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三

教學行動研究計畫書

計畫書內容至少應呈現下列資訊項目說明，相關敘述以 3~5 頁撰寫為原則。
１．現況教學與背景介紹
因為創作力開發是人力資源發展中極重要的課程，人類相信文明始於創造，成之
於創作，創作力表現將會直接影響人類對問題的解決模式和方法，進而推動科技、創
造和學習理念的革新，無論是生活科技或藝術的創造，都帶給我們生活上的便利與品
質的提昇。然而創作力教學方式亦有別於一般由教師主導的講授學習模式；問題導向
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的教學特色在於以小班教學，及小組團隊討論方式
進行，早在 1960 年代初即開始興起於醫藥學院，至 1990 年幾乎有 40％的醫藥學院採
用問題導向學習，而在美國工程學院有約 50％課程教學採用此模式 (Aleman, & Lopez,
2000)，相較於傳統以教師為主導角色的方式，這樣的教學模式更具教學的彈性及啟發
性。尤其在醫學及藝術和科學的學習上師生學習互動更具教學相長的意義。

２．研究動機與目的
目前 PBL 教學法已漸漸在其他教育專業中推廣開來，本計畫將透過此教學系統，
應用與評估在技職教育下的適用性和研擬對不同領域之相對配套措施，希望由此計畫
獲得具體的成效，並建立一可供其他教學專業的參考依據。
因此，本教學行動計畫試圖將問題導向學應用在資訊工程專業選修課程上,並建構
資訊科技領域之網路課程內容，進而評估其實施成效。傳統式的 PBL 如能配合網路科
技，將會如虎添翼，學生更能隨時隨地(Any Time and Anywhere)獲得 PBL 的資訊。在
教學行動計畫中，先以「行動計算」之行動應用專題實作為主要課程內容，配合學校
e-III 數位學習平台進行網路式的 PBL 教學，可即時而有效地管理各類課程文件，可進
行線上討論與輔導，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３．研究問題為何？
關於 PBL 的環境塑造，以教學系統設計(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的觀點而言，必須
經過分析、設計（課程）
、發展（教材）
、實驗（教學）
、評估（成效）等程式。由 Biggs（2000）
對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價值認知的詮釋，可以從其構建的理論架構
瞭解，不同的教學方式對專業知識與非專家知識成長，有極大的關係。另方面 Barrows(1986)
將教學方式由 「教師主導」至「學生主導」概分成幾個型態：（1）演講;（2）個案解說;
（3）個案研究;（4）問題解決;（5）問題導向。其中「個案解說」與「個案研究」之異同
處是兩者皆以個案為課程的知識來傳達知識，但「個案解說」是由教材的固定個案作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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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個案研究」則是由學生準備資料、課堂討論，然後做決策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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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教學方法與參與性對知識發展的影響（洪榮昭, 2000）
如圖一所示問題導向學習的應用以高參與性的學生最能產生知識價值，縱軸是指團隊
創造活動的參與性高低指標，橫軸表示團隊互動之各種模式，中間的實線曲線為專業性
（Professional）產出能階，虛線為非專業性（non- Professional）產出能階。其知識價值層
級包括: 知識記憶、知識理解、知識應用、知識類推（舉一反三）
、知識創造，及理論建構
等六項層次。其中低參與（lower engagement）度的團隊; 聽命式團隊之研發人員多以「記
憶知識」的產出為主，反之若屬高參與度團隊，知識的產出會傾向「知識理論」建構，尤
其以專業性的問題解決會議最為明顯，由此可見在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模式下，問題解決
的分享活動應會有較好的學習成果與理論建構。
因此，本教學行動計畫試圖將問題導向學應用在資訊工程專業選修課程上，先以
「行動計算」之(1)技術論文主題研讀與分享，以及(2)期末行動應用專題實作為主要
實施內容，配合學校 e-III 數位學習平台進行網路式的 PBL 教學，即時而有效地管理
各類課程文件，並進行線上討論與輔導，以提升學生的實作能力與學習成效。

４．文獻探討
在知識經濟發展會議所討論培養學生創新能力的具體措施，討論規劃創意思考及課程
方面有幾個執行事項：
（1）各級學校增設與創新能力培養有關之課程或活動，鼓勵多元創
意課程設計（2）組成創意課程教材編撰小組，編寫製作創造力培養教材（3）辦理創意教
學活動設計比賽並將成果上網。若從日本東京工業大學清水優史（Shimizu,1998）規劃工科
學生創造力培養而言，以上第（3）項可以帶動第（1）
（2）項之落實與執行。以日本為例，
其設計的自動化專題設計比賽，結合了 MIT、東京工業大學、法國大學、漢城大學…大學
在大二開設同樣課程並以自動化專題設計與製作為考核學生創作力的依據，在問題導向學
習課程上以基礎工學與電學為核心領域，且以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來培養學生創意思考與
設計能力，並於實際教學及競賽中發現，可見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模式有助於產生創新思考之學習。
假設把科技創作定位在以「人」為中心的角度來看創作力的培育，培養「以人為本」
的各級學校無可避免的必須思考如何提昇學生科技創作力的課題，尤其是在科技學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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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更是當務之急。創作力的教學模式與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方法有別，必須以觸動
學生思考能力並誘導其解決問題技巧為主軸，在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互動上，需要更有彈性
及靈活度的溝通，而問題導向學習在這方面被認為極具潛力，因而本計畫希望以其理論架
構應用在對不同科技領域的課程，並溶入創造力教學之實驗或競賽方式，以達成對基礎創
造能力學習效果的提昇。
問題導向學習的理論基礎，可從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學者觀點瞭解，
知識的形成除了依賴個體內在理性的邏輯的思考外更應注意諸如社會的、文化的、及生態
的諸項外在因素，亦即個體的認知活動是其所處的情境脈絡相關因素彼此交互影響下完成
建構的(胡志偉 民 86；黃萬居 民 86)。再者，與傳統式教學觀點所不同的是，馬斯洛(Maslow)
等人本主義學者提出學習動機論點，從人類心理的五大需求中瞭解 ( 張春興 & 林清山 民
78)，學習者與教學者間的互動會受到彼此價值觀的影響。問題導向學習在團隊小組學習模
式下，會使學習者產生隸屬及被尊重的需求，而學習中的自評和不斷的修正改進歷程則能
使學生體驗自我實現的需求，因此問題導向學習於實際應用中應可採用“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學生藉由團隊小組的方式，針對指定的問題進行合作學習，老師
則是輔導者與教練的角色，如此將可整合問題導向及合作學習的效果，以提昇創造力教學
的理論基礎、原理、教材、及實例，將其教學模式帶入更有效和更有彈性的互動中(Slavin,
1990)，且亦可從規定其｀遊戲規則＇，及明示學生於團隊中應有之溝通模式，期待師生能

在愉快、互助的團隊氣氛下進行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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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預計採用方法（參與人數，課程活動設計，進行程序，測量工具）
本教學行動計畫將「問題導向學」應用在資訊工程專業選修「感測網路」課程：
(1)技術論文主題研讀與分享，以及(2)期末感測網路應用專題實作為主要實施內容。
參與人數：預估 24 人
課程活動設計：
(1)技術論文主題研讀與分享;
(2)期末感測網路應用專題實作。
同一主題：大學部：4 人一組。一起進行 PBL 教學與實作。
進行程序：
(1) 資料蒐集與討論；
(2) 分組期初報告(確認主題與方向)
(3) 技術論文主題研讀；
(4) 期中報告與檢討；
(5) 感測網路應用專題實作。
(6) 期末成果報告、分享與回饋；
測量工具：
問題導向學習評量重點與進行程式之關係中發現，個人學習歷程和團隊合作間的影響因
素，會因各實施步驟產生不同的評量重點，尤其團隊中成員間誰的貢獻度最佳，有時亦很難
以確認，因此本計畫將針對個人與團隊兩者進行評量; 其中對個人方面主要評量其理論知識
學習力、責任心及組織分享力；對團隊方面則評量其設計進行實驗或調查作業實踐力、專案
實作力及作業修正力，將來再評量與教學成效時將以此作為參考依據，設計和發展評量表與
學習單。
關於評量的方法，理論知識學習力可以依傳統紙筆測驗或電腦輔助測驗來進行。個人的
責任心可以依其出席及參與頻率之高低作為評量依據; 團隊分享的表現是評量團隊互動之參
與討論發言的頻率; 作業實踐力是評量作業與進度的完成之質與量；專案實作力是評量專案
完成的功能與創新性; 作業修正力是評量作品或作業上是否具精益求精的表現，而這些評量
內容與方法之比例分配亦是按問題解決的性質、範圍而定。根據 Aleman & Lopez（2000）的
分析，期分配比例可暫定為: 理論知識佔 40％、責任心佔 10％、知識分享力佔 10％、作業實
踐力 5％、專案實作力 15％、報告品質與修正 20％是比較恰當的。茲將評量內容、方法與比
例對照分析列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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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問題導向學習之評量內容、方式與比例
個人表現

團隊表現

評量內容
理論知識學習力
責任心
知識分享力
作業實踐力
專案創作力
報告與修正

評量方式
比例
紙筆測驗（CAT）
40％
出席與參與率（按進度學習與團隊互動） 10％
發言的頻率與內容深度
10％
按進度做完作業及品質的要求
5％
功能（應用）性及創新性
15％
作業或作品的精益求精
20％

*以上內容、與分配比例將依實際情況與計畫執行需要做調整。
總而言之，問題導向學習在精神上是以情境學習為基礎，由學習者個人的努力與團隊合
作學習來產生新想法、新觀念，是知識創新中極有效的互動學習方式，學習者在此模式下，
將被要求面對真實問題，進而嘗試解決問題，在教師的參予和鼓勵的互動過程中，變得能依
問題內函進行學習、思考與合作的創意者，且具備遇到問題愈難時則愈挫愈勇的能力。

６．預期成果
本教學行動計畫將「問題導向學」應用在資訊工程專業選修「感測網路」課程：
(1)技術論文主題研讀與分享;
(2)期末感測網路應用專題實作。
並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執行，完成下下列事項：
1.研究成果書面報告，
2.成果投影片，
3.參與全校教學行動研究成果報告與研習活動，
4.同意將成果展示學校網頁。

７．預定執行進度
第 4 週~第 6 週：

(1) 資料蒐集與討論；

第 7 週：

(2)分組期初報告(確認主題與方向)

第 9 週：期中檢討與回饋
第 6 週~第 10 週

(3) 技術論文主題研讀；

第 12 週~第 13 週

(4) 期中報告與檢討；

第 12 週~第 16 週

(5) 感測網路應用專題實作。

第 17 週~第 18 週

(6) 期末成果報告、分享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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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網路 PBL 學習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規範
1. 各組請繳交期末報告，包含：
(1) 整組 PBL 學習成果呈現(各階段)；
a. 各組於報告後請上傳 PBL 問題回答, 與簡報資料(含分組與個人)
b. 條列簡報時教師建議事項(修正建議與加強研讀)
c. 修正後之 PBL 問題回答, 與簡報資料
(2) 整組個人「PBL 學習的回饋與反思內容」之彙整；
每人填寫「感測網路課程 PBL 心得報告(回饋與反思)」一份；
(3) 簡報一份並於課堂分享。

 期末 PBL 教學問卷題目(學習要點 So What)
極同意 同意

尚可

不同意 極不同意

1. 進行「PBL 教學」前，我被清楚學習主題的內容。

□

□

□

□

□

2. 我認為「PBL 教學」對我而言是有意義的。

□

□

□

□

□

3. 「PBL 教學」後，有一些新觀念與學習態度正在成型 □

□

□

□

□

□

□

□

□

□

5. 「PBL 教學」過程中，我能專注且認真的完成工作。 □

□

□

□

□

6. 「PBL 教學」能提昇我對學習主題的掌握與了解。

□

□

□

□

□

7. 「PBL 教學」體驗後，對自我學習是有助益的。

□

□

□

□

□

4. 「PBL 教學」過程中，我有被尊重的感覺。

8. 我從這些過程中學習到什麼？對我有什麼意義？我對所見所聞有什麼感想？

 期末 PBL 教學問卷整理
1. 問卷整理(第 1~7 題)
極同意

同意

尚可

不同意

極不同意

1

33%

28%

0%

0%

0%

2

22%

33%

6%

0%

0%

3

33%

28%

0%

0%

0%

4

28%

33%

0%

0%

0%

5

28%

33%

0%

0%

0%

6

39%

22%

0%

0%

0%

7

39%

22%

0%

0%

0%

100%
90%
80%
70%

極不同意

60%

不同意

50%

尚可

40%

同意

30%

極同意

20%
10%
0%
1

2

3

4

5

6

7

問卷整理(第 8 題)
A.

B.

C.

D.

E.

F.

G.

H.
I.
J.

在學習的過程中，使我了解到底什麼是無線感測網路，以及其省能的方法。除了瞭解他人
演算法的基礎架構，也學會去思考該如何改進和無線感測網路分群的實作。雖然說本身是
走影像的，但在閱讀 paper 的過程中還是能有收穫(如:社會性昆蟲演算法)，雖然說當前還
沒有頭緒如何整合該方法，但至少我是有增長知識的。對無線感測網路節能路由的感想是
其是一種非常有趣的研究議題，或許因為成本考量而無法廣泛應用節點，但若用其他東西
取代節點(如:手機)，那其可應用層面還是相當廣泛的，那麼該省能機制就更顯其價值。
我從這些過程中，學習到了不一樣的學習方式，並從小組討論中，聽到了不一樣的想法，
分享了自己的想法後，並討論這些分享的知識，讓我收穫良多，吸收到許多平時吸收不到
的知識，也讓我體會到不一樣的想法與看法，並探討所提出來發法的優、缺點，這對我來
講，格外的重要，因為我在學習的旅程中，很少去和別人做一個討論的動作，所以獲取的
知識有限，並會造成單方面的認識，經過這次的小組討論後，我聽到許多不一樣的聲音，
也讓我的思考變的更多元化，使我學習到更全方面的思考。
從感測網路這門科目裡，我學習到了何謂感測網路，以及感測網路的運算模式，像是何謂
漫遊，漫遊的流程，以及無線網路等知識。這不但增加了我的知識，也解決了我之前有關
手機網路上的使用時的困惑，並且對我以後尋找有關感測網路方面的工作有所幫助。我對
上課的所見所聞，才發現原來感測網路並不是那麼的簡易、容易運作，往往背後有龐大的
資料以及高複雜度的運算，不能只單看表面，其背後有很深很重要的意義。
在問題討論中，我發現每個人看待同一個問題都有不同的觀點，綜合所有人對看問題的角
度，我發現這個問題被剖析得更透徹，也較詳細，經過這次的討論，讓我以為我懂得問題，
其實還可以更加瞭解他的意思。
真實的了解到自己的語言表達能力很差，無法用更好的詞彙來表達自己真實的想要傳達的
內容，要改善這個問題只能不斷的報告，從報告中慢慢學習，如何表達才可以簡單的帶領
聽眾，了解重點。
學習找尋資料以及學習如何整理資料與呈現這些資料，在來就學習討論時發表自己的意
見，以及想想別人的意見，有沒有值得參考的地方，畢竟自己的想法是有限的。如果借由
討論結合大家的想法或許可以找到不錯的點子，大家一起討論還有一些好處就是可以認識
一下別組的成員，雖然是同班，畢竟還不熟，研究所就感覺大家都會忙自己的東西，跟大
學就不太一樣，因為必修課程不多。
在感測網路課程領域裡面讓我覺得學到另外一門不一樣的課題。例如無線的傳輸協定，或
是在團體裡面的溝通和討論。這一些都讓我學習到不少的東西。本次的課程當中我所看得
東西還沒有很多，相對於課堂上吸收的知識也沒有完全的瞭解。不過至少有試著盡力去嘗
試作一個感測網路的架構出來，這一點到是有成長不少。
體會不深刻，如果要說學習到什麼，印象比較深刻就是，分割問題跟寫 code 的過程。
他人不同的意見及問題，可以協助我們找得更好的製作方法或解決方式，讓整個系統更加
穩定、完整。
我學習到要怎麼把很難約的同學約出來一起討論，大家都是被動的，可能習慣了個人做各
自的，且每個人時間不一樣，所以很難有共通的一個時間點，但是這點我們克服了，這代
表意義很重大，終於可以一起討論這些問題並一起想辦法解決，當然大家都沒這方面的經
驗，且現在的研究領域不太一樣，我們都不是專業的，但是結果可能太少或是不是老師要
的，但這是我們一起討論與認同最後的答案，過程中，便可藉由發言，了解哪些同學是有

主見有熱忱有動力的，在看看能力分配一些要做會後專案哪個部分，感想是…被動、不聞
不問的同學這真的要學會去克服，雖然只是一門課程，最好還是把它當成跟做畢業專題一
樣，有那個每週進度要去完成的動力。
K. 清楚的知道主題在講些什麼，了解到網路更好的發展，對於無線感測網路，讓我們更方便
了解到。
L. 我在 PBL 教學過程中，學到了如何跟同伴一起做事，以及一起思考，如何把同伴的想法給
整合起來，雖然大家都有先把報告的資料準備好，可是到了現場討論，還是討論非常久，
我才明白資料先準備好的重要性，要是沒事先準備好，可能就會討論更久，而且一起討論，
還能明白我的資料有哪些是沒準備好的，我在聽同學講解他們的想法時，還會觀察同學他
們如何說明自己的想法，在思考我的說明方法法能不能清楚的表達出來給同學知道，因為
我在講解我的想法時，同學在一開始聽不明白，還要再多講一次他們才能知道我表要表達
的意思，所以我不只學到如何團隊合作，還有學到如何講解說明我的想法給同學了解。
M. 在此次 PBL 過程中，從起先小組討論，討論過程中的爭執、紛爭，到報告完畢後的檢討和
老師的教誨，最後的修改報告和小組討論，讓我學習到該如何改善撰寫的報告，並且將所
接納意見融會貫通於自己的報告中，以及與小組分工合作的精神，小組組員之間的溝通，
都更成長了一些。我想對於我往後的生活，這些學習過程，絕對會對自己有很深層的意義，
尤其是能夠去接納他人意見，並且改過。
N. 對我來說應該是主任說的橘色科技吧，回到實驗室立即上 google 查了一下，才知道成大電
機系的王駿發教授是台灣推行橘色科技的第一人，範圍相當懭範，而醫學工程只是一小部
分，但從這小部份讓我了解還有其他領域是需要我們去注意的，也是我們能力所及的，也
就是橘色科技的內容：受災戶天然災害與救援、低收入戶照護與關懷、身心靈照護與關懷。
我認為投入醫學工程的研究是一定要的，但也別忘了要關心社會上某個角落。
O. 賈伯斯~賈伯斯~賈伯斯又來啦~，老師常在上課或眯庭 pervasive 提到蘋果公司的執行長，
可得知蘋果的產品操作上是非常簡單，且跳脫微軟作業系統操作上的複雜，學生有操作過
實驗室的蘋果電腦操作上確實不太習慣，畢竟 windows 用的很習慣，都覺得點滑鼠右鍵會
有什麼功能、開始功能表也與微軟不一樣是在上方，介面的擺設也有很大的差異，操作上
也較為簡易，確實蘋果的介面操作是蠻值得同學學習的。老師除了上專業課程的內容也會
介紹一些閒書給同學參考，可讓同學得知其他方面的常識，上課起來也不會感到那麼硬梆
梆，老師上可也提到一些故事像是奕利的店(香腸)、江氏電腦的故事、去喝咖啡聊到一個
學生數學不好然後又跑到國外讀數學系…等都是不錯的例子。
P.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瞭解到自發性閱讀的重要性，以往在大學期間，大都是老師要求的作
業，或是學生才會去盡力達成老師的要求，但若是自己去找資料，去瞭解這個領域的知識，
唸起來的感覺截然不同，除了能夠比較專注之外，透過自己整理的筆記也能學習整理資料
的能力。老師再上課期間也會介紹除了課程以外的書，大都是能增廣自己見聞的書籍，我
也有挑了幾本來翻閱裡面的內容，例如賈伯斯出的書，與我們相關的有關於做投影片的重
點，我也藉此書籍瞭解到不同人的見解與看法，並整合大家所談的優點與缺點做匯整，整
理出屬於自己的風格，藉由往後的報告再慢慢調整自己的做法，學習到如何去整理、加入
對方的優點並改善自己的缺失，讓自己更上一層樓。
Q.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我想就是要我們從問題方面去學習，科技始終來自人性，發現
問題然後解決問題，就是最好的學習方法了，這次的學習除了自己的主題探討之外，我覺
得很大的收穫是參觀了別組的主題，很多都是我以前沒去注意的，或者是只是在書上看過
卻沒有看過實際的成品的，像是無線感測網路、居家照顧的應用，還有 AI 智慧型機器人

R.

的應用，這次我都是直接看到了成品，也知道了大家實際上想要解決什麼問題，這好過這
上課的時候告訴我 zigbee 的傳輸協定，我知道了影像可以傳給醫師檢查，到實際上要怎麼
做是上了這次課才知道的，AI 大家都知道，畢竟電影拍了不少相關主題，但是它實際上在
做的時候會遇到什麼困難，這才是在穿著絢麗的科技外衣下，我們將其逐層剝繭後要了解
的。
讓我更加了解了感測網路的各種領域的相關背景知識，也學到了在面對沒有固定答案的問
題時，該如何找出最合適解決方法，並且加強了團隊合作能力。了解這些相關的背景知識
時，可以讓我日後閱讀相關論文主題時，可以更加容易上手，並提升自我學習的能力。不
過 PBL 學習方式也必須要各組的組員都能配合，如果有人不配合，那麼好像就不能發揮它
的效果。

 回饋與反思整理
1. 省思檢索

Now What

「PBL 學習」經驗對我看事情、看世界、看自己有什麼改變？對自我學習有什麼改變？我能做什麼？
A.

B.

C.

D.

E.

F.
G.
H.

經過這次 PBL 之後，覺得自己以後在研讀論文的時候，應該找個對這領域熟的人一起討
論，並不是單單只是在網路上，根據自己的蒐集資料來決定或者猜這篇論文所要陳述的目
標，或者也可以去圖書館租借相關圖書。
我的學習方式，從一開始的被動式學習，轉變成主動式學習，對於別人所提出來、所講解
的部分，試著去思考、並提出自己的想法，我覺得這部分，是我上這門課後，改變做多的
地方。從以前，我總是對別人的講解，採取聽了就好的學習方式，並沒有再去做一個思考
的動作，使我的學習，總是畫地自限，但在聽過這門課的講解後，了解到了自己學習的缺
點，於是我便針對這些缺點做出改善，一開始試著去思考別人所講解的東西，試著去做一
個整裡的動作，再來針對別人的東西，試著去思考是否可行？並試著對自己不懂的地方提
出疑問，最後充分了解後，再試著提出想法，去挑戰別人的想法。
此學習經驗對我看事情、看世界、看自己的價值觀有所改變，每件事情都一定有他的重要
性，往往不是自己所想的如此簡單，要去了解其背後的意義。而這世界上的任何事情都沒
有唯一性，像是感測網路不一定只有一種應用，生活周遭的人、事、物都可被啟發。而自
己本身不要再把每件事情都想的如此容易，要用多方面的想法去思考、探索。在自我學習
上，我會頻繁的閱讀相關書籍、搜尋網路上相關資料，並且一旦發現問題及時去解決，並
且探討問題的原因，讓問題發生率降低。盡量讓自己做到做好，讓自己回想起來時能輕鬆
的微笑說我有付出努力，學習成果是值得的。
從 PBL 教學中，讓我明顯感受到其特色。透過小組討論的方法，以相互討論的方式取代
以往單向式的主題教學。這樣的方式會造成什麼結果?第一點就是為了能與他人討論，所
以自身必定須先有準備，因此第一步已經有了一基本功。而後與他人討論中，可以了解到
自己所不懂、忽略的地方。最後在雙方討論下，甚至會產生雙方原先從未想過、發現之研
究結論。
這堂客裡面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方面，就是採用分組的方式進行課堂討論。這樣能吸收到不
同的事情，畢竟每個人的看法都不一樣，所思考的東西也不盡相同。所以在一起討論的時
候偶爾會碰出不一樣的火花出來，能讓我們學到更多更不一樣的東西。
看到一個問題只是一個問題，但是只是大概，如果要解決問題的話，只看一次是沒辦法解
決的，要反覆的思考問題得觀點，把問題切割成小問題，逐一解決，才能解決問題。
在實作前所做的分析、規劃，有助於實作的進行，也可以事先尋找解決方法。學習前的相
關知識，可以幫助我們更找進入到課程的核心，幫助學習更有效率。
這種方是我是極度贊同，由於是研究所，應該都有各自奮鬥過的經驗，也不會有分組不做
事偷懶的情況，且透過 PBL 方式，更認識組員狀況，能力要之後分配事情後，每週約個
時間分享一項進度跟目前的遇到的難題，也能互相給些意見去做改善跟修正，就可藉由看
看各自所做的進度，知道組員是否有在做事、心態、跟能力，與目前遇到的難題，跟發生
何種狀況怎麼沒做之類的等等，當然聽聽別人的研究領域，自己多少也能夠初步的多學多
看，容易了解上手。在分組中，每人的個性跟學習上的程度也都不一樣，我能知道哪些同
學是很認真，自己就要改進跟上，哪些同學這方面有缺點就別學，PBL 也可以讓我改脾

I.

J.

K.

L.

氣去毛病，多聽別人意見，去掉別人有、也是自己有的毛病。我清楚自己的程度沒有其他
同學好，所以要改進，更積極更主動學習，讓同學能夠感受是有學習的鬥志，進而相互帶
動整組一起進步。
我在 PBL 學習的經驗裡面學到，原來一件相同的事情，可能大家的觀點就會有所不同，
這些不同的觀點會造成同一件事會有不同的答案，所以我有學到如何判斷自己的觀點是否
有錯誤，還有就是原來事先準備好的資料在現場未必是有用的，我的資料在現場幾乎都沒
用到，所以現場的反應也是很重要的，接著還有觀察學習同學如何準備資料，我才明白原
來我找資料的方式是有錯誤的，所以我有學習到要找什麼的資料才是會被大家所接受的，
所以我在 PBL 學習裡面注意到非常多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地方，比如我在現場的反應其
實並不太好，幾乎沒什麼發言，可能我要試著在這種場合多發言，還有 我找資料的方式
跟做報告的方法是有錯誤的，我只把找到的資料放上去，而沒有仔細思考資料的正確性，
以及為什麼要這樣做，所以現在我在看論文時，我都會先思考為什麼要這樣做?，以及為
什麼可以這樣做?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學習對我來說的發現是許多事情並非只能靠自己完成，畢竟
力量單薄，如果能與他人合作，互相討論、琢磨，會發掘更多其他的想法，有更多能採納
的方法，甚至是互相批評、質疑，也可能激發出更多的火花來。我自己則是更懂得去找出
問題的所在並且解決問題，接納他人的意見，將自己所要呈現的，做到最好的修改。我想
我以後能做的不單單是表達自己的意見，更能思考他人所說的，接受他人所講的，做好分
工合作的精神，將一份屬於大家的工作，達到最好的成果。
PBL 是屬於問題導向的一種教學方式，學生提出在環境中所發生的事情與問題，並與大
家討論，來找出問題的解決方式。藉由這個過程，我們能夠瞭解到別人所發生的問題，並
由大家一同討論、解決，改變了過往自己讀、自己 k 的學習方式，讓學習變的比較有生動，
撇開以往死板板的唸書模式，除了能瞭解大家不同的想法外，也能瞭解大家解決問題的方
式，將別人的優點給學習起來，把自己的缺點慢慢改變過來，藉由這種教學方式，較以往
傳統的上課方式好很多，讓同學能夠有所互動，各自發揮所長，而不是一味的聽從老師的
教學，能更有自己的想法。
從 PBL 學習讓我做簡報時、或是學習的時候不止從單一角度去學習或看待某件事情，而
是從更多面向不同立場去學習。從老師給的建議中雖然有很多關於學習英文的方法是已經
聽過，但從老師口中說出的方法，自己再吸收一遍感覺又是不同的。
許多問題是沒有一個標準解答的，必須透過收集尋找相關資料，並與組員討論分析，來找
出一個較合適的答案。然而每個人找到的答案都不太一樣，透過小組討論後，可以了解到
自己的見解和別人的見解差異在哪，避免閉門造車，這樣討論出來的答案也會比較適當，
不過也會發生與組員意見不合的情況，遇到這類情況時，應用客觀的角度去思考，並且適
當管理自己的情緒去討論，才不會鬧的大家都不愉快。經過了這次 PBL 的教學方式，往
後遇到問題時，應多跟朋友討論，來找出合適的解決方法。

2. 成果共享 (包含課程相關資料及精選主題)
A.
感測網路，使我瞭解了各種常見 Sensor 的構造、原理及其應用。
高科技帶來的生活便利，是由無數個 Sensor 偵測使用者周圍變化所達成的【情境感知】
，舉例
來說，現在的智慧型手機耗電高，因此開發廠商就想到，講電話時如果能夠關閉不常被使用的螢幕，
藉以達到省電的目的，於是就在聽筒附近安裝了一個距離感測器(Proximity Sensor)，當使用者講電
話時靠近聽筒，距離感測器就會發出訊號關閉螢幕，反之，離開聽筒時就會開啟螢幕。
而瞭解各種 Sensor 構造、原理，可以發現其他新的應用，例如：配合陀螺儀(Gyroscope)及重
力感測器(G-Sensor)利用它們相輔相成的效果，就變成慣性導航系統(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可
以在無 GPS 信號的情況下，暫時代替 GPS 信號導航，是現在導航的新標準。
科技始終來自人心，這廣告標語相信大家都不陌生，要如何做到真的完全符合人心的科技，是
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如同蘋果電腦的 iCould，iPhone 拍一張照片會自動同步到 iCould，iCould
在同步到 iMAC 或是 iPad，其中網路頻寬的使用是這技術中的核心。
Sensor，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看似不常見，但卻早已融入我們的生活中，我們應該要能深入瞭解
其原理，才能創造新契機。
B.
再現今社會中,Sensor 應用到處可見,現代人生活可以越來越方便,也是由 Sensor 偵測使用者周
圍變化所達成,透過修了感測網路,讓我學習到各種 Sensor 的原理及其應用。
瞭解 Sensor 的基本原理是必要的,如果一個 Sensor 只會用他的 output 輸出值,雖然在開發基本上
就可以應用了,但是到了要深度瞭解他的 output 值,那們瞭解他的基本原理就很重要了,例如：Kinect
這款偵測人體的感測器,其主要的原理是他的景深資料,能抓到人體資訊或人體的骨架也是由景深資
料判斷出來的,所以景深資料就非常重要,而再透過這次修課中,讓我知到了,原來要使用 Kinect,並不
是 Kinect 鏡頭照到人就好,要考慮空間大小,身旁是否有過多雜物,使用者與 kinect 的距離要多遠,還
有 Kinect 再太陽光底下,是無法使用的,因為景深資料他靠得是紅外線來判斷的,而由於太陽光中包
含了有紅外線光,導致 Kinect 再太陽光中使用的話會判斷不出人體的資訊,一個 Sensor 該在怎樣的環
境下使用,要如何使用,所以基本原理就非常重要。
再日常生活中,Sensor 早已佈滿整個環境了,透過學習這些 Sensor 基本原理及現在的應用,這樣
才開發出讓這社會更便利的軟體。
C.
這一堂課程主要是為了讓我們了解有關於手機上的感測器，其中包含重力加速度感測器、陀螺
儀、光感測器、距離感測器、麥克風、觸控面板等，出了手機的感測器外還有 Kinect 感測器，每
一個感測器都有不同的應用，除此之外有許多的感測器原理都讓我相當的有興趣，在過去都只是知
道這些感測器能夠做些甚麼，但一直不知道其中的運作原理，然而由這一堂課的機會讓我能夠更深
入的去了解這些感測器。
感測器中以重力加速度感測器以及陀螺儀為目前最常在應用於軟體上的感測器，以現在最常見
的例子就是慣性導航系統，主要功能是當沒有 GPS 以及 AGPS 的狀態下也能夠達到導航的目的，
在慣性導航系統中，重力加速度器主要就是偵測出移動的速度藉此推算出移動的距離，而陀螺儀則

是在轉彎時才會開始用作，所測出的是角速度，並推算出旋轉的角度。另一個另我了解到最多的是
Kinect 感測器，因為在專題上幾乎使用到的都是骨架偵測系統，但是在深度影像部分卻不是相當的
了解，所以就藉由這堂課的這一個機會，去更深入的了解 Kinect 感測器的深度影像這一部份，並
對深度影像做了一些簡單的實驗，然而在研究的其中，我了解到取得影像深度的原理，以及是如何
能夠準確的抓取人的影像，並能夠將影像深度的輸出值換算成實際的距離，這讓我知道 Kinect 感
測器能夠有更多的應用，以及這些應用的實作方法。
Kinect 感測器是跟我最為貼切的一個感測器，因為專題的需要所以必須要對它有一定的了解，
才能夠真正的去做應用以及開發，這也是感測網路這堂課的另一個目的，為了讓我們能夠了解每一
個感測器的原理，並在這了解的其中想到對於這些感測器的應用方法，並能夠在開發的同時，能更
清楚的知道每一個感測器所能偵測到的輸出以及輸入。當然在這堂課結束後，我知道了這些感測器
的基本的原理以及輸出和輸入，雖然並沒有辦法在學習的同時就想到有關這些感測器的應用方法，
不過我想對於我日後的開發會有一定的幫助。

D.
剛開始選了這堂感測網路時還不瞭解到幾要學什麼，原本以為只是要了解幾個感測器而已，結
果和原本預測的一樣，而最不一樣的地方是要去了解更多，剛開始上課時有提到，上課的方式為上
台報告，透過每次的報告對感測器做更進一步的認識與瞭解，原本還不太確定這句話的意思，但是
後來經過第一次報告後就知道了，在準備第一次報告的內容時，大家都只是稍微對感測器做初步的
了解，並沒有做深入的探討，因此大家第一次上台報告時都只有介紹皮毛，可想而知就被教授糾正
了一番，經過了多次的報告及糾正，我們也越來越瞭解需要去理解哪些了，當我們要使用一個從未
用過的感測器時，必須要去瞭解它的一切，包括：一個感測器的基本架構、原理、輸出輸入的值、
感測器的應用以及其他更深入的探討，最後當我們要去使用它時就可以從這些地方著手或去應用
了。
雖然這次上課報告了很多的感測器，但是必須在一學期內對這麼多的感測器做深入的瞭解是很
累人的，因此很難全數的瞭解，但是對於自己所查過的感測器一定會有比較深入的瞭解，而透過這
學期的感測網路，不僅讓我學習到感測器的相關知識，還讓我學習到如何查閱所需的資料，我相信
這對未來上研究時會是一大幫助。

E.
在修感測網路這門課之前，對於身邊各種感測器都只是知道有這樣東西以及基本功用，至於原
理還有其他細節，是一概不知阿！至於我所負責的感測器是影像感測器，在這之前我完全不懂這方
面的知識，也不懂為什麼有高階攝影機以及其他中低階攝影機，他們差別在哪還有為什麼現在手機
相機可以這麼薄但是性能又不錯，在開始蒐習資料後才知道原來有 CCD 以及 CMOS 這兩種影像感
測器，以及它們的基本原理。雖然這些知識在對攝影有研究的人來說都算是基本的，而且他們懂得
絕對比我還多，但是至少未來在購買相機以及使用方面就比之前什麼都不知道好太多了。
其他同學們有報告 GPS、陀螺儀、距離感測器、加速度感測器、kinect 等，這些感測器對我們
來說將來都是會用到的！在聽完同學們得報告之後，我覺得人們真的很聰明而且也很不可思議，居
然可以設計出這些東西，這些感測器在以前真的是不敢想像的，讓我們的生活更加方便美好，不知
道未來還會有什麼新的感測器會出現，會有什麼應用呢?真是令人期待阿。

F.
由於這次感測網路所研究的項目為 GPS，所以讓我對 GPS 的印象大為轉變，由其是看到了

VBS-RTK 技術的使用，更是嘆為觀止；一直以來都以為，受到美國衛星信號上的限制，定位的精
細度要到 5 公尺以內就已經非常了不起，但 VBS-RTK 技術的使用確能讓精細度到達公分級，雖然
目前服務主要是提供給工程施工及土地觀測，但相信之後一定也能提升導航的精細度。
對於其他的感測器也透過上課時的相互討論，了解了不少，像是加速度感測器及三軸陀螺儀的
差別，Kinect 取得景深的整個流程，各種觸控式螢幕的差別與組成等，才知道原本很多習以為常
的東西原來有這麼多的學問，像是影像感測器，雖然我們都知道有分成 CMOS 跟 CCD 兩種，但卻
不知道 CMOS 還有分成主動式跟被動式；很多的技術都是這樣慢慢的進步而來，有機會成為技術
人員一份子的我們，對那些技術的認知卻都還停留在常識般的認識，我想這之間還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
就像老師放的影片中，那位堅持以自然耕法栽種蘋果的木村先生所說過的話一樣，如果我們放
的心思只能這麼多，那永遠成為不了核心的技術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