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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一一一一】】】】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基本資料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基本資料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基本資料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基本資料表(系統端填寫系統端填寫系統端填寫系統端填寫) 

 

申請年度 108 

系所 電腦與通訊系 

計畫編號 PSK1080162 

計畫名稱 製作教具可見光製作教具可見光製作教具可見光製作教具可見光(VLC)無線通訊傳輸模組無線通訊傳輸模組無線通訊傳輸模組無線通訊傳輸模組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學門(專案) 

□教育 □通識(含體育) □人文藝術及設計 □商業及管理  

□社會(含法政)  □工程 □數理 □生技農科 □醫護 □民生 

■技術實作專案 □USR 專案 

 

*若計畫開設多門課程若計畫開設多門課程若計畫開設多門課程若計畫開設多門課程，，，，或開設於不同學期或開設於不同學期或開設於不同學期或開設於不同學期，，，，下列表格下列表格下列表格下列表格每每每每 1 門課程門課程門課程門課程請填寫請填寫請填寫請填寫 1 張張張張 

開課學年度/學期 108/1 及 108/2 

開課系所/學院/中心 電腦與通訊系/資訊工程系 

課程編號 E506 

課程名稱 師徒制專題 

修別(必修/選修) 選修 

開課學分數 2 

授課時數(每周) 2 

主要授課語言 
(請填寫該科主要授課使用語言。如該科科目之主要授課語言為二種

（含）以上者，請填寫如：國語+英語) 

是否採用協同教學模

式 

 ■是 (若為兩人以上共授，且共同備課與授課至少一個單元課程或

主題課程以上，請選擇本選項)： 

□合授課程(校內同領域教師)  

□合授課程(跨校同領域教師)  

□合授課程(校內跨領域教師)  

□合授課程(跨校跨領域教師)  

■合授課程(同領域業師) □合授課程(跨領域業師) 

 □否(若為一位教師主授，請選擇本選項) ： 

□獨立授課 

□主要為獨立授課，視課程需要邀請 Guest Speaker 進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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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類型 

請選擇課程中會用到的教學活動類型請選擇課程中會用到的教學活動類型請選擇課程中會用到的教學活動類型請選擇課程中會用到的教學活動類型(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1. ■講授法 

2. □課堂實作，主要由學生自行操作、討論、完成之實作任務。 

3. □課程專題實作，需於期末提出專題報告/成果發表/展演等教學

活動 

4. ■場域/產業/服務專題實作，於產業/社區等真實職場情境進行

之專題實作，如實習專題或產品製作等 

5. □線上課程，如磨課師、開放式課程等由線上進行教學與評量之

課程類型。 

6. □數位學習科技輔助，如採用線上課程平台、線上評量、AR/VR

等科技進行教學活動。 

7. □延伸教學活動，如於暑假設計場域實習課程，協助學生將課堂

成果進一步發展參與競賽等。 

8.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執行場域 

□ 大學課室  

□ 大學課室+校內實習場域 

■大學課室+校外實習場域(包含業界、社區等大學課室外場域) 

□ 校外實習場域(包含業界、社區、與學校進行產學合作場域或合作夥

伴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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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學年度/學期 108/2 

開課系所/學院/中心 電腦與通訊系/資訊工程系 

課程編號 E209 

課程名稱 寬頻通訊系統 

修別(必修/選修) 選修 

開課學分數 3 

授課時數(每周) 3 

主要授課語言 
(請填寫該科主要授課使用語言。如該科科目之主要授課語言為二種

（含）以上者，請填寫如：國語+英語) 

是否採用協同教學模

式 

 □是 (若為兩人以上共授，且共同備課與授課至少一個單元課程或主

題課程以上，請選擇本選項)： 

□合授課程(校內同領域教師)  

□合授課程(跨校同領域教師)  

□合授課程(校內跨領域教師)  

□合授課程(跨校跨領域教師)  

□合授課程(同領域業師) □合授課程(跨領域業師) 

 ■否(若為一位教師主授，請選擇本選項) ： 

■獨立授課 

□主要為獨立授課，視課程需要邀請 Guest Speaker 進行演講 

教學活動類型 

請選擇課程中會用到的教學活動類型請選擇課程中會用到的教學活動類型請選擇課程中會用到的教學活動類型請選擇課程中會用到的教學活動類型(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1. ■講授法 

2. □課堂實作，主要由學生自行操作、討論、完成之實作任務。 

3. □課程專題實作，需於期末提出專題報告/成果發表/展演等教學

活動 

4. □場域/產業/服務專題實作，於產業/社區等真實職場情境進行

之專題實作，如實習專題或產品製作等 

5. ■線上課程，如磨課師、開放式課程等由線上進行教學與評量

之課程類型。 

6. □數位學習科技輔助，如採用線上課程平台、線上評量、AR/VR

等科技進行教學活動。 

7. □延伸教學活動，如於暑假設計場域實習課程，協助學生將課

堂成果進一步發展參與競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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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執行場域 

■大學課室  

1. 大學課室+校內實習場域 

□大學課室+校外實習場域(包含業界、社區等大學課室外場域) 

2. 校外實習場域(包含業界、社區、與學校進行產學合作場域或合作夥

伴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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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格式格式格式格式(系統端填寫) 

中文摘要

Summary 

(以 500 字為限) 

在本次計畫執行中，我們研製「製作教具可見光(VLC)無線通

訊傳輸模組」 ，在製作中使用高功率 LED，配合簡易的電路

架構將音訊數據資料載在一顆高功率 LED 上進行可見光無線

傳輸，讓節能照明與無線通訊結合，建構出一套簡易的可見光

無線傳輸系統架構。本系統研製重點在光發射端(optical 

Transmitter)及光接收機(optical Receiver)在傳輸過程中，取得透

鏡聚焦功率與照射範圍的平衡，經不斷測試下，在接收訊號品

質良好條件下，傳輸的距離可達到 250 公分。以符合實際應用

的場合。 

英文摘要

Summary 

(以 500 字為限) 

I n this project,  we propose the“Production Teaching Tool, 

Visible Light (VLC)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el”, LED used 

during production, high efficiency LED, combination simple 

electric circuit structure The visible light wireless transfer system,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connected to the lighting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mple visible structure of the 

visible light wireless transfer system.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optical transmitters and optical receivers made by this 

system, acquired transparent mirrors, the ratio of irradiation, the 

range of irradiation range, the measurement of the inconsistency, 

the quality of the received records, and the conditions of transfer. 

The distance is 250 cm to match in public  situation. 

中文關鍵詞

Keywords 

(以 5 個為限) 

可見光, 無線通訊, 光發射機, 光接收機, 發光二極體 



6 

 

英文關鍵詞

Keywords 

(以 5 個為限) 

visible light, wireless communication, optical transmitter, optical 

receiver,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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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Project Report for MOE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rogram (Cover Page) 

                                    

計畫編號/Project Number： 

學門專案分類/Division：技術實作專案 

執行期間/Funding Period：2019 年 08 月 01 至 2020 年 07 月 31 

 

 

 

 

 

製作教具可見光製作教具可見光製作教具可見光製作教具可見光(VLC)無線通訊傳輸無線通訊傳輸無線通訊傳輸無線通訊傳輸模組模組模組模組 

 

師徒制專題及寬頻通訊系統師徒制專題及寬頻通訊系統師徒制專題及寬頻通訊系統師徒制專題及寬頻通訊系統 

 

 

 

 

 

計畫主持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應誠霖 教授 

共同主持人(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執行機構及系所(Institution/Department/Program)： 

景文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成果報告公開日期：2022 年 9 月 30 日公開 

□立即公開 ■延後公開(統一於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開) 

繳交報告日期(Report Submission Date)：2020 年 09 月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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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教具可見光製作教具可見光製作教具可見光製作教具可見光(VLC)無無無無線通訊傳輸模組線通訊傳輸模組線通訊傳輸模組線通訊傳輸模組 

一一一一.    報告內文報告內文報告內文報告內文(Content)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近年來，短距離最後一哩擷取網路所需要的頻寬愈來愈高，諸如光纖有線電視、數

位電視及行動載具通訊。為滿足室內網路容量需求逐漸增加，傳統以電磁波為主體如：

WiFi 傳輸系統及長期演進(LTE)存取網路架構，可以同時產生有線高頻訊號及無線微

波訊號。然而上述兩者不但因頻譜壅擠而造成干擾而使通訊品質下降，而且因基地台

電磁輻射而使人們生理受到不良影響。在未來特定行業短距離擷取網路中，兼具照明

及通訊功能的可見光無線傳輸是未來節能環保科技的首選。 

在教學上師生互動及了解學生背景重要性在教學上師生互動及了解學生背景重要性在教學上師生互動及了解學生背景重要性在教學上師生互動及了解學生背景重要性：：：：本校電資學院為技職校院，考慮學生具

有數位乙級及工業電子乙級證照，對電子電路及基本程式語言有基礎，在本校新鮮人

實務專題課程內容設計是往貼近日常生活科技、元件容易取得、具有未來生活資通訊

科技發展性、系統成本較為低廉及在有限的時間內能實踐出來的綜合考量下，師生團

隊提出「製作教具可見光(VLC)無線通訊傳輸模組」研究題目參與此次學生專題競賽。

在這樣一個專題製作模式中，讓學生了解何謂「可見光無線傳輸架構及電子電路配線

設計圖。根據電子電路配線圖購買所需的元件、探討學生在專題中搜尋書面或影音檔

參考資料，從學中做及做中學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最後從實做中了解「可見光無線通

訊傳輸模組」在未來通訊科技中扮演的腳色及應用面。 

在本次計畫執行中，我們研製「製作教具可見光(VLC)無線通訊傳輸模組」 ，在

製作中使用高功率 LED，配合簡易的電路架構將音訊數據資料載在一顆高功率 LED

上進行可見光無線傳輸，讓節能照明與無線通訊結合，建構出一套簡易的可見光無線

傳輸系統架構。本系統研製重點在光發射端(optical Transmitter)及光接收機(optical 

Receiver)在傳輸過程中，取得透鏡聚焦功率與照射範圍的平衡，經不斷測試下，在接

收訊號品質良好條件下，傳輸的距離可達到 250 公分。以符合實際應用的場合。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在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系統方面在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系統方面在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系統方面在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系統方面：：：：近來的研究有投注於LED光源調變的技術、室內照度改

變、如何保持高效能傳輸效率及見光無線通訊本身非線性失真的分析，其代表性文獻如下列

所示： 

[1] S. Verghese, etc., “Arrays of InP-based avalanche photodiodes for photon counting,” IEEE J. 

Selected Topics in Quan. Elecctron., vol. 13, no. 4, pp. 870-886, July, 2007. 

 評述評述評述評述：：：：本論文是在敘述陣列型雪崩式檢光器在傳輸資料技術上的演進，是一篇對可見光

通訊參考價值頗高的論文。 

[2] R. D. Dupuis, and M. R. Krames,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high-brightness 

visible light-emitting diodes,” IEEE/OSA J. Lightw. Technol., vol. 26, no. 9, pp. 1154-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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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008. 

       評述評述評述評述：：：：本論文是在 論述高亮度可見光LED的演進、發展及應用，是一篇近來育發

展結合固態照明即可見光通訊參考價值頗高的論文。 

[3] J. Grubor, S. Randel, K. -D. Langer, and J. W. Walewski, “Broadband information 

broadcasting Using LED-based interior lighting,” IEEE/OSA J. Lightw. Technol., vol. 26, no. 

24, pp. 3883-3892, Dec. 2008. 

評述評述評述評述：：：：本論文是在分析白光LED用於照明及訊息傳輸時，經過數據分析後，在一個適當大

小的辦公室內，即使在頻寬很小的情況下，可見光傳輸速率可以達到100Mbps。 

[4] I. Neokosmidis, T. Kamalakis, J. W. Walewski, B. Inan, and T. Sphicopoulos, “Impact of 

nonlinear LED transfer function on discrete multitone modulation: analytical approach,” 

IEEE/OSA J. Lightw. Technol., vol. 27, no. 22, pp. 4970-4978, Nov. 2009. 

 評述評述評述評述：：：：本論文是在分析白光LED用於可見光通訊時遭遇到非線性現象。可見光通訊系統採

用QAM調變在DMT調變技術時(即：QAM-DMT)，次載波訊號與QAM調變深度產生串

因 (Crosstalk) 非線性效應。本文指出，若能增加次載波訊號數量及減少QAM-DMT調

變深度可以使串因非線性效應減少，以提高系統傳輸性能。 

[5] H. L. Minh, D. O’Brien, G. Faulkner, L. Zeng, K. Lee, D. Jung, Y. Oh, and E. T. Won, 

“100-Mb/s NRZ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using a postequalized white LED,” IEEE 

Photon. Technol. Lett., vol. 21, no. 15, pp. 1063–1065, Aug. 2009. 

評述評述評述評述：：：：本論文是在敘述白光LED應用於高速可見光通訊，然過去元件限制傳輸頻寬。本文

中利用一組藍光濾波器，將白光投射至藍光濾波器，將藍光濾出來做傳輸使用，而後

使用較為簡易等化器，傳輸100Mbps數據資料至接收端。本文最主要目的為開發低成

本及架構簡易之可見光通訊系統。 

[6] J. Vucic, C. Kottke, S. Nerreter, A. Büttner, K. -D. Langer, and J. W. Walewski, “White light 

wireless transmission at 200+ Mb/s net data rate by use of discrete-multitone modulation,” 

IEEE Photon. Technol. Lett., vol. 21, no. 20, pp. 1511–1513, Oct. 2009. 

評述評述評述評述：：：：本論文是在敘述室內白光LED2的照度若達到1100流明(lx)，光無線傳輸速率可達

200Mbps以上。本論文實驗也證明在一半照度情形下(550流明)，若接收端使用藍光濾

波器，將藍光波長濾出來做傳輸使用，傳輸速率可達180Mbps以上。即使照度僅有180

流明，光無線傳輸速率可保有100Mbps。 

        

[7] H. Elgala, R. Mesleh, and H. Haas, “An LED model for intensity-modulated op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IEEE Photon. Technol. Lett., vol. 22, no. 11, pp. 835–837, Jun. 

2010. 

評述評述評述評述：：：：本論文是在敘述可見光通訊系統中LED光源利用強度調變傳送正交分頻多工(OFDM)

信號，在實驗中建立一組LED模組，透過軟體利用Monte Carlo模擬，尋找調變光源最

佳值，得到最好正交分頻多工(OFDM)信號。 

[8] A. Paraskevopoulos, J. Vucic, S. -H. Voß, R. Swoboda, and K. -D. Langer, “Optical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in the Mb/s to Gb/s range, suitable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EEE/ASME Transactions on Mechatronics, vol. 15, no. 4, pp. 541-547, Aug., 2010. 

[9] J. J. D. McKendry, R. P. Green, A. E. Kelly, Z. Gong, B. Guilhabert, D. Massoubre, E. Gu, 

and M. D. Dawson, “High-spee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using individual pixels in a 

micro light-emitting diode array,” IEEE Photon. Technol. Lett., vol. 22, no. 18, pp. 1346–

1348, Sep. 2010. 

評述評述評述評述：：：：本論文是在開發一組16× 16微型LED陣列光源發射模組，此光源發射模組可發射

370nm、 405nm及450nm三種波長，其光束直徑在72微米以內，應用於光無線傳輸非歸

零數位訊號上，其速率可達1Gbps，並有令人滿意的低誤碼率。 

[10] H. L. Minh, D. O’Brien, G. Faulkner, O. Bouchet, M. Wolf, L. Grobe, and J. Li, “A 

1.25-Gb/s indoor cellular optical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demonstrator,” IEEE Photon. 

Technol. Lett., vol. 22, no. 21, pp. 1598–1600, Nov.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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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述評述評述評述：：：：本論文是描述一個室內光無線通訊的實驗，一組傳輸速率達1.25Gbps的雙向光無線

通訊系統，紅外線光束做多樣角度的嘗試，找到最好的角度及距離使接收端有極低的

誤碼率。 

[11] J. Vucic, C. Kottke, S. Nerreter, K. -D. Langer, and J. W. Walewski, “513 Mbit/s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link based on DMT-modulation of a white LED,” IEEE/OSA J. Lightw. 

Technol., vol. 28, no. 24, pp. 3512-3518, Dec. 2010. 

評述評述評述評述：：：：本論文是敘述一可見光無線通訊系統量測實驗，實驗中指出當偏壓電路在低調變深

度時，預估LED非線性現象會使傳輸速率無法再提升及接收端誤碼率低到某一瓶頸就

無法再改善，預測當高調變深度時，LED非線性獲得補償，傳輸速率可達1Gbps以上。 

[12] K. D. Dambul, D. C. O’Brien, and G. Faulkner, “Indoor optical wireless MIMO system with 

an imaging receiver,” IEEE Photon. Technol. Lett., vol. 23, no. 2, pp. 97–99, Jan. 2011. 

評述評述評述評述：：：：本論文是將2×2陣列型LED及3×3陣列型檢光器應用於室內光無線傳輸系統上，經實

驗證明，再相距2公尺的距離，其傳輸速率每通道可達2Mbps，並評估室內傳輸誤碼率

狀況。 

[13] K. Lee, and H. Park, “Modulations fo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with dimming control,” 

IEEE Photon. Technol. Lett., vol. 23, no. 16, pp. 1136–1138, Aug. 2011. 

評述評述評述評述：：：：本論文是將白光 LED 利用多脈衝位置調變來做調節光亮度控制，白光 LED 除用於

了固態照明外，本論文將其應用於可見光通訊傳輸上。藉由多脈衝位置調變技術提高光

亮度控制效率。其效果優於開關鍵控調變及可變脈衝位置調變。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研究設計說明研究設計說明研究設計說明研究設計說明：請依據研究主題進行研究設計的詳述，內容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成績

考核方式、各週課程進度、學習成效評量工具等。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本研究計畫目標為技術實作研究主題，透過業師協同或結合產學合作等做中學的課程規劃，

培養學生將所學知識轉化為實務技能之能力，提升學生實務應用的專業技能或就業準備度，

以減少學用落差。本校為科技大學技職校院，考慮學生的背景、課程內容更貼近日常生活、

元件容易取得、具有未來生活資通訊科技發展性、系統成本較為低廉及在有限的學期內能實

踐出來的綜合考量下，師生團隊提出師生團隊提出師生團隊提出師生團隊提出「製作製作製作製作教具教具教具教具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在這樣一個實作的環境中，利用分組模式或專題製作模式，讓學生了解何謂「可見光」、

通訊系統架構及電子電路配線設計圖。根據電子電路配線圖購買所需的元件、探討學生在專

題中搜尋書面或影音檔參考資料，從學中做及做中學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最後從課程中了解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教具教具教具教具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在未來通訊科技中扮演的腳色及應用面。 

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 

此次提出提出提出提出「「「「製作製作製作製作教具教具教具教具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結合師徒制實務專題

課程或新鮮人專題課程。在實作過程中在了解硬體規格或系統建構上，學生也是面臨電子電

路接線的問題，師生需要花了很多時間起研讀及研究，學生看到教師投入專題製作，也會激

勵學生學習態度；提升學習動力。因此教師若能身先士卒投入。學生會認真看待這組課程。 

成績考核方式成績考核方式成績考核方式成績考核方式： 
1. 本校電資學院每年年底舉辦電資學院實務專題競賽週，從校外聘請一至二位評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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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對各專題做評比。 

2. 針對校外評審委員建議，再行修正專題成果，由指導教授給予學期成績。 

3. 指導教授對學生參與本計畫出席穩定度進行考評，給予學生適當建議。 

學習成效評量工具學習成效評量工具學習成效評量工具學習成效評量工具：    

1. 實務專題學習心得單：學生每次參與本計畫，填寫學習心得單。 

2. 學習晤談表單：指導教授觀察學生學習狀況，若成效不佳，可以進行約談，並做成紀

錄。 

 

研研研研究設計與方法究設計與方法究設計與方法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研究步驟說明研究步驟說明研究步驟說明研究步驟說明：請針對研究目的與問題，透過研究架構、研究問題、研究範圍、研究對象與

場域、研究方法與工具的選擇原因、資料整理與分析、實施程序等項目進行描述。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此次提出提出提出提出「「「「製作製作製作製作教具教具教具教具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其研究架構上如圖一所

示， 

 
圖一、研製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系統架構圖 

技術說明技術說明技術說明技術說明：    

發射端發射端發射端發射端(Transmitter)部份部份部份部份：：：：圖七為可見光通訊發射模組部分驅動電路圖，其中 LH0002 為影像

驅動 IC，LM741(亦可以另擇是音視訊積體電路 IC)為電壓放大 IC，MP3 音訊數據資料由 Video 

In 端進入此電路處理後，再經由 3* 3LED 陣列直接調製直接調製直接調製直接調製後發射，電路中 500Ω可變電阻可調

整通過 LED 陣列的電流大小，以免電流過大導致 LED 燒毀，在 LM741 方面我們將其接成電

壓隨耦器型式，然後構成電壓並聯式回授來穩定電路結構。 

 

 

討論專題研究方向、收集資料 

訂定題目、系統架構 

記錄測量結果 

撰寫專題報告

 

完成系統架設 

繪製電路圖 

測試系統功能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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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可見光通訊發射模組部分驅動電路圖 

 

接收端接收端接收端接收端(Receiver)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圖八為接收端電路圖，LED 光訊號經由光二極體(Photodiode；PD)或

檢光器(Optical Receiver)將光訊號轉換成電流訊號後，再由 10KΩ可變電阻將電流訊號轉換成

電壓訊號，然後此訊號經由一高通濾波器(HPF)濾除直流(DC)成分後再將此訊號透過 LM733

差動放大器 IC 來放大訊號，最後藉由 Video Out 端送至音響來輸出。 

 

 
圖三、可見光通訊接收模組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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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暨研究成果教學暨研究成果教學暨研究成果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教學過程與成果教學過程與成果教學過程與成果 

教學過程教學過程教學過程教學過程(工作紀錄表)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應誠霖應誠霖應誠霖應誠霖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林冠閎林冠閎林冠閎林冠閎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師徒制專題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資工一勤 

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 

□數位教材製作與應用 □圖像編修 ■影音錄製□課業進度輔導 

■帶領實習/分組討論/習題演練/證照輔導  

■策劃參訪/演講/成果展/專題/競賽 

■教學資料蒐集 □證照考試相關 □課堂協助 ■課後資料整理 

□其他： 

請說明各週協請說明各週協請說明各週協請說明各週協

助老師事助老師事助老師事助老師事項項項項 

第 01 週(2020/03/02~2020/03/08)：學習設計電路(一) 

第 02 週(2020/03/09~2020/03/15)：學習設計電路(二) 

第 03 週(2020/03/16~2020/03/22)：產學合作交流(一) 

第 04 週(2020/03/23~2020/03/29) : 產學合作交流(二) 

第 05 週(2020/03/30~2020/04/05):  產學合作交流(三) 

第 06 週(2020/04/06~2020/04/12): 協助教學資料蒐集(一) 

第 07 週(2020/04/13~2020/04/19): 協助教學資料蒐集(二) 

第 08 週(2020/04/20~2020/04/26): 協助教學拍照(一) 

第 09 週(2020/04/27~2020/05/03)：期中考 了解系統進度 

第 10 週(2020/05/04~2020/05/10)：電路實作(一) 

第 11 週(2020/05/11~2020/05/17)：電路實作(二) 

第 12 週(2020/05/18~2020/05/24)：電路實作(三) 

第 13 週(2020/05/25~2020/05/31): 系統組裝測試 

第 14 週(2020/06/01~2020/06/07)：系統組裝測試 

第 15 週(2020/06/08~2020/06/14)：參加電資學院專題成果展 

第 16 週(2020/06/15~2020/06/21) ：檢討得失,為 8 月中旬宜蘭大學

成果展做預備 

第 17 週(2020/06/22~2020/06/28) : 數據資料整理 撰寫成果報告 

第 18 週(2020/06/29~2020/07/05): 完成師徒制專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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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教學成果教學成果教學成果 

期末成果報告表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應誠霖應誠霖應誠霖應誠霖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林冠閎林冠閎林冠閎林冠閎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師徒制專題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資工一勤 

期期期期末回顧末回顧末回顧末回顧 

(請撰寫擔任教學助理的收穫與省思請撰寫擔任教學助理的收穫與省思請撰寫擔任教學助理的收穫與省思請撰寫擔任教學助理的收穫與省思) 

   此次師徒制專題結合產學合作的經驗令人深刻，師徒制專題課程與老師的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連結，計畫內容為技術實作為主，事前工作在新生入學後，老師就帶領我們進入狀況。我和

郭廷佑同學是以技優管道進入景文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我們具有數位電子乙級及工業電子乙

級證照，隊與電路時做是有高度興趣及熟悉度。我們雖然身為大一新鮮人，對於老師所介紹的

可見光傳輸模組是可以接受的。在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就隨老師去業界學習如何設計電路。收

穫頗多，而後雖有新冠病毒疫情，跟業界連繫以遠距方式溝通，業界師傅也有耐心教授實務技

能及電路組裝注意事項。 

   這次專題，業界幫了我們很多忙，系統組奘需要美觀，業界有根據情況為我們量身訂做系統

外殼及提供高頻連接線。這計畫若全部由師生合作進會會遲滯不前，因為老師又兼行政主管，

工作繁忙，有時我們不懂，藉由與業界溝通就明白很多，在此謝謝業界師傅及經理的大力協助。 

同時也感謝應老師給我們參與計劃專題及計畫執行，應老師常常申請計畫，為整個團隊籌措經

費，幾乎常常忙到晚上很晚，也提供適當的研究室空間來進行專題。 

   其實這次專題製作，在製作過程中，又激發新的觀點，希望老師的計畫能通過有經費繼續執

行下。很高興擔任這次教學助理，一面協助 一面學習，感覺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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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教師教學反思教師教學反思教師教學反思 

     教師期末成果說明 

(一) 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師徒制專題 班級 資工一勤           

教師姓名 應誠霖 系所 資訊工程系 

教學助理姓名 
林冠閎 

教學助理 

主要工作項目 

□數位教材製作與應用 ■圖像編修 ■影音錄製□課業進度輔

導 

■帶領實習/分組討論/習題演練/證照輔導  

■策劃參訪/演講/成果展/專題/競賽 

■教學資料蒐集 □證照考試相關 ■課堂協助 ■課後資料整理 

□其他： 

(二)工作規劃及效能驗收：：：： 

請依教學助理實際協助狀況，說明教學助理如何協助教學工作及評估工作執行效能。 

內容 教學助理工作規範及效能驗收說明 

課程教材製作 協助教材報告撰寫 

協助輔導進度落後的學生 有 

課程帶領討論 師生定期 meeting 討論 

課程隨堂協助 協助電路製作及測試 

協助課程參訪或演講等活動 協助在企業參訪時電路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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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資料蒐集 協助可見光傳輸模組參考資料蒐集 

教學歷程檔案紀錄/拍照/錄音/錄影 
協助可見光傳輸模組個階段 錄影及拍照工

作 

教師指定工作(其他協助課程相關事宜) 協助可見光傳輸模組架設、名牌及海報製作 

教師整體評價(以 100 分為滿分) 90 分 

 

(3) 學生學習回饋學生學習回饋學生學習回饋學生學習回饋 

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情形說明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情形說明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情形說明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情形說明((((整體性整體性整體性整體性))))    

說明：以學生為學習中心，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及熱情為目的，以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請老師以整體性說明，您指導的特色專題組別，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施測工具為何施測工具為何施測工具為何施測工具為何，以

及學生學習成效提升之情形學生學習成效提升之情形學生學習成效提升之情形學生學習成效提升之情形，，，，請請請請加強加強加強加強說說說說明學生前後的改變明學生前後的改變明學生前後的改變明學生前後的改變。 

    

評評評評

估估估估////

施施施施

測測測測

工工工工

具具具具    

1. 電資學院專題製作成果展(6/11 業已辦理完成) 

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技術實作組)年度成果展(8/13~14 宜蘭大學主辦) 

3. 成果展口試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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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學學

生生生生

學學學學

習習習習

成成成成

效效效效    

提提提提

升升升升

情情情情

形形形形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

至至至至

少少少少

300300300300

字字字字】】】】    

在教學上師生互動及了解學生背景重要性：本校電資學院為技職校院，

考慮學生具有數位乙級及工業電子乙級證照，對電子電路及基本程式語言

有基礎，在本校新鮮人實務專題課程內容設計是往貼近日常生活科技、元

件容易取得、具有未來生活資通訊科技發展性、系統成本較為低廉及在有

限的時間內能實踐出來的綜合考量下，師生團隊提出「製作教具可見光無

線通訊傳輸模組」研究題目參與此次學生專題競賽。在這樣一個專題製作

模式中，讓學生了解何謂「可見光無線傳輸架構及電子電路配線設計圖。

根據電子電路配線圖購買所需的元件、探討學生在專題中搜尋書面或影音

檔參考資料，從學中做及做中學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最後從實做中了解「可

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在未來通訊科技中扮演的腳色及應用面。 

此次師徒制專題結合產學合作的經驗令人深刻，師徒制專題課程與老師

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連結，計畫內容為技術實作為主，事前工作在新生入

學後，老師就帶領我們進入狀況。我和郭廷佑同學是以技優管道進入景文

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我們具有數位電子乙級及工業電子乙級證照，隊與

電路時做是有高度興趣及熟悉度。我們雖然身為大一新鮮人，對於老師所

介紹的可見光傳輸模組是可以接受的。在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就隨老師去

業界學習如何設計電路。收穫頗多，而後雖有新冠病毒疫情，跟業界連繫

以遠距方式溝通，業界師傅也有耐心教授實務技能及電路組裝注意事項。 

   這次專題，業界幫了我們很多忙，系統組奘需要美觀，業界有根據情況

為我們量身訂做系統外殼及提供高頻連接線。這計畫若全部由師生合作進

會會遲滯不前，因為老師又兼行政主管，工作繁忙，有時我們不懂，藉由

與業界溝通就明白很多，在此謝謝業界師傅及經理的大力協助。 

同時也感謝應老師給我們參與計劃專題及計畫執行，應老師常常申請計

畫，為整個團隊籌措經費，幾乎常常忙到晚上很晚，也提供適當的研究室

空間來進行專題。其實這次專題製作，在製作過程中，又激發新的觀點，

希望老師的計畫能通過有經費繼續執行下。很高興擔任這次教學助理，一

面協助 一面學習，感覺很好。 

 

 

建議與省思建議與省思建議與省思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特特特特色專題色專題色專題色專題學生個別學習成果評估表學生個別學習成果評估表學生個別學習成果評估表學生個別學習成果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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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請指導老師針對個別學生針對個別學生針對個別學生針對個別學生填寫一張學生學習成果評估表，以供學生後續選課

或強化自身能力給予參考。(即幾位學生就會有幾張即幾位學生就會有幾張即幾位學生就會有幾張即幾位學生就會有幾張) 

2. 指導老師及學生簽名後，請將正本連同成果報告繳交至教學資源中心，影印

一份供學生留底參考。 

 

專題名稱 製作教具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製作教具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製作教具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製作教具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 

學生名字 林冠閎 學生班級 資工一勤 

學生綜合表現建議 

1. 林同學在與企業業詩及學校老師在專題課程中主動學習。 

2. 製作過程中亦提出解決方法 

3. 穩定出席課程及製作 

4. 改進建議：在簡報表達上期盼更放膽，避免怯場。 

學生選課建議 

精進能力: 簡報能力  

 

 

說明： 

3. 請指導老師針對個別學生針對個別學生針對個別學生針對個別學生填寫一張學生學習成果評估表，以供學生後續選課

或強化自身能力給予參考。(即幾位學生就會有幾張即幾位學生就會有幾張即幾位學生就會有幾張即幾位學生就會有幾張) 

4. 指導老師及學生簽名後，請將正本連同成果報告繳交至教學資源中心，影印

一份供學生留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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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名稱 製作教具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製作教具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製作教具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製作教具可見光無線通訊傳輸模組 

學生名字 郭庭佑 學生班級 資工一勤 

學生綜合表現建議 

1. 郭同學跟隨林冠閎同學參與此次專題課程 

2. 兩位同學也在課餘時間討論電路及系統測試 

3. 穩定出席課程及製作 

4. 改進建議：在簡報表達上期盼更放膽，避免怯場。 

學生選課建議 

 

精進能力: 簡報能力 主動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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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ppendix) 

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資料，可補充於附件，如學生評量工具、訪談問題

等等。 

1. 寬頻通訊系統評量結果： 

 

 

 

教育目標正向比: 96.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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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正向比: 100% 

3. 其他成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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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調查表成果調查表成果調查表成果調查表(108/8/1~109/7/31) (系統端填寫)(必填) 

 

說明：本項成果調查表為調查計畫衍生之多元成果，主要提供專案辦公室對老師們之成果進

行深入了解，以規劃更符合需求之教師支持策略。因教師進行課程多元，並非每項目皆有成

果，所填寫成果並不影響計畫申請結果，但仍務請老師們詳實填寫，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1. 研究計畫基本資料研究計畫基本資料研究計畫基本資料研究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主持人姓名 應誠霖 

職稱 教授 

系所名稱 電腦與通訊系 

計畫編號 PSK1080162 

計畫名稱 製作教具可見光製作教具可見光製作教具可見光製作教具可見光(VLC)無線通訊傳輸模組無線通訊傳輸模組無線通訊傳輸模組無線通訊傳輸模組 

2. 研究成果調查研究成果調查研究成果調查研究成果調查表表表表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量化指標量化指標量化指標量化指標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學 

術 

成 

果 

國內期刊論文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論文：_0_篇( I 類)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論文：_0_篇(非 I 類)  

國外期刊論文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論文：_0_篇( I 類)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論文：_0_篇(非 I 類) 

國內專書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專書:_ 0 本  

國外專書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專書:_ 0 本  

國內專書篇章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專書篇章：0_章  

國外專書篇章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專書篇章：_0 章  

國內研討會論文 徵稿主題包含教學實務議題之研討會論文：_0_篇  

國外研討會論文 徵稿主題包含教學實務議題之研討會論文：_0_篇  

評論文章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題之評論性文章：0_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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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 以教學實務相關議題為主之技術報告： 0 份  

其他 其他與教學實務相關議題有關之學術成果  

教 

學 

成 

果 

教案/教材發展 

教案/教材發展共__1___件 師徒制

專題教

案 
1. 跨領域教案_0__件 

2. 實作型教案_1_件 

線上課程 

1. 磨課師課程_0_門  

2. 開放式課程_0_門  

3. 其他類型線上課程 0__門  

線上教學資源庫

建置分享 

請說明  

原創性教科書 外文__0____本 中文___0__本  

普及書 外文_0_____本 中文___0__本  

創新教具發展 __5___項 可見光

傳輸模

組教具

零組件

及傳輸

成果展

覽 

測驗/評量工具發

展 

量化__0__份；質性__0_份 

包含質性與量化測驗工具發展，如學生動機問卷、前後

測知識測驗量表等、觀察量表等皆屬之) 

 

以 教 學 實 踐 研

究、教學實務分享

為主題之經驗分

享 

演講/座談__1_____場次 

(包含工作坊、主題演講、座談會、交流會等有關教學實

務方面的分享) 

教學實務相關主題之實作工作坊帶領____0_____場次 

本校教

學實踐

研究計

畫研提

工作坊 

教學社群參與 

� 參與校內教師社群___1__個，其中以教學實踐或創

新教學研究為主題之教師社群___1__個。 

� 跨校教師社群_____個，其中以教學實踐或創新教學

研究為主題之跨校教師社群____個。 

優化技

職校院

實作環

境計畫

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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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獎項 

包含校內外各類教學獎項 

校內院級以上教學獎項____類(如教學優良、教學傑出、

院級教學卓越獎等) 

校外教學獎項____項(如國家級教學獎項或是學會頒發

之教學獎項等) 

 

教學類補助計畫 

__1__件補助計畫(教師社群補助計畫不計於內) 

包含校內教學補助計畫如創新教學計畫等，與政府補助

之各類教學類補助計畫(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外)，需與

課程、教學或教學研究等相關之計畫。 

校內技

優領航

計畫 

配合教學課程之

產學合作 

 

說明：本項目主要

因應實作課程或是

安排場域/業界實

作等教學模式進行

調查，若無若無若無若無，，，，可直可直可直可直

接填無接填無接填無接填無 

■配合產學合作計畫進行實作場域教學，共_1___門課 

■因應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進行與業界/社區/場域合作進

行課程規劃或實作課程，共__1_門課 

■因應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協助學生進行成果發表，共

_1__門課 

□ 因應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延伸教學活動，引導並指導

學生參加競賽，共_____位學生 

□ 無相關與業界/社區/場域合作之實作課程規劃 

師徒制

專題課

程 

電資學

院專題

競賽專

題製作

發表 

指導學生參與競

賽/展演得獎 

國內競賽__1___場；展演_0___場 

國外競賽__0___場；展演__0__場 

電資學

院專題

競賽專

題製作

發表 

其他公開發表之

教學成果 

請說明  

智慧

財產

權 

教案著作授權 __0__件 
 

教具專利授權 __0__件 

其他授權 __0__件 

參與

計畫

人力 

兼任助理 __0__人  

協助課程助教 __0__人  

協助計畫之臨時

人力 
___0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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