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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獎補助教學創新課程成果報告 
 

申請日期：  111  年  1  月  20  日 

壹、基本資料 

申請教師 楊雄斌 職稱 教授 

所屬單位 數位系 E-mail 98010@mail.wzu.edu.tw 

聯絡電話 0910873562 

開課時段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課單位 數位系 

課程名稱 認識 python 學分數 2 

開課類別 學期課   □學年課 開課年級 2-4 年級學程課 

執行團隊 

（含申請教師，

表格若不敷使用

可請自行增列） 

所屬單位 教師姓名 職稱 

若獲執行績優課

程之獎勵金分配

比例 

數位系 楊雄斌 教授 100% 

課程屬性 

□系所中心必修（       系所中心） 

□系所中心選修（       系所中心） 

□院共同科目  

□校共同必修科目 

學程必修（  智慧人文跨與整合

設計微學分    學程） 

□學程選修（        學程）  

□其他（                ） 

授課對象 

日四技（2-4 年級） □進四技（  年級） □日二技（ 

 年級） □進二技（  年級） 日五專（ 5 年級） □

研究所（  年級） 

□碩專班（  年級） 

過去開課經驗 
曾開授本門課程 □曾開授類似課程（課程名稱：_________） 

□第一次開授本門課程 

實際修課人數 48 

棄修人數 12 人，棄修比例：＿＿25＿% 

對應當學期校院

系級重點教學精

進與創新課程推

動項目 

（可複選） 

☐Future Work Lab 職涯導向課程 

☐雙語化學習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 

☐文藻月桂方法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 

☐跨領域課程 

數位科技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 

☐USR 精神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 

☐IR 融入教學優化及改革課程 

☐教師自主定義課程創新設計 

 

簽核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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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教師 開課單位主任/所長 開課單位院長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承辦人 

   

 

對應推動項目 

業管單位 

（由教務處分辦）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組

長 
會計室 教務長 

 

   

 

簽核流程： 

開課單位主任/所長→開課單位院長→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對應推動項目業管單位（由教務

處分辦）→會計室→教務長→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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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成果報告內容 

1、 計畫摘要 

「認識 python」課程在教學現場學生實際電腦上機操作撰寫 python 程式，因

此教師經常在教學過程中必須假設題目讓學生實際演練，讓學生透過 spyder環境設

計 python程式，但是在學生電腦上機實習過程中，教師無法即時關注每位學生學習

狀況的問題，傳統作法是老師一一去看學生的螢幕，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但是當

上課學生人數過多時，老師無法針對每位學生的問題指導，教學現場顯得缺乏效

率。另外，老師很難掌握每位學生的學習程度，因學生程度的不同，學生在電腦上

機面前遇到的困難與問題也不同，老師很難察覺那些是進度落後的學生。老師在上

課時，從學生的教學反應很難立即察覺學生共同的問題，如果可以在教學現場及時

察覺大部分學生的共同問題，老師可以立即回饋並詳加解說，這會讓教學成果更加

顯著，學生學習接受度也會提高。傳統教學方法老師無法針對學生的學習過程做紀

錄，也沒辦法對於累積歷屆修習該課程的學生學習情況做統計歸納，因此教師無法

預知學生在學習到哪一個階段時必須特別注意解說等。本創新計劃擬利用一個教學

即時回饋系統，透過學生操作過程，可以了解每位學生寫 python程式的進度，並且

蒐集學生操作電腦的步驟，可以立即發現學生操作上所面對的程式問題，透過數據

統計，老師也可以立即警覺發現學生的共同程式問題，因此老師在教學現場可以立

即反應並且強加解說，如此有利於增進學生學習效率。最後以問卷調查與使學習者

反思整體學習過程作為結論。 

 

2、 現有教學問題/議題說明 

傳統的教學方式主要是以教學者為主導的一方，老師負責傳授知識，學生則扮

演接受知識的角色[1]，可是當強調學習者必須內化知識，並且積極去理解事務時，

主動學習扮演一個學習者重要的角色，透過參與課堂活動並且積極與老師互動，都

是提升學生主度學習的方法([2], [3])，因此，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變成是一個

主流，主要是培養學生積極參與課程([4]-[8])，因此為了不讓學生在課堂中扮演

聆聽者的被動角色，鼓勵學生攜帶裝置包括便於移動的設備，如手機、平板等，結

合教室現場教學，有助於加強學習者積極學習的態度和解決問題的技巧，這有別於

傳統教學方式，可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在[9]中利用即時回饋輔助教學方式，證實

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進而提升學習成效與滿意度。在[10]提出即時回饋機制

(Classroom Response System, CRS)對學生學習專注力影響之研究，是透過遙

控器提供即時資訊給老師和學生的一種教學應用系統。CRS 主要是包含遙控器和接

收器，在投影布幕上顯示問題、以及視覺 化圖表呈現學生作答結果([11]-[13])，

另外，即時反饋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IRS）是目前最常使用的

反饋系統，IRS 的應用時機主要是評量 e 化([14]-[16])，這是在課堂中最容易實

施的功能，授課教室可以根據教材特性，安排評量的時間，了解課堂吸收程度，隨

時掌握學生了解程度、增進師生互動。但是以上的回饋系統必須透過遙控器與接收

器的使用才能與老師互動，並不適合應用在電腦上機練習的學習上。 

本創新課程計畫提出一個將教學即時回饋與數據分析系統整合到 python 程式

設計課程中，強調老師可以即時觀看每位學生操作 python 程式設計每一個步驟的

進度，當學生在各自電腦操作有困難時，透過點選求助按鈕時，可以即時觀看示範

操作步驟，當操作步驟完成後系統會自動進入下一個操作步驟，老師透過教學即時

回饋與數據分析系統可以看到每位學生操作 python 困難的地方，並且透過即時統

計數據，老師也可以即時看到全班共同的 python 操作問題，最後透過教學即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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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與數據分析系統可以針對累積過往教學的學生學習情況，透過大數據分析可以提

供教師教學方法的意見。 

教學現場遇到的難題如下:  

(1). 教師無法即時關注每位學生學習狀況的問題，傳統作法是老師一一去看學

生的螢幕，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但是當上課學生人數過多時，老師無法

針對每位學生的問題指導，教學現場顯得缺乏效率。 

(2). 老師很難掌握每位學生的學習程度，因學生程度的不同，學生在電腦上機

面前遇到的困難與問題也不同，老師很難察覺那些是進度落後的學生。 

(3). 老師在上課時，從學生的教學反應很難立即察覺學生共同的問題，如果可

以在教學現場及時察覺大部分學生的共同問題，老師可以立即回饋並詳加

解說，這會讓教學成果更加顯著，學生學習接受度也會提高。 

(4). 傳統教學方法老師無法針對學生的學習過程做紀錄，也沒辦法對於累積歷

屆修習該課程的學生學習情況做統計歸納，因此教師無法預知學生在學習

到哪一個階段時必須特別注意解說等。 

3、 計畫內容 

（1） 課程/教材設計理念 

本創新計劃擬利用一個教學即時回饋系統，透過學生操作過程，可以了

解每位學生寫 python 程式的進度，並且蒐集學生操作電腦的步驟，可以立

即發現學生操作上所面對的程式問題，透過數據統計，老師也可以立即警覺

發現學生的共同程式問題，因此老師在教學現場可以立即反應並且強加解

說，如此有利於增進學生學習效率。最後以問卷調查與使學習者反思整體學

習過程作為結論。 

（2） 課程/教材內容及目的 

本創新課程計畫主要目的是整合教學即時回饋與數據分析系統於

python 程式設計課程上，透過教學即時回饋與數據分析系統可以了解教學

現場學生程式寫作的情況，可以觀看學生操作電腦的進度，也可以立即發現

學生 python 程式設計所面對的問題，當學生按下求助按鈕，老師可以立即

過去解決學生問題，老師也可以立即警覺發現學生的共同問題，因此老師在

教學現場可以立即反應並且強加解說，透過教學即時回饋與數據分析系統所

蒐集到的資訊，經過數據統計與分析，可以了解學生在哪一個範圍哪一類型

的題目是較困難的，未來可以作為教師反思的修正與檢討，這也有利於增進

學生學習效率。 

（3） 教學/教材創研創新策略 

本創新課程計畫與傳統教學方式主要的創新有下列幾項: 

(1). 即時了解學生撰寫 python 的過程與進度，透過即時回饋與數據分析系

統可以了解學生的練習狀況與進度，對於進度落後的學生老師也可以即

時發現有問題的學生。 

(2). 學生可以即時透過系統求助老師，學生遇到 python 程式設計問題時，

學生可以自我觀看老師事先錄製好的操作視訊，學生可以達到自我學習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落學生仍無法自行解決問題時，可以按壓求助按鈕，

老師透過系統可以即時縣學生求助情況，可以立即過去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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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時回饋與數據分析系統可以每天把學生學習情況累積下來，可以讓

老師了解學生遇到困難的地方在哪裡是最頻繁，可以了解學生求助老師

在那些單元是最多，這些都可以做為未來老師反思語修正教學方向的一

個參考。 

比較項目 創新計劃 傳統教學 

教師課前準

備? 

1. 老師必須事先讓學生練習的題目

做程式設計撰寫影片。 

2. 老師定義練習題目，並在即時回

饋與數據分析系統建立。 

1. 老師僅須課前定義讓學生的練習

題目即可。 

教學現場學

生遇到問題

情況? 

1. 學生可以在即時回饋與數據分析

系統中典押該練習題目的python

撰寫影片，並嘗試解決自己的程

式問題。 

2. 優點:讓學生自主學習解決程式

問題，有助於提升 python 程式

設計的除錯能力。 

1. 學生舉手請老師過去座位幫忙。 

2. 缺點: 因大部分的問題都是學生

自己可以排除的問題，在教學現

場如果很多學生舉手時，將造成

教師在教學現場必須花費大量時

間走動，有讓學生失去自我學習

與解決程式問題的能力。另外若

學生礙於舉手發問，將造成若干

學生自我放棄學習 python 程式設

計。 

當學生遇到

問題無法繼

續練習時? 

1. 學生按壓即時回饋與數據分析系

統的「求助」按鈕，老師會立即

過去幫忙學生。 

1. 學生舉手老師會立即過去幫忙，

但若學生礙於舉手發問，將造成

若干學生自我放棄學習 python 程

式設計。 

教師了解學

生學習進度

情況? 

1. 教師透過即時回饋與數據分析系

統可以即時得到學生 python 練

習進度狀況。 

1. 老師在教學現場無法即時知道學

生 python 程式設計進度與是否學

生已完成等。 

上課後是否

可以累積教

學經驗? 

1. 教師透過即時回饋與數據分析系

統可以累積學生每題 python 程

式設計題目的按壓求助按鈕次

數、觀看影片次數等，透過累積

數據，可以讓老師反思學生對於

python程式題目的學習狀況，並

可做教學改進。 

1. 教師無法累積每學期 python 程式

課程經驗，主要是因為沒有辦法

對學生練習狀況進行量化。 

 

（4） 學習成效評估方式 

本研究建構一個即時教學數據分析系統，在學習成效評估中建立 10 個

練習題目，每個練習題目建立有 2-3 個步驟教學操作影片，透過教學數據分

系統可以在教學現場立即觀看學生操作題目進度，評估方式是透過問卷調查

與證照考試，以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5） 執行差異說明（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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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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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果與討論 

（1） 學生參與狀況說明 

本計畫所製作的即時教學數據分析系統，讓學生在系統上練習寫

python 程式，透過系統引導的方式，學生遇到寫程式障礙時，可以透過教

學步驟的影片引導，並且老師端可以觀看學生進度情況，學生遇到障礙時

可以透過求助按鈕，教師可以即時到學生電腦前指導，提高學生教學現場

練習的效率。 
 

（2）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與探討（含成效評量實施狀況） 

透過大數據分析，教師透過即時教學數據分析系統可以觀察到學生求

助教學影片的按鈕次數，按鈕次數代表學生不容易理解的地方，可以作為

教師教學講解重點的參考，如下圖:  

 

 
 

教師透過即時教學數據分析系統可以觀察到學生按壓求助教師按鈕次

數，教師求助次數代表學生寫程式時困難的地方或是障礙，可以作為教師

教學講解再一次的地方，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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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以透過系統觀看學生每一個練習題目的完成進度，對於學習效

率較差的學生可以多加關懷，可以避免學生因怠惰所早成學習效果差的現

象，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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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題目與結果如下: 

1. 我覺得這堂課符合創新教學的宗旨（如教師引進新的觀念、方法或創意

構思，透過結合理論與實務之教學方法、教材設計、教具引入、教學情境

等）。學生滿意度同意與非常同意達 90.3%。 

 

 
 

2. 老師所訂的教學目標適當且教學內容能達成其所設定的教學目標。學生

滿意度同意與非常同意達 90.3%。 

 
 

 

 

3. 本堂課程規劃之創新教學設計有助於拓展相關專業知識與能力。 

學生滿意度同意與非常同意達 93.5%。 

 
 

 

4. 本堂課之創新教學設計有助於提高我的學習興趣及動機。學生滿意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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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非常同意達 80.6%。 

 

 
 

5. 我希望往後這門課程能持續融入創新教學元素。學生滿意度同意與非常

同意達 90.4%。 

 

 
 

 

 

 

（3） 學生進步狀況說明或具體教材產出 

本學期有 36 位學生參加 python 國際證照，共計有 24 人考取 python

國際證照，學生進步狀況表現不錯。 

 

（4） 計畫實施後問題改善狀況 

■ 教師可以即時觀看進度落後同學的學習狀況，並且可以即時關心學

生，幫助進度落後的學生。 

■ 學生可以透過求助程式設計步驟學習影片，可以解決學生個人需求的

學習。 

■ 透過即時數據分析系統，教師可以針對數據分析與累積每一年的狀

況，可以了解練習題目的適當性與學生共同出現的問題，在教學現場

中，教師可以在課堂上補充與再次講解的需要。 

5、 未來精進與改善建議 

■ 即時數據分析系統可以累積每個練習題目學生學習狀況，未來將開發系統自動

判讀學生學習狀況，進行對老師提出警示與提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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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將持續改善教學影片的影音品質，增加旁白與解說，甚至增加程式設計原

理與解說等。 

6、 參考資料 

附件一：活動/紀錄/照片（至少十張，照片請附說明） 

 

   
教師上課畫面(一)                                       教師上課畫面(二) 

 

   
教師上課畫面(三)                                     學生操作練習系統畫面(一) 

 

   
學生操作練習系統畫面(二)                       即時教學數據分析系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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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教學數據分析系統(二)                     即時教學數據分析系統入口 

 

 

   
    即時教學數據分析出題系統                   即時教學數據分析畫面 

 

附件二：課程/教材內容及學習成果 

 

練習題目: 

1. 為了節能減碳，精靈國政府規定：氣溫高於 28 度時才可開冷氣，氣溫低於 16 度時

則可開暖氣，介於 28 度與 16 度時則氣溫舒適。請設計一個演算法，輸入現在氣溫

後，便顯示現在是否可以開冷/暖氣或印出現在氣溫舒適等文字。 

2. 讓使用者分別輸入身高(cm)及體重(kg)後，進一步計算出其身體質量指數(BMI

值)，並根據下表輸出該 BMI值及其分級。例如輸入身高為 160 公分、體重 50 公

斤，則輸出：BMI值為 19.53(顯示至小數第二位)，屬正常範圍。 

3. 一份數學考卷共有 14 題，為了使及格率提高，給分方式如下：答對 1～8 題，每題

以 8 分計；答對 9 題以上者，前 8 題仍以 8 分計，但第 9 題開始則每題以 6 分計。

請根據以上敘述撰寫一支程式，讓使用者輸入答對題數，再經程式計算後輸出得

分。 

4. 如果 a 代表長和 b 代表寬, 輸入 a@b 計算長方形面積, 輸入 a#b 計算周長, 其他印

出 “錯誤輸入” 

5. 假設密碼=”a123”請輸入密碼最多三次機會, 輸入錯誤印出 

(1). “第一次輸入錯誤,再試一次!” 

(2). “第二次輸入錯誤,再試一次!” 

(3). “第三次輸入錯誤,請查詢後再輸入, 再見!” 

(4). 輸入正確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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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歡迎光臨!!” 

6. 詢問使用者有幾個數字，並讓使用者依序輸入, 並找出最大的數字 n? 

7. 請印出下列符號 

OOOOO 

XOOOO 

XXOOO 

XXXOO 

XXXXO 

XXXXX 

8. 使用 while 迴圈輸出 1 2 3 4 5 6 8 9 10 

9. 求 1~100 的所有數的和 

10. 製作一個猜數字遊戲，使用者可以透過對話方式，輸入 1 到 10 的數字來猜系統產生

的數字。若猜的數字小於系統的數值要顯示”你猜的數字太小了”而猜的數字大於系

統的數值要顯示”你猜的數字太大了”，直到使用者猜對數字則顯示” 恭喜，猜對了” 

 

學習成果: 學生完成所有作業高達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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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際教學綱要及課程內容 

一、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認識 python 

課程類別 

（學制） 
四技 2-4 年級 

開課單位 智慧人文跨域整合設計微學分學程 

授課教師 楊雄斌 職稱 教授 

師生互動 

辦公室 7235 辦公室電話 3426031-6302 

電子信箱 98010@mail.wzu.edu.tw 

約談時間 星期一三五下午 2-4 

學分     2    學分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開課類別 □學年課       學期課 
開課年級：2-4 年級 

授課班級： 

課程內容概要 

1. 課程內容概要本課程為 Python 程式語言的基礎學習，包括

Python 的資料宣告、變數、迴圈、陣列等的基本認識，瞭解

Python 程式的基本語法之外，也認識 Python 的應用與人文整合

的關係，並且讓學生解 Python的未來趨勢與發展。 

2. 主要授課語言:國語(Mandarin) 

課程學習目標 

1.認識 Python程式的基礎概念 

2.瞭解 Python的基礎程式設計 

3.熟習 Python的程式寫作與人文應用 

4.了解 Python的發展趨勢 

 

系培育目標與

核心能力以及

學習目標 

系培育目標 
核心能力指標

編碼 
核心能力 學習目標 

    

學生先備知能 無 

教學學理基礎 無 

授課資訊（表

格若不敷使用

可請自行增

列） 

課程類型 創新創業課程 

教學平台 雲端學園 

主要教學策略 上機演練 

評量 

評量方式與評

分比例分配 
期中 30%期末 30%平時 40% 

課堂要求 上機演練 

教材 

(請條列式敘述) 

教科書 自製講義 

參考書目或網

址 
無 

教學用軟體 Python 

mailto:98010@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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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無 

二、課程內容與進度 

週次 上課日期 單元名稱 授課方式 

作業、報

告、考試或

其它 

備註 

1 

109/09/13 

～ 

109/09/19 

Python 安裝

與基礎認識   

Python 輸入

與輸出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2 

109/09/20 

～ 

109/09/26 

資料型態認

識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3 

109/09/27 

～ 

109/10/03 

規格化輸入

與輸出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4 

109/10/04 

～ 

109/10/10 

IF 判別 

Else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5 

109/10/11 

～ 

109/10/17 

IF 判別 

Else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6 

109/10/18 

～ 

109/10/24 

for 迴圈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7 

109/10/25 

～ 

109/10/31 

for 迴圈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8 

109/11/01 

～ 

109/11/07 

while 迴圈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9 

109/11/08 

～ 

109/11/14 

  期中考  

---  

10 

109/11/15 

～ 

109/11/21 

字串處理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11 

109/11/22 

～ 

109/11/28 

一維串列處

理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12 

109/11/29 

～ 

109/12/05 

二維串列處

理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13 
109/12/06 

～ 

字典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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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12 

14 

109/12/13 

～ 

109/12/19 

字典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15 

109/12/20 

～ 

109/12/26 

Python程式

練習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16 

109/12/27 

～ 

110/01/02 

Python程式

練習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17 

110/01/03 

～ 

110/01/09 

Python證照

考試  

講課與實機

操作  ---  

18 

110/01/10 

～ 

110/01/16 

 期末考  

---  

 

 

肆、共同授課教師基本資料 

系所中心 教師姓名 於創新課程執行內容 成果與建議 

無 無 無 無 

（請自行增列） 

 

伍、經費實際運用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項目 預算數 執行數 執行率 差異說明 

業務費 74000 69935 94.5% 正常差異數在誤差範圍內 

總計 74000 69935 94.5% 正常差異數在誤差範圍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