文傑 助理教授 

摘要 

         從教學現場觀察，台灣大學生的學習動機近年來有逐漸弱化的現象。缺乏學

習動機的學習，無論教學方法如何精進，學習效果恐怕也是有限；也因此如何找回

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可能是教學現場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本研究由教育心理學的角

度出發，希望藉由將自決、競爭力、以及相關性等在教育心理學中，認為有助於建

立內在學習動機的元素融入課程中，評估找回大學生內在學習動機的可行性與方

法。本研究以選修創新與研發管理課程的學生為實驗對象，重新設計課程。以最近

流行的自造者精神為課程核心，一方面減少過多的外在壓力，讓學生可以以自己的

步調學習來落實自治精神；另一方面也創造具有競爭性的環境，讓同學互相觀摩成

果以激起自身的競爭力，最後本課程重塑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方式來實踐相關性。

實驗的應變數主要並不是在觀察學生的學習成效，而是在收集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

是否可以透過此一方式被重新誘發。本研究在學期初、學期中與學期末各進行了一

次問卷調查以收集學生想法，搭配老師在課堂上的觀察與學習成效記錄，發現有

77%認同該方式較其他課程有效的提升了他們的學習興趣。在非量化的回饋中，也

記錄到學生內在學習動機提升的理由包括實作本身比較有趣、會有成就感、可以依

自己的步調學習、比較好吸收等；相對而言，興趣相對下降的學生共通的理由包括

一開始就認為太難沒有信心、學習的挫折感、甚至已經習慣填鴨方式等等。本研究

的結果希望能夠作為其他大學課程教學改善實踐的參考。 

 

 

  

關鍵詞：內在學習動機、自我決定論、創新、自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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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18 

 

基於工業 4.0的產品生命週期管理技術之教學實踐研究 

袁長安 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通過校企合作，將德國工業 4.0 的產品生命週期管理(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PLM)教學概念，發展以課堂講授、情境教學與 PLM 軟體 Teamcenter

實作的綜合教學；德國工業科學家指明工業 4.0 的教育是重要的一環。教育專家也

認為工業 4.0 教育是跨專業整合的系列課程，其教育方式需從以往一對多講堂式教

學，轉為軟體輔助教育、小組專案研究等綜合教育手法。於研究中，西門子軟件公

司將與逢甲大學進行該教學實踐研究，共同探索實踐大學 PLM 教育的方式。本研

究將課堂講授、情境教學與工業級 PLM 軟體實作結合。教師協助學生創建「虛擬

企業」；並以「虛擬產品」為標的物，在專業 PLM 軟體上開發與記錄。教師在課

堂上更深入講授，在具備完整 PLM 功能的軟體平台上教學，能夠獲得較好的成

果。學校氛圍與企業不同，本研究利用情境教學，把企業環境在課堂模擬出來，讓

學生體驗。學生可盡情的嘗試、發揮創造力在「虛擬企業」中利用 LEGO/Arduino

開發「虛擬產品」。推廣臺灣 PLM 教育，以「動手做」加強學習成效：以講堂式

教學傳授 PLM 理論，如設計/製造物料表、製程表、變更設計等，由於產業特性較

重，學生較難接受。故在「虛擬產品」上，輔導學生以專業 PLM 軟體運行該產品

的開發與製造流程，增進學習成效。 

 

 

  

關鍵詞：產品生命週期管理、工業 4.0、情境教學、西門子 Teamcenter軟體、國際

專業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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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19 

 

以跨領域合作與思想實驗探究專業倫理是否可教 

許藝菊 教授 

摘要 

         一般的高等教育課堂多以認知與技能 (智育)培養為主，情意(德育)學習則容易

被忽略，主要是情意教育的成果較難客觀地評量，然而不具情意提升的倫理課程是

不完整的。本行動研究目的在探討工程倫理課程是否可以提升情意能力? 情意能力

要如何評量? 在 18 週課程規劃有三個階段: (一)道德倫理的先備知識；(二)敘事力

工具之一日體驗；(三)科技與社會之風險管理-能源與台灣社會。本計畫使用「社會

問題意見調查問卷」、「團隊學習問卷」及自編的「自我態度量表」，另搭配作

業、訪談、組員互評、觀課紀錄及教學札記等資料觀察學生在情意教育的改變。從

「社會問題意見調查問卷」推得柯爾伯格道德發展的數據分析上，學生的道德倫理

意識在學期前後有統計上顯著成長。在「團隊學習」上，正向的課堂經驗有: 團隊

討論、團隊互動及聽別人分享；負面經驗有: 溝通衝突、他人不積極討論與參與、

覺得團隊互動困難、時間喬不攏及隊友等問題。整體而言，從學生的回饋顯示其喜

好課程中的互動式教學，並給予高度評價與鼓勵，認為上課方式很有趣。最後，

「自我態度量表」搭配其他課程成果的量性及質性分析，結果顯示學生在熱情、團

隊分工及溝通等情意教育的指標均有顯著的成長。 

 

 

  

關鍵詞：情意教育、工程倫理、多元敘事力、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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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20 

 

圖學：點線面 

陳金帶 副教授 

摘要 

         目前高度資訊化的社會，各行各業電腦化的程度越來越普遍，圖學相關的電

腦輔助繪製軟體也蓬勃發展，尤其以 AutoCAD、Inventor軟體更為業界普遍使用。

因此在圖學課程中，讓學生熟悉電腦繪圖軟體指令是基本要求，期望最後能達成迅

速且正確的繪出 2D與 3D圖形，及訓練視圖能力。 

    以往自己教學的方式都是帶著學生熟悉指令，一個一個步驟教導示範，再讓學生

模仿練習。由於指令眾多，還有許多需注意的繪圖技巧，課程內容確實是有點難

度。發現認真的學生學習迅速，但是專注力不足的學生就很容易因為稍微恍神，而

跟不上進度。由於課程是有連貫性的，一次兩次沒跟上進度後，就很容易不知所

措，導致聽不懂也學不會，最後放棄此科目的學習。也因此上課的情形變成：一群

同學很認真繪圖、一群學生到處問問題，另外有一群學生滑手機或發呆，等著最後

是否有同學來教導，或是放棄學習。 

    此研究是在既有課程中作教學方法的突破，縮短理論課程的時間，專業技能則分

成模仿訓練和自行創作，並增加學生講解說明，訓練學生表達技能融合與應用的過

程。希望透過創新的教學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成就感與自信心。 

 

 

  

關鍵詞：圖學、AutoCAD、Inventor軟體、創新的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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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21 

 

環境教育系列課程對科技大學工學院學生永續能力之影響 

陳勝一 副教授 

摘要 

         「永續能力」被視為人類社會走向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更是現今人才培育

之重要目標，聯合國 2016年全面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立定 17項確切目標，希

望改善現今世界所面臨之複雜的環境問題，並期盼提升高等教育之品質，強化學生

面對環境永續的基本內涵。本研究運用教學實踐之過程，透過「環境教育」、「環

境倫理」與「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等三門我國環境教育法規定之之環境教育人員

「環境教育核心科目」課程，瞭解科技大學工學院學生在經過不同科目的課程學

習，能否提升學生本身之「永續能力」，亦增進技職學生具有跨領域學習與綜合性

思考。透過文獻回顧提出面對永續議題需要擁有「系統思考能力」、「預測能

力」、「規範能力」、「策略能力」和「人際能力」等五項關鍵永續能力。本研究

根據永續能力之內涵，設計五大面向、17 個題目並運用李克特 5 點量表之方法設

計「永續能力量表」，再以利益抽樣方式選擇對象符合校內五學院之人數比例，共

挑選 40 名學生進行預試。研究結果發現，第一學期將「環境教育」與「永續發

展」、「科技農業」二門永續相關之修課學生進行永續能力之比較發現雖然修習

「環境教育」永續能力之平均值為 18.625 略高於「永續發展」的 18.342 和「科技

農業」的 18.000。本研究再進一步將修課學生其背景與永續能力進行比較，發現學

生若有參與社團活動，其「永續能力」及之中的「系統思考」面向的分數比無參與

社團之學生高，並呈現顯著差異；而不同學院學生之永續能力表現也有所差異，特

別在「規劃能力」上工學院高於管理學院之學生，並有顯著差異。第二學期針對

「環境倫理」、「環境教育教材教法」進行前後測量，兩堂課的學生在永續能力上

均有所提升，其中「規劃能力」方面在前後測比較上皆有顯著提升「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研究結果顯示兩堂課均顯示「性別」在修課後其永續能力

的面向會而有所差異，其中男學生在修習「環境教育教材教法」後，其「系統思考

能力」顯著優於女學生；女學生在修習「環境倫理」後，其「策略能力」顯著優於

男學生。 

關鍵詞：永續能力、環境教育人員、永續發展教育、高等技職教育、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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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22 

 

案例式教學法在環境影響評估課程上的應用 

陳鶴文 教授 

摘要 

         環境影響評估是一門涵蓋了環工、環科、生態、社會、景觀、經濟、法律、

行政管理的跨領域、整合性課程，也是未來社會迫切需要的專業學科。為了促進教

師與學生的跨領域學習，本研究將籌組跨領域教師社群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案例教材

的開發，並預計採用深碗型課程(3 學分的講授課程以及 2 學分的實作課程)進行教

學實踐研究， 期望透過認知、情意與技能領域的同步強化來增加學生的學習成

效。過程中，將採用線上輔助教學協助學生自主學習，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與討論

狀況，並利用冗餘分析解析先備知識、學習參與、案例式教材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

係，以作為後續課程案例教材與教法的改善依據。本計畫預計的產出項目為環境影

響評估之案例教材，而透過本課程的實證研究，將有助於教師的跨域合作以及學生

的跨域學習，培養未來綜合性評估以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的未來人才。 

 

 

  

關鍵詞：案例式學習、環境影響評估、線上輔助教學、跨域學習、教材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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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23 

 

環安衛專業應用技術型人才培育之實踐教學研究 

賴文亮 教授 

摘要 

         本計畫透過自行設計的學生學習成效反應問卷調查表，包括學生基本資料、

課程學習成效反應、專業課程教學回饋，總計送出問卷 153份，有效問卷 118份，

有效回收率 77.1%，並以 SPSS 20.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推論性統計

及因素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本系所學生對系所設定教學目標/基本素養/專業能力

養成之徑路分析，發現學生在環境保護與衛生、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二類職能方面學

習上彼此相輔相成；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職能核心能力，學生雖可達到，但卻無法

達到本系所設定的教學目標，然而可透過提升基本素養能力，進而達到教學目標；

在環境保護與衛生職能核心能力部分，學生一旦取得，即可達成教學目標，亦可透

過提升基本素養能力，間接達到教學目標。學生每週參加社團、課外從事課業相關

活動(實習)、志工服務、打工、上網時間，並未影響學生在教學目標、基本素養、

專業能力表現。另學生在專業課程的教學回饋，部分科目核心能力設計不符合預

期，顯示老師在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需再調整。計晝執行期間，辦理「學生職涯、

實習、就業及校友職場經驗分享」與「環安衛專業應用技術型人才培育系列課程」

等教學活動，亦參加教學實踐研究研討會及海報論文發表。 

 

 

  

關鍵詞：學習成效；描述性統計；推論性統計；因素分析；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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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24 

 

應用萃思理論於防災教育之創新教學 

王承德 教授 

摘要 

         臺灣地處板塊頻繁運動之交接處，由於板塊相互碰撞與擠壓，使得地震頻

繁，另，近年來全球暖化之極端氣候快速變遷，使颱風與瞬間降雨強度機率提升迅

速，已是不容忽略之議題；惟，在教育部 2015 年防災教育白皮書的具體目標上，

除了促使幼兒園具備安全意識、國小瞭解災害、國中激發互助合作、高中鼓勵學習

領導、大學強調自主防災規劃及運作外，尤以在大專防災教育上應有不同創新思維

注入其中，因此，本計畫擬採用前蘇聯發明家 Altshuller(1946)所提出的萃思

（TRIZ）創新理論之方法（技術矛盾、物理矛盾、三十九項工程參數、四十項發

明原則、矛盾矩陣），與臺灣常見的「地震、坡地(崩塌、土石流）、淹水、海

嘯、以及輻射」等災害做結合；透過本研究發現，於地震災害部分，運用 TRIZ 第

28 項置換機械系統原則可利用 3D 情境模擬來增加真實防災演練之效果，而於坡地

災害部分，運用傾斜儀等設施定期監測，並將數據公告於學校網站，以提供大專生

瞭解校園是否有滑動之跡象（應用 TRIZ 第 11 項之事先預防原則）；在淹水災害

上，平時定期清理排水系統，降低淹水發生之頻率（第 10 項之預先作用原則）；

於海嘯災害部分，盡速撤離學生並往高處避難（第 13 項之逆轉原則）；至於，在

輻射災害上，運用政府機關公告定期監測與即時災防資訊，提供大專生瞭解有無輻

射外洩之情形（第 2 項之分離原則）。換言之，透過 TRIZ 可提升大專生防災知

識、態度、以及技能等三大素養，因此，本研究應用 TRIZ 於防災教育之創新思維

期能讓大專生產生興趣並激發主動學習之態度，並進而內化成防災生活化之技能。 

 

 

  

關鍵詞：TRIZ創新理論、防災教育、三十九項工程參數、四十項發明原則、矛盾

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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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25 

 

情境導向提問結合及時回饋對大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馮靜安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採取情境導向提問結合及時回饋策略運用於大學跨領域營建安全教學

課堂上後，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自主學習能力及專業知能之改善情形，並

探討此策略對於大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是否可行。 

         本研究以研究者之任教學校，大仁科技大學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大二營建安

全課程之 40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使用自主學習能力量表，於課堂前後施測，歷時

18 周。研究過程透過教學紀錄、教師教學日記，觀察課堂中學習氛圍的改變，直

性觀察，課程結束後分析量表之結果，確認情境導向提問結合及時回饋策略是能有

效提升大學生學習成效。並依研究結論提出大學學生專業課程有效學習的策略。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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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26 

 

「見微知著」:運用 3D列印結合物聯網資訊提升大型結構實驗

力學合作學習 

林子剛 教授 

摘要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目標主要為跳脫傳統教學法，以「做中學」為準則，

讓學生從課程的「旁觀者」轉變為「參與者」，教師的角色則變更為引導及協助

者。本計畫發展運用物聯網開發模組提升學生學習力及參與力之課程架構， 除了

近年來蓬勃發展之結構實驗力學核心技術及其應用外，更培養同學進一步於相關領

域研究之專業分析技巧與能力。本計畫在時程一年的課程中完成結合跨領域的應用

3D 列印於結構損傷模型分析，課程分為上下兩學期，第一學期為課程發展階段，

透過課程設計、整合理論、資料搜集後得到主題式教學模組，理論課程主要可分為

三大部分：訊號處理技術、結構實驗力學案例，以及破壞診斷方法，使同學建立修

習核心課程基礎的同時，習得以頻譜為基礎知有限元素模擬，及損傷模擬技術搭配

應用。第二學期為課程實施階段，目的是培養學生自主性學習的能力以及學生溝通

協調能力、團隊合作能力、複雜問題解決能力、獨立思辨能力、創造力，達到創意

結合專業最高境界的學習創作，透過前半學期習得的知識加以改良，結合學生分組

設計的模型和，讓同學理解近年來蓬勃發展之結構實驗核心技術及其應用之餘，培

養同學進一步於相關領域研究之專業分析技巧與能力。 

 

 

  

關鍵詞：結構實驗力學、做中學、跨領域、多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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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27 

 

結合翻轉教室與 3D列印應用於材料力學、結構學等結構力學

課程之實作教材開發 

關百宸 副教授 

摘要 

         工程領域與力學相關系所都必須修材料力學與結構學兩門課程，在國內許多

工程師證照考試也將這兩門課程列為必考科目，過往在大學端在這兩門課程的教學

多仰賴課堂上理論的闡述、數學的推導與例題的示範，需要長時間的課程、補強與

自習訓練。因此，一般學生在修習這兩門課程時需要較強的學習興趣與自我要求。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困難議題需要的學習時間加長，需要比要視覺化或實體化的範

例引導她門思考，而材料力學與結構學剛剛好是基礎課程中銜接普通物理與結構分

析的橋樑，是新型引導式教學很好的切入點。一般對翻轉教室使用在工學院課程有

許多疑慮，這次希望能夠以輔助而非取代的方式，在主要課程中引入教學影片的幫

忙，希望拉長學生的學習時間，降低學習門檻，將課堂放在每個人的手機上。也希

望他們在分析完之後，可以動手做，將理論融入實際結構製作中，利用 3D 列印製

做出的教具，展現結構強度與使用性能。引發興趣與力學知識培養能夠相輔相成。

本計畫預計產出材料力學 14個單元與結構學 15個單元的教學影片，配合課程，在

本校的線上教學系統 TronClass 與 YouTube 開放。另外利用 3D 列印製作相關的教

具(兩門課各 4 件)，開放學生使用。在學期中利用 TronClass 追蹤使用成效，並適

當調整。 

 

 

  

關鍵詞：3D列印、翻轉教室、材料力學、結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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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28 

 

PDSA循環應用於工程力學教學之研究 

李炤佑 助理教授 

摘要 

         本計畫於工程力學(靜力學及材料力學)的教學之中，以實務為主的設計思考，

幫助學生活用知識並建立自己的應用模式。計畫中採取的方法為目前系統工程品保

常使用的 PDSA（Plan-Do-Study-Act的簡稱）循環。PDSA循環為規劃(Plan)、執行

(Do)、研究(Study)與行動(Act)依序來執行，針對單一議題，採多次 PDSA 循環，

使產品或專案品質可以持續改善。 

本計畫的目的是要增進工程力學的教學品質，除了培養學生可以系統化思考的能力

外，藉由 PDSA 循環中，不停地面對問題並思考解決問題，使學生了解於解決工

程上的機械問題時，工程力學的理論及運算知識是可以幫助解決分析相關問題，並

藉由每次 PDSA 循環的工程成果，使學生獲得成就感，加深對工程力學理論的學

習意願。 

本研究分別於材料系二年級的兩個班級進行，授課課程分別為靜力學及材料力學

(一)，兩班級的授課內容及進度相同，實驗組班級於上學期靜力學課程開始，學生

分組並自行決定主題，進行第一次的 Plan-Do-Study-Act 循環，下學期材料力學課

程進行兩次 PDSA 循環的討論及實作。對照組班級依一般課程教學方式進行。研

究結果指出，實驗組於靜力學及材料力學的成績較對照組高，同時對於工程力學這

學科的接受程度也提高，可證明 PDSA 循環對於工程力學的教學成效有正向的助

益。 

 

 

  

關鍵詞：PDSA、⼯程⼒學、設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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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29 

 

以大三上學期「流體力學試驗」課程策發學生學習動機 

許少華 教授 

摘要 

         「流體力學試驗」在水利工程系的大三課程中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重要角色，

其前有兩個學期六學分的理論課程，其後又銜接相關的力學課程。然近年來因學生

程度下滑，學習成果堪憂。本計畫配合原有的課程設計，再加上前、中、後三次的

簡易問卷施測，以及與其相對應的學生互動，欲令學生漸漸能承擔起學習的責任，

提高其學習期待，同時投入較多的時間來學習，以得到較佳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流體力學、做中學、學習動機、深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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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30 

 

探索式教學法結合 PBL於環境主題課程之教學實踐 

陳宜清 副教授 

摘要 

         「問題導向學習法（PBL）」近來年廣為所用。PBL 就是「以學生學習為中

心」、「解決問題」、「合作學習」、「小組討論」之整合式教學法。本研究更結

合以學生的探究活動為中心之探究式教學，從開放的學習情境中，教師引導學生發

現問題、分析問題，並擬定可行的解決方案，獲得結論並驗證之，經由問題解決的

過程，讓學生從中學得解決問題的技能。而環境及生活就是最好的主題，從空氣、

水到生態都能探究出重要的科學與工程概念。水文氣象與人類生活密切，水文學的

重要性與實用性容易引發學生「學習」動機。透過質性問卷個別訪談 5位較積極參

與課程之學生，均認為這門課有引導學生做到主動學習；也都認同小組合作及討論

能對學生的學習有幫助；也都認同實際動手會獲得探索的樂趣；也都覺得小組探索

及討論讓課程更加的有趣。再以學生學習前、後之滿意度變化之量化問卷比較，整

體而言是有提升，但在學生個人成長上，課堂出席及投入小組討論之自我評量略有

下降，顯示學生學習持續熱忱較難維持。 

 

 

  

關鍵詞：整合式教學法、問題導向學習法、探究式教學、水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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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31 

 

樂高熱力學：開發職安/工安領域熱力學之樂高積木桌遊教案

與翻轉教室研究 

袁明豪 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開發以熱力學原理與職業/工業安全應用之樂高積木桌遊教案，評估傳

統講授教學、搭配影片輔助課程與樂高熱力學桌遊教案，以問卷調查分析學生參與

課程前中後之態度改變，分析不同技術物教案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自主學習力、翻

轉課程參與度之成效。創新設計之熱力學課程將分為基礎課程、影片輔助課程及樂

高熱力學課程，分述如下： 

(1) 基礎課程：以傳統課堂講課、習題作業、TA 時間檢討，以掌握基本物質熱力

學特性與查表能力，以匿名問卷方式評估學生課堂滿意度、以筆試進行學習成

效測驗。 

(2) 影片輔助課程：針對熱力學第一定律與第二定律之理論推導，以課堂講授搭配

影片輔助課程，以匿名問卷方式評估學生參與程度與其滿意度。 

(3) 樂高熱力學課程：以樂高積木做為實際工程模型，以分組設計題目與競賽方

式，瞭解熱力學在職業安全與衛生的應用，最後以闖關競賽成績與匿名問卷方

式評估學生參與程度與滿意度。 

 

 

  

關鍵詞：職業與工業安全、工程熱力學、樂高積木、遊戲學習、影片輔助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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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32 

 

主題式單元教學應用於能源管理課程 

李得元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是以新發展的教學模式應用於必修課「能源管理」，期能引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帶動學生的學習樂趣。其方式是將上課主題明確地分為五個個主題、邀請

專家學者協同各主題的教學或演講、設計更活潑的教學型式吸引學生更高的求知

慾。各單元均分三週上課，五個主題單元分別為能源政策、節能減碳、儲能技術、

低碳永續社區及低碳心生活；主題式學習的安排是由老師上課引導學生邏輯思辨、

藉由專家學者引入新知、戶外教學參訪或實務操作即是鼓勵學生行動學習，符合本

校「自主學習」的重點；藉由 Zuvio IRS(即時回饋系統)之預設問題回應與分組討論

的融入教學、單元式的學習設計與多元評量，符合本校「教學創新」精神。透過每

單元之教學評量(各 20 題) 、於單元上課前及結束進行前測與後測，了解各單元之授

課模式的教學效益；另設計 21 道題目於期初與期末進行全學期的學習成效問卷，用

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態度與知識認知、對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的了解。結果為各單元

前後測成績甲 / 乙兩班的進步分數分別為 T1(4.17/4.07) 、 T2(19.62/8.01) 、

T3(18.47/9.31)、T4(25.52/22.57)與 T5(26.8/18.06)，明顯地，甲班進步比乙班多，甲與

乙班五單元之平均進步分數分別為 18.9 分與 12.4 分。期初與期末的問卷中，有關九

大課程內容的認知之選項共有「很熟悉/曾聽過很多」、「認識一些/略知一二」、

「不是很了解」與「完全不知」等四項，期初選擇「完全不知」雖為少數、但在期

末時已無人選擇；選擇「不是很了解」的比例，期末比期初明顯的少很多；選擇

「認識一些/略知一二」的比例，期初與期末互有增減，但選擇「很熟悉/曾聽過很

多」的比例，在期末則明顯增加許多，學生對學期中所授予的知識明顯地增加了解

的信念。本課程於期初所期許的，以創新教學設計與教學改善方案，引導學生自主

學習、激發思考及鼓勵表達，以達到學、思、達等翻轉教學之目的，有顯見達標。 

 

 

  

關鍵詞：主題式教學, 能源管理, 學習即時回饋系統, 教學創新, 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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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工程 

編碼：海報 C-33 

 

互動式翻轉教學於普通物理學生學習成效之研究 

郭馨徽 副教授 

摘要 

         隨著時代的改變，學生學習的方式也和以往有所不同，互動式翻轉教學成為近

幾年學校逐漸推行的教學方式，跳脫了以往講、抄、背的傳統課程學習模式，利用

互動式翻轉教學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翻轉教室」乃為本研究計畫的重點，將

傳統式教學課堂中所講授的課程內容，改以事先錄製教學影片，讓學生能在家中或

是透過行動上網自學。原本教師在課堂上的講課時間，轉移到課前學生在家中完

成，而之前在家中的作業練習可以移到課堂進行，有問題隨時向老師提問。本研究

計畫以 2018 年秋季入學電機系大一新生修習普通物理學（一）為研究對象，探討實

施互動式翻轉教學對學生學習普通物理的影響。資料收集有：前測和後測、課堂觀

察以及期末問卷等方式。另外，在學期初將全班分為 8 個小組，以小組為單位規劃

設計物理專題實作並於期末時舉辦小型專題展，培養學生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

的能力。實際課堂中採用「雲端即時互動系統」輔助的「互動式教學」，藉由問題

的設計，誘發同儕間的相互討論、促進師生間的互動，進而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也能

及時掌握學生學習狀況。以期透過此教學創新研究計畫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進

而提升學習成效，培養學生具備因應未來變動的永續移動力，提高教育品質。 

 

 

  

關鍵詞：翻轉教室、互動式教學、主動式學習、行動式學習、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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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1 

 

數學遊戲教學素材開發與實踐研究 

蘇意雯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執行程序包含上、下學期兩部分。在上學期時，研究者諮詢相關教師

社群，進行課程開發及教案設計，完成一學期的數學遊戲教學素材。在下學期時，

研究者將所研發之素材進行教學實踐，從學生之學習評量檢驗教學成效。研究者規

畫古今中外具悅趣性之數學相關議題，藉由遊戲的包裝引領同學體會其中之數學意

含，並藉由教案及文章之講述，讓同學思索數學遊戲與教學之連結，以反思當前數

學教育議題。本計畫也安排數位學習素材，透過數學遊戲網站，傳遞教學內容，讓

學生從中學習。有鑒於魔術是時下頗具吸引力的議題，課程也規劃了數學魔術展

演，透過魔術新奇有趣的效果，引動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也希望數學魔術所具備

的娛樂性和挑戰性，啟發學生探索數學的慾望，消除學生對於數學的恐懼感。學期

中藉由數學教具實況主及數學步道等作業，讓學生能練習數位媒材的製作和報告分

享，期末請學生分組修改設計數學遊戲，進行實作，撰寫心得反思並製作海報與全

系學生進行成果發表。每周的學習紀錄表撰寫，可以得知學生對於上課內容之即時

反應，期末的學生意見回饋，修課學生也給予了正面的評價。研究者對於本課程的

經營及反思，希望能提供各階段數學教師社群參考使用。 

 

 

  

關鍵詞：數學遊戲、數學魔術、數位學習



107 年工程暨數理學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182 

 

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2 

 

文明、邏輯與美感視角下的大學幾何學課程-『數學史：文明

中的幾何』 

陳文豪 教授 

摘要 

         本研究搭配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數學史：文明中的幾何』的開設，於教學

現場進行行動研究，以探究學生的學習成效。這門大學幾何學『專業通識』課程運

用了『跨學系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並以幾何學概念發展史、基本理論與相關應

用為課程主軸。合作學習的設計使主修與非主修數學的學生經媒合配對分組，並且

以問題導向學習的模式，引導小組合作學習相關主題，以及完成期末海報成果發表

（海報主題包含：1.空間中的多邊形與多面體、2.窺探四維空間、3.眼睛所見的世

界：投影幾何簡介、4.彈性幾何學：拓樸學初探、5.泡泡與幾何、6.最協調的幾何

空間：球體、7.混沌理論與碎形幾何）。課程中並依循研究計畫構想，在各個階段

設計或安排相關活動融入課程之中，包括：影片欣賞與討論、實做體驗、校外參訪

（國際數學日活動）、專題演講、期末海報成果發表會等等。經由所設計的學前問

卷、各主題學習回饋單、小組活動報告、課程回顧問卷、課程鑑賞問卷等多種資料

的分析，顯示出課程規劃對於兩大族群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正面的助益，也達到使大

學生從文明、邏輯、美感三個視角來瞭解幾何學的計畫目標，故本計畫之研究成果

希望能提供大學數學相關課程設計之參考。 

 

 

  

關鍵詞：大學幾何學, 合作學習, 專業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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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3 

 

由迷思概念的探討改善學生在微積分課程的學習成效 

魏傳昇 助理教授 

摘要 

         本計畫的目的在探討學生在學習微積分時所產生的迷思概念。教師必須先了

解學生具有那些迷思概念才能適時導正學生的錯誤觀念，也才能進一步改善學生的

學習成效。事實上，微積分是大學數學教育的基礎課程之一，也正好介於高等數學

與中等數學的銜接處，也是從基本運算技能進階到抽象思考的過渡期。然而，學生

在這個過渡階段的學習往往無法適應，也經常在學習時產生迷思概念。在正常情況

下，學習微積分之前，學生理當具備基本的數學技能，才能進一步理解抽象的概

念。但，事與願違地，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學生缺少足夠的先備知識，這也正是

迷思概念產生的主要成因。由我們近兩年(106 及 107 學年度)所做的前測統計結果

顯示，學生在以下幾個先備技能的表現不盡理想(平均答對率在六成以下，有的甚

至不到兩成)，例如:區間符號的解讀、根式函數定義域的判斷、多項式的因式分

解、冪函數方程式的求解、不等式的求解、廣義三角函數的求值等。 

 

 

  

關鍵詞：微積分、迷思概念、先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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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4 

 

結合 GeoGebra 教具及雲端學習平台之雙變數微積分實踐教學 

林姿均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以本團隊自行設計研發的 GeoGebra 動態解析教具雲端學習

平台，搭配主題式工作單的教學策略下，探討學生在學習雙變數微積分的學習成

效。此動態解析教具學習平台不僅方便教師在教學現場將抽象的概念逐一地以具體

的幾何結構呈現出來。另一方面，學生可隨時操作此學習平台進行課前預習與課後

複習。工作單的內容聚焦在:等高線、偏導函數、切平面、梯度與一般型積分，以

及微分量與切平面的關係與應用。 

研究對象為理工科系三班學生，兩班級規劃為實驗教學組以及一班級為傳統 

教學組。收集學生筆試資料，以 ANCOVA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習成效顯

著優於對照組，實驗組學生的學習自信心也高於對照組。對於動態教具與工作單介

入教學，兩班實驗組學生都給予正向肯定，但對於透過學習平台的使用會提升自我

學習意願則給予相對保守的肯定。 

 

 

  

關鍵詞：雙變數微積分, GeoGebra 3D-動態教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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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5 

 

動態幾何軟體 GeoGebra融入技職生微積分課程之教學研究 

洪國智 副教授 

摘要 

         近年?，利用資訊科技優化數學教學過程的研究與實施與日俱增。這當中應用

在數學教學最廣泛的就是動態幾何軟體。本研究主要探討一種功能強大的免費動態

幾何軟體 GeoGebra，以及其帶來的微積分教學技巧之變革。我們致力於研究如何

以 GeoGebra為平台來優化技職生微積分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動態幾何;GeoGebra軟體;微積分教學技巧;微積分學習;技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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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6 

 

關於數學系高等微積分教學的新嘗試 

方向 教授 

摘要 

         考慮到台灣少子化問題，“一個都不能少”的策略顯得更加重要。高等微積

分通常有相當高的不及格率。本教學計劃的目標就是要開始一種 “一對一的大學

教育” 模式的嘗試。試圖解決之問題是，用最狹義的方式（或教學現場）說明，

是 “提高數學系高等微積分之理解程度與及格率”。廣義的方式理解，則是試圖

解決在數位普及的年代，學生的長時間專注思考的能力普遍下降的問題。本計劃試

圖培養學生在數位時代的深度思考能力。主要途徑為提供大量一對一輔導的機會，

以及自製個人化的電子互動式教材。 

 

 

  

關鍵詞：一對一的大學教育, 深度思考能力，電子互動式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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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7 

 

金融科技新教程之研究與教材開發 

俞淑惠 教授 

摘要 

         本計畫考量學生未來就業的需要、從業人員的觀察與意見、世界各大學的趨

勢、以及證照考試的變革等種種因素，結合財務金融、風險管理、機器學習、統計

方法與理論等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研究金融科技新教程並開發相關教材，以反應

近年來巨量資料分析及人工智慧在各領域中蓬勃發展，市場上相關人才需求遽增的

事實。本計畫涵蓋的範圍為金融科技新教程的開發，同時，修習相關課程的學生，

可以從中獲得巨量資料分析的相關知識，機器學習的分析方法等，這些方法應用層

面廣泛，並非僅僅局限於金融產業中。 

 

 

  

關鍵詞：金融科技、巨量資料分析、機器學習、統計方法與理論、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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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8 

 

R語言應用統計程式設計多元自主數位學習課程教學改進計畫 

蔡桂宏 副教授 

摘要 

         銘傳大學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系以 R 語言程式設計課程開在一年級。讓學生

能夠及早熟悉 R 的資料處理、基本程式設計理念與繪製各項統計圖表，學生於研

習此課程後就能順利延續後續的各項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相關課程。本計畫課程預

計以數位教學為主，希望透過數位化的科技，讓學習無遠弗屆，以手機也能夠進行

大部分的教學活動，不受時空的限制。透過可連網之行動載具可以讓課堂中教師與

學生角色翻轉，促使教學現場「教」與「學」間互動關係變得熱絡且緊密。在實施

上預先參照了教育部數位課程 8項規範進行設計與實際授課，並逐一進行檢討動態

調整，讓學生能有所依循，順利達成學習目標。課程的進行會設計各項多元學習方

式諸如說明會、作業、面授、線上輔導、單元自我練習及測驗、小考、討論、期中

期末考、線上同步及非同步教學、專題報告、作業解答與觀摩、程式範例研讀、期

中及期末問卷及檢討等等。達成維持學習動機、讓學習者與教材互動、師生互動、

同學互動、並進行學習評量等多元學習方式讓參與者都能夠完成自主學習的目的。

本課程共計有系上兩班分兩個學期個別實施、課程完成後將進行兩種課程間的比較

研究，也計畫送審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 

 

 

  

關鍵詞：數位課程、自主學習、多元學習、R語言、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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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9 

 

大數據分析的跨領域資訊學習 

林真真 教授 

摘要 

         大數據時代的資料搜集分析與預警建模能力，成為社會各行業重視的技術，

所謂的跨領域人才，除了專業知識外，很重要的技能是「大數據分析技術」（「資

訊技術」與「數據分析」）。「資訊技術」的跨領域學習，需要有教學整合的環境:

作業系統、資料庫、數據分析軟體。 

現階段，教師的教學，跨領域學生的學習的困難處，在於「資訊技術」整合上的困

難，尤其是應用實例教學。 

         本計畫設計一套『跨領域學習大數據分析的整合式教學平台』著重於認識

Linux 環境、學習安裝虛擬機、作業系統、 「大數據平台」以及統計開源 IDE 軟

體 Rstudio ，並介紹開源資料實務案例，提供跨領域教學使用，以加強大數據分析

的完整性與應用性,使跨領域學習者能透過該平台，實際了解並操作有關的統計運

算功能，加深學習印象，以提升學習效果。 

 

 

  

關鍵詞：大數據分析，教學平台，網路教學，跨領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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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10 

 

以互動式資料視覺化教學增進數理統計學習成效之研究---基於 

R 語言與 Shiny 的實作 

盧宏益 副教授 

摘要 

         數理統計是統計資訊學系多數學生深感學習困難的科目，除了課程內容中理

論推導上的艱深困難，其所伴隨的低學習成就感，常讓學生學習上遭受挫折。本研

究目的為使用 R 與 R-Shiny語言程式進行統計計算模擬，期能透過資料視覺化的呈

現，幫助學生學習抽象的數學概念，了解數理統計的相關理論意義，增進學習的成

效。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107學年度修習數理統計課程的學生，兩個班級的學生分

別作為實驗組及對照組，實驗組學生除了傳統數理統計的講授授課方式外，並輔以

R-Shiny 程式進行教學，對照組則僅使用傳統講授方式教學。研究結果發現，在實

驗組的班級中，在使用 R-Shiny 程式的動態圖表呈現數理統計理論所隱含的意義

時，明顯感受到學生較為專注。透過視覺化的呈現及說明，學生可以進一步連結所

教導理論的意義，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的學習成效優於對照組學生，尤其在機

率分配的單元更為顯著。而透過期末海報發表內容的設計與製作，學生可以同時學

習統計理論與程式設計。在成果發表中，學生除了可以練習口語表達能力外，透過

評分教師的提問，更能發現自己學習迷思，達成學習的目的。 

 

 

  

關鍵詞：R-Shiny、統計模擬、資料視覺化、數理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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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11 

 

應用數位教學工具輔助二技生統計學閱讀理解之教學實踐成效

研究 

林惠賢 教授 

摘要 

         隨著大學窄門廣開及少子化等因素，進入科技大學就讀的學生，行動控制力

越發薄弱，學習參與意願愈發低落，讓原本就要付出更多心力的統計學相關課程更

加不易有效實施，因此，如何增進學生統計概念的理解及自學能力、提高學生在統

計學課堂上的專注力與學習動機，進而養成學生不可或缺的統計能力更顯重要。本

研究採 A-B-A-B 撤回設計，並以二技學生為對象，探討應用數位教學工具輔助學

生統計學閱讀理解之教學實踐歷程與成效，包括探討參與學生在課堂專注力以及溝

通協調、團隊合作、複雜問題解決、獨立思辨、創造等 5C 關鍵能力的變化。期望

透過本研究能再次精進研究者己身的統計教學，更有助學生未來職場關鍵能力的達

成。研究結果發現應用數位教學工具輔助統計學閱讀理解教學方案後，修課學生課

堂參與度顯著提高，此外，在 5C 關鍵能力方面，修課學生在獨立思辨中的"評價"

子能力以及溝通協調能力上有顯著提升(p<0.05)，其餘能力並無顯著差異。因此，

本研究之教學方案對增進二技生的課堂參與度和關鍵能力確有助益，特別是

Kahoot!對集中注意力最為有效。 

 

 

  

關鍵詞：數位教學工具、統計學、閱讀理解、關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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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12 

 

提昇視覺傳達設計系學生程式語言能力之教材開發與評估: 第

一期 

鄭文彬 教授 

摘要 

         本計畫擬於兩年期間，以程式語言教學提昇設計科系學生分析能力為目標，

讓國內技職院校設計類科學生在養成過程中，了解行動裝置應用程式的開發概念，

拉近美工設計與軟體開發的距離，藉以提升其就業競爭力。本計畫主要工作為教材

開發。本計畫將利用 Python 程式語言，發展教學教材並應用在課堂教學上。學生

不需要事先學習語言語法，Python 強調程式碼的可讀性和簡潔的語法，可提升學

生學習意願。再配合視覺傳達設計系學生本身專業的美術設計及編排能力，並和其

他線上展示平台連結，建置自己的個人電子名片，提升設計專業領域創新及自我行

銷能力，培養學生成為專業與程式設計概念兼具之人才。 

 

 

  

關鍵詞：程式語言、Python、視覺傳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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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13 

 

利用設計思考與 3D列印改進實驗教材與課程教具 

梁世欣 副教授 

摘要 

         設計思考是以人性需求為起始，以兩次發散與收斂的作法，透過四個步驟—

觀察同理、定義問題、腦力激盪、原型試作，原型再經過多次反覆的修改，經千錘

百鍊所淬鍊而出的原型，才能夠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三 D 列印又稱堆疊積層製

造，是透過高分子聚合，層層積累出使用者原先設計的模型。此法讓原先得透過工

廠進行加工的產品變成可以先小規模試產。因此，我們盼望透過設計思考與三 D 

列印此二種方法的結合，針對曾經經歷過的科學實驗進行反思，探索科學原理的闡

述是否足夠清楚明白；輔以科學實驗的實驗教材或實驗教具是否有值得改進之處。

或者是現在的儀器設備已經能夠說明科學現象或是科學原理，但是尚未設計實驗課

程與實驗設備，我們將可以設計新穎的實驗教材及實驗教具來佐證。因此，我們預

計將開設新課程，課程名稱為「設計思考與三 D 列印」，師生共同建立改進實驗

教材與實驗教具的實施方案。透過師生共同參與、共同學習的方式，大家共同腦力

激盪，過程中，師生將共同體驗設計思考的操練，也將會習得 3D 列印軟體與三 D 

列印機的使用並考取三 D 列印工程師初級能力鑑定證書，最終完成 T 型人才的培

育目標。 

 

 

  

關鍵詞：設計思考、三 D 列印、實驗教材、實驗教具、T 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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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14 

 

透過科學史情境和後設認知鷹架融入遺傳學實驗教學培養學生

像科學家般思考 

廖麗貞 教授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結合情境式實驗、與探究有關的科學思考策略明示教學，發

展「模擬遺傳學家研究情境之實驗教學模組」，以探討對大學生在像遺傳學家般思

考能力上的影響。採行動研究，教學設計著重在模擬遺傳學家在做實驗時所面臨的

情境，以「傳統遺傳學」相關單元內容，結合與探究有關的科學思考策略明示教

學，其內涵包括閱讀遺傳學家的原始研究論文、小組對話討論、實際操作遺傳學家

的重要實驗等三種教學策略，以科學史體驗報告和實驗操作課程兩個部份進行教

學。採單一組前後測設計，以便利取樣選取臺灣南部某國立大學生物科技系二年級

38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男生 23 位，女生 15 位。研究工具則採用本團隊(廖麗貞、

林振欽，2016）編製之「像摩根般思考—以果蠅研究為例」開放性情境式問卷，施

測結果之評分者一致性信度為.85。將前、後測填答情況進行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

定，並輔以學習感受問卷，以瞭解實驗教學前後大學生在像遺傳學家般的思考能力

的改變。獲致以下結論： 

一、教學後大學生的像遺傳學家般思考能力有顯著提升。 

二、經此實驗教學後，學生在觀察、證據、提出假說、設計實驗、預測之五項思考

技能進步有達顯著。 

三、大學生認為科學史情境融入遺傳學實驗之教學模組有助於提升像遺傳學家般思

考能力。 

 

 

  

關鍵詞：大學生、遺傳學實驗、遺傳史融入實驗教學、像遺傳學家般思考能力、情

境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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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15 

 

透過理論教學與探究實作雙主軸，提升大專師資培育生問題解

決能力 

黃琴扉 助理教授 

摘要 

         本計畫主要目的為 「透過理論教學與探究實作雙主軸，提升大專師資培育生

問題解決能力」，其緣由是因為本計畫申請人從教學現場發現大專師資培育生的學

生方式多著重理論的背誦、題目的演練，缺乏探究式課程的實務操作、缺乏問題解

決之知識統整能力；再從傳統科學教育領域的傳統師資培育課程來看，大多數也是

講述式授課方式，對於大專師培生的探究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著墨不多，因此透過

理論教學與探究實作雙主軸課程的創新設計，提升大專師資培育學生的問題解決能

力。本計畫執行之課程為「科學教師研究理論與實務」課程，透過學生的試教歷

程、教案產出成品與問題解決能力問卷前後測質性與量化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修課

學生的實務教學能力提升、問題解決能力提升，並可獨立產出個自的教案與教具作

品，其中一項作品於 108 年榮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頒發之新型專利作品(已核定，

發照中)。 

 

 

  

關鍵詞：師資培育、問題解決、探究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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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16 

 

建置微積分數位教學助理來執行微積分教學實踐 

林仁彥 副教授 

摘要 

         近年來學生對於微積分的熱情降低，嘗試重新燃起學生的熱情是刻不容緩

的。近期主持人在科技部計畫中，建構一個線上測驗的平台，提供給數值分析的學

生進行線上測驗。本計畫期待把線上測驗平台轉化成數位學助理平台，學生可以利

用此平台來取得模擬測驗卷、可線上觀賞重要題型之解答過程影片；另一方面，已

經修讀完微積分的學生也可以利用這個計畫來進行微積分精進，藉由解答影片的製

作，了解更多微積分相關知識。所以本計畫討論對數位教學助理對於微積分修課學

生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微積分、數學教育、線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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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17 

 

微分幾何課程教學改造與學生興趣提升之研究 

李國瑋 助理教授 

摘要 

         本計畫之成果首先將說明該課程的整體設計原理，包括教材的製作、教案的

開發、教具的使用等，並說明如何運用在課堂之中。與前一屆修同一門課程的學生

做為對照組，利用期中考、期末考以及問卷等方式比較兩屆學生因為同樣的課程內

容下，因為不同的課堂呈現方式之下，是否有達到顯著的學習成效以及興趣的提

升，並整體回顧及反思在未來的課程上該如何進行調整。 

 

 

  

關鍵詞：微分幾何、教案開發、教具使用、學習成效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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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18 

 

普物與實驗之教材教法研究：厚植基本功力，促進波動學習 

邱韻如 副教授 

摘要 

         有鑑於大一理工科系學生入學時的數理程度日漸低落，本研究培訓助教團

隊，輔助程度低的同學打好數理的基礎及提升學習的動機，以作為學習進階課程的

基礎。 

         本教學研究的主題設定在大一普物及普物實驗的波動單元，包含簡諧振盪、

波動與聲音。整學年的課程分為三階段。階段 A 主要的工作包括：銜接高中物

理、引導正確掌握閱讀原文書的方法、熟習三角函數的特性及各種運用、練習紙筆

推導物理等。在基本功厚植後，期中考後的階段 B，則以多元方式學習本研究的主

題—波動，包括設計各種探究式的學習單、帶領學生把數學表示式和波動圖形連結

在一起、熟悉與掌握波的各種特性；透過實驗課再次加強普物課所學，透過實作讓

學習能深化；指定學生利用軟體或程式進行動畫的設計，以深入瞭解波的特性。有

了階段 B 波動課程的基礎後，才有足夠能力掌握階段 C 的進階課程，包括電磁

波、光學、RLC 交流電路、相位、薛丁格方程式等等。階段 C 不列入本研究的成

果評估。 

         從學生上課的表現、學習單、作業、動畫模擬作業、實驗報告、期中期末考

等等，顯示助教團隊介入輔導及各種相關的教學設計，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 

 

 

 

  

關鍵詞：物理教學、波動、教學輔導、動畫、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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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19 

 

大學普通物理實驗教學改進研究計畫--自造物理實驗課程發展 

葉聰文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希冀透過改進大學普通物理實驗課程的內容及實施方式以培養未來的

物理科學自造者，透過實際建造實驗儀器的過程以培養其創造、發明、探索等能

力，並透過做中學進行建構式學習以培養主動探究學習的能力， 同時學習如何運

用當代網路資源、3D 列印機、資訊器材進行創新設計，以培育運用資訊科技解決

問題的數位製造能力。課程內容將以數位製造工具及開源電子控制器為工具發展

18 項自造物理實驗教材。教材內容涵蓋：數據分析方法、運動學實驗、力學實

驗、波動學、光學等。發展完成教材希冀能提供其他大學作為改進普通物理實驗課

程的參考。 

 

 

  

關鍵詞：普通物理、普通物理實驗、⾃造者、3D列印、建構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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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20 

 

電腦模擬改進普通物理實驗 

吳秋賢 教授 

摘要 

         有些物理觀念例如電場、磁場是比較難以理解。因此有許多報告指出利用電

腦模擬可以有效地幫助學生學習抽象的物理觀念。本計畫我們主要探討學生利用電

腦模擬幫助學習學習物理實驗的學習成效。我們使用的模擬程式語言為 Vpython，

它是一個相當有功效和有用的程式語言，可以很容易的展示出二維、三維圖、向量

和數值模擬。利用此語言的主要好處是它可以容易地被使用，即使對沒有用過的學

生亦然。 

         本計畫我們教學生如何編寫程式，學生成功地在做實驗前先利用自己所寫的

程式模擬所要做的物理實驗，模擬物理系統劃出三維圖。本計畫學生利用自己撰寫

的程式模擬了電場、駐波、光的繞射和干涉等等。根據學生的問卷反應，約有百分

之八十的學生表示程式撰寫模擬對於他們學習物理原理是有正面的幫助。因此可以

知道對於沒有程式撰寫背景的學生，此程式模擬的教學方式也是適合的，程式模擬

也可以幫學生對於物理實驗的學習。 

 

 

  

關鍵詞：普通物理實驗，電腦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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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21 

 

設計性研究式物理實驗 

黃旭明 副教授 

摘要 

         傳統的物理實驗教學教學方式為學生依照商業設備的操作手冊，漸進地操作

實驗。有便於管理和成功績效的優點，由於整體的系統已經經過了專家們的設計和

調整，整個實驗過程除了設備損壞之外，幾乎不會有任何的問題產生，所有的成果

也都是幾乎完美地符合課本上的理論。然而，食譜式的操作模式讓學生對於實驗細

節的概念較不清楚，容易導致食譜是操作的模式。這對於利用實驗操作來驗證科學

原理是一個潛在的阻礙。這個計畫我們試著讓學生自行設計和架構實驗架構來驗證

科學原理。讓學生能夠在實驗的設計和操作過程中，主動發掘實驗操作產生的問題

並思考該如何提出相對應的解決方針。不同於傳統的物理實驗教學是注重在實驗成

果的驗證。這個計畫主要是裡用問題導向學習法，讓學生能夠實驗設備改進的過程

中，去學習相對應的解決方針並讓試著調整這個實驗架構的細節來讓整體的實驗架

構和量測結果能夠達到最佳化的結果。 

 

 

  

關鍵詞：設計實驗, 食譜式操作



107 年工程暨數理學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202 

 

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22 

 

混合動態式教學法對普通物理學習興趣與成效之影響 

李佳榮 教授 

摘要 

         本研究計畫之主題為『混合動態式教學法對普通物理學習興趣與成效之影

響』，計畫時間為一年，主要目的為改善目前大學普物教學普遍既有成效不彰之制

式化(被動式)學習方式(即完全由老師唱獨角戲)。 為達此目的，本研究計畫於教授

普通物理期間，咨請具備國外理工教育背景之專家幫忙設計課程方式與授課流程，

包含設計於不同時機施以混合式動態教學活動，分成幾個步驟如每一主題開始以欣

賞重要物理歷史典故之教學影片(配合適當時機講解)引導學生進入學習狀態、邀請

學生上台參與實際物理實驗之演譯(事前設計實驗)、物理模擬軟體動態影片引導與

過程分析、主題重點講解與分析、分組討論與論辯(事先設計關鍵物理問題)、實際

演練與分組競賽作答有趣習題、實施學生自我評量等方式，希望突破現有呆板式被

動教學方式，藉由上述課程突破方式，高度提升目前理工系學生必修普通物理課程

之學習興趣與效率，藉此計畫希望最終能翻轉目前大學理工教育既有之刻板教學法

與培養具有高度自主且主動思辨能力之理工人才。 

 

 

  

關鍵詞：普通物理、被動式學習、理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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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23 

 

程式模擬融入普通物理教學 

林宗泰 教授 

摘要 

         在 AI 世代，溝通是工作的基本能力，不僅是人與人溝通的語言能力，人與機

器溝通的程式也是必備能力。有鑑於此，本計畫希望以理工科系學生必修的普通物

理加入 python 程式模擬語言，讓學生具備程式編譯的能力，同時也可以幫助學

習，所以課程的安排，則需要縝密的規劃，方不至於影響到普通物理的教學進度，

所以需要做更進一步的學前與學後的問卷，以了解學生對程式崁入普物教學課程接

受程度，以便調整教學內容。作為往後全面實施程式語言崁入普通物理教學的依

據。 

(一) 引導學生善用電腦計算能力，將電腦作為學習工具。並擺脫”標準答案”的

學習習慣。 

(二) 讓學生從模擬中學習物理。 

 

 

  

關鍵詞：python程式模擬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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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24 

 

以科學演示專題課程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王昌仁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以物理演示作為課程主軸,藉由學生自己設計科學演示的過程來達到激

發學習興趣與統整所學習的科學知識等目標.本課程的實施方式以討論為主,以別於

傳統偏重老師單方面授課的方式.課程的前期以類似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的方式來進行。課程的後期則讓學生集中心力於演示題目的實際

設計與完成。因為是以討論為主的授課方式同學明顯比較會專心於課堂的學習。而

對自己所選擇的演示主題在與老師與同學的反覆討論中顯然增進了同學對自己選擇

主題的瞭解, 甚至修正了原本以前對部分物理觀念與知識的迷思認知。在期末,修課

的同學一起參與帶領了一個高中物理營隊, 實際將所設計的演示運用在科普活動

中。這些成果已達到本計畫初步的目標。 

 

 

  

關鍵詞：物理演示,問題導向學習,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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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25 

 

物理研究之批判性思考與辯論的學習歷程與成效 

駱芳鈺 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針對「物理研究之批判性思考與辯論」課程，發展探究式物理思辯課

程的教學方式，記錄選修學生的學習歷程、探究教學成效，並找出幾項學習檢核與

評量的要項和指標。學生於課程中透過實作、報告、互相評論、參與競賽和展演活

動、小論文寫作等方式，培養實作探究、邏輯思辯與表達溝通的能力。授課教師透

過進度報告與即時回饋、學生的學習成效紀錄、學生自我檢核成效、助教的回饋、

競賽與展演活動之評審意見等方式，了解教學與學習落差與教學上盲點，進而調整

教學方法。經過兩學期的課程，授課教師發展出物理思辯課程的教學架構，找出課

程各個面向之學習成效檢核與評量的要項和指標。 

 

 

  

關鍵詞：物理的批判性思考與辯論、實作探究與邏輯思辯能力、學習歷程、教學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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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26 

 

利用程式邏輯問題導向學習引導學生參與科學服務與教學助理

養成之研究 

蘇炯武 教授 

摘要 

         本計畫強調以程式邏輯之訓練進行人才培育，培育出具有思維能協助系所發

展的大學部學習助理及教學助理，同時透過教學設計讓學生具備自我反省的能力能

實踐在學生身上。在創新課程的發展上，透過學校主持之高教深耕計畫並行之輔

助，提出以問題導向學習法進行數據資訊控制技術的技術方案解決（結合計算機在

物理之應用及儀器程式控制與物理課程），培養下一代智慧導向的人才紮根培育。

透過反思及學習量表自我檢測學習的步驟，隨時檢討自我學習之進度，參與問卷的

施測對象為一個班級人數約 20~50人，表現良好者將薦送學習助理培訓計畫使其成

為基礎課程輔導種子教學助理。 

 

 

  

關鍵詞：程式邏輯、問題導向、學習量表、學習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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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27 

 

施行探究式教學於師資生實務社群對職前科學教師專業知能之

影響-以「物理教材教法」課程為例 

林建隆 教授 

摘要 

         本計畫採行動研究法，擬針對選修物理教材教法課程的師資生，組織實務社

群，並組織研究團隊教師，研發探究式教學模組，探討發展與施行探究式教學模組

過程中，可能遭遇到的問題與解決策略及對師資生專業知能之影響。教育部即將於

108 年施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其中探究與實作為物理與自然領域培養

中學生科學核心素養之重要教學策略。近年來對於探究式教學的研究，發現能有助

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習動機等，但迄今大多數的中學自然科教師，對如何進行探

究教學卻仍然不熟悉。此外，學習是一種參與，讓師資生在親身探究情境中學習，

透過社會互動過程即能有所成長，透過實務社群的參與，師資生可進行實務問題討

論與解決，提升教師專業知能、生涯探索與社會責任等各方面表現。因此，在十二

年國教課綱即將啟動之際，為能提供師資生透由實務社群，培養具備探究式教學概

念與實務經驗的科學核心素養，是當務之急，已刻不容緩，頗值得深入進行研究。 

 

 

  

關鍵詞：探究式教學、實務社群、師資生、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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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28 

 

整個課堂都是學生的主場: 化學課程的教學實踐 

羅義興 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學思達教學法對學生化學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之影響，因此

本研究具體的研究目的有：(1)探討實施學思達教學對學生化學學習動機的影響；(2)

探討實施學思達教學對學生化學學習成效的影響；(3)探討學生對學思達教學法的

感受。 

 

 

  

關鍵詞：化學, 動中學, 學中動, 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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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29 

 

微生物及化學跨領域創新教學法上的開發 

何美霖 教授 

摘要 

         此次計畫題目是「微生物及化學跨領域創新教學法上的開發」，分別在化

學、材料及微生物領域教材與實作課程的開發。題目(一)為了增加學生對奈米化學

的興趣，我們自編一套實驗教材，讓學生學習軟性奈米材料的合成及應用，並在實

驗前後以問卷施測及考卷檢視此教學法的成效。課程中製備奈米銀漿，在濾紙上印

出軌道圖案，將奈米銀漿滴於其上，分別以光燒結與熱燒結法進行材料導電性優化

及比較，再組裝電池、發光二極體及小火車，最後當小火車通過奈米銀漿的軌道

時，因通電而發亮。施測結果七成學生認為這是個有趣的教學方法，可以更認識奈

米材料；實驗前以投影片講解並施測，實驗完成後再測驗，學生的平均分數也較實

驗前高。因此實作課程在教法改良上結合了實用性，在過程中提升學習的興趣及增

加學習成效。在題目(二)中我們以市售的副乾酪乳桿菌(Lactobacillus paracasei 32, 

LP33)為例，觀察 LP33 益生菌在不同溫度下菌的活性變化及菌數計數，益生菌一

般是放置冰箱冷藏(4 oC)保持安定性，而 37 oC 的溫度則是與人體及腸道溫度最為

相近。因此在實驗中同時以兩溫度做比較，分別使用 WST-8 分析益生菌代謝活性

(ELISA 讀數器測量益生菌在此二溫度 450 nm 的吸光度)以及利用平板計數(plate 

count)肉眼觀察實際菌落的數量。從兩個實驗數據可以讓學生看到及量測到溫度對

於益生菌的活性的影響。 

 

 

  

關鍵詞：奈米材料、銀漿、高年級大學生、實作課程、益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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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30 

 

補充教材的內容選擇與多媒體簡報影片製作 

曾文哲 教授 

摘要 

         本計畫的目標是針對近年來本系所面對的學習成就與學習動機落差很大的同

學，造成教學執行的方向上無法顧及全面，因而企圖以補充教材來進行補救。具體

措施是提供兩套補充教材（錄製成多媒體簡報影片），分別針對目前在教學實踐上

我們所面對的困境。首先為了讓學習動機明確，學習成就較佳的少數同學不至於因

為遷就多數同學的進度而發展受限，我們設計了一套「系統的觀念」的教材，幫同

學們建立當面對的問題需要以超越「質點」模型來描述且處理時，所需要的「系

統」的觀念與性質。另外，針對在普物力學與理論力學裡，對於位能項的理解與使

用上的一些差異的釐清。再者，也企圖連結力學與熱學間的系統觀念，讓兩個次領

域間能量的觀念能有較順暢的過渡。另一方面，在電磁學與理論力學裡需要大量使

用的向量代數與向量微積分帶給同學們的困擾主要來自於其所牽涉到的公式之複

雜，對此我們也設計了一套「Levi-Civita 符號」的教材，利用門檻很低的窮舉法，

讓同學理解 Einstein notation、Kronecker delta、以及 Levi-Civita符號的定義和運算

性質，再來應用它們推導出向量代數與向量微積分所需要的運算公式。這部分是較

易取得學習成就感的補充內容，用以提供同學另一種途徑來處理接續學習的工具為

誘因，希望能養成同學自主學習的能力與習慣。 

 

 

  

關鍵詞：補充教材,自主學習,多媒體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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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數理 

編碼：海報 D-31 

 

科學史哲融入課程暨學習者心理影響之研究 

莊沁融 副教授 

摘要 

         科學的發展造就出現代文明的面貌，而在台灣的工作環境氛圍中，造就理工

科系成為學生的熱門選擇，但是理工科系的課程偏重科學知識的教學，卻忽略其科

學發展的歷史與背後隱含的思考哲學，許多學生縱使有優異的成績，卻對其根本的

數學、物理、化學無感，甚至挫折。本研究的初衷為提升學習動機，將探討如何將

科學史哲融入大學的專業課程，並探討此方向具有哪些具體的作法？此教學改變對

於認知表現有何影響？對於情意表現有何幫助？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以一個學

期作為一個教學循環，將科學史哲融入大學理工科系專業課程，不斷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反省教材內容。經過規劃→行動→觀察→反思的循環特性，解決教學實務的

問題，提升學習成效並改善教學品質。經由研究發現大部分學生喜歡將科學史融入

專業課程的教材設計方式，並能促進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動機，但從學習回饋單中可

發現學生對於科學史的背景知識缺乏並缺少科學哲學的思辨經驗，為避免學生只當

作故事消遣，應加強科學史哲的評量。而在有限的授課時間中，以專案的型式設

計，適合大學課程使用，結合數位多媒體的方式，是一個兼顧學習成效與素養提升

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科學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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