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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式問題導向學習在感測訊號處理課程教學行動研究之 

加強學生持續性學習動力的探討 

一. 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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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在中後段的科技大學，至少以景文科大電通系的學生來說，雖然大部分學

生原本的素質以及學習態度普遍欠佳，學習動機與動力也不夠；但是在課程的教學

現場可發現，其實還有些學生擁有不錯的學習能力，只是因不想努力學習，或是學

習動機與動力無法有效的持續，以至於無法有較突出的表現；所以這群學生並非真

的無法學習好，如果可以設計出一套適合他們的有效學習方式，相信將來對於國家

社會可以有很好的貢獻。 

由於持續性的學習動機與動力為一切有效率學習的基礎，因此，本計劃針對本

人在本系大二所開設的實務課程–感測訊號處理，提出以學生為中心，採取認知取

向，設計以問題或專題為基礎的專案式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期望可以有效持續性的激起學生學習的動機與動力，同時也想藉由學生之間

的相互影響，來進一步的提升他們學習的成效，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問題導向學習[1]-[9]，植基於建構主義的觀點（constructivist view），認為學習

是在社會環境中建構知識的過程，而不是獲取知識。問題導向學習的方法，美國醫

學院教授巴洛斯（H. S. Barrows），曾將其應用在醫學院的學生訓練方面，對於培

養學生實際問題解決能力，效果相當顯著。後來史丹福大學（Sandford University）

教授布利祺（E. W. Bridges）和范登保大學（VanderbiltUniversity）教授霍林玖（P. 

Hallinger）將這套方法應用到行政人員培訓，對於行政人員的專業發展幫助甚大

[10]。 

基本上，問題導向學習是一種另類的教學方法，它是讓學生在真實世界的環境

中，將所發生的實際生活問題形成案例，大家共同討論，並提出問題解決之道。所

以，學生不只是在教師傳授中得到知識，最重要是在小組中學習。只是對於一般在

國內中後段科技大學的學生來說，光是設計好問題也不一定可以讓這些學生有效率

的持續性學習。 

行動研究的理念，根據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於自於經驗學習理論的一連串學

習與反思的連續過程，其將傳統分立的「行動」與「研究」兩者加以結合，主張務

實工作者應該進行研究，以改善本身的實務工作[11]-[16]。因此，結合 PBL 的行

動研究，是對於授課教師可以反思了解自己授課的方式以及所選用的教材是否真的

適合目前這一班上課的學生。 

本計劃對於本系學生無法有持續性學習的問題，針對感測訊號處理課程提出了

以 PBL 方式設計的四個高關聯度的專案式問題，並結合行動研究紀錄計畫執行過程

的研究指標數據，再設計建立調整原設計的課程規劃的方式；以本人最佳知識(best 

knowledge)的了解來說，對於目前搜尋過的文獻裡，尚未有提到如何透過 PBL 課程

設計的方式來解決學生學習欠缺持續性的問題，而這也是本計畫最有價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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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持續性的學習動機與動力為一切有效率學習的基礎，這個可以從在課堂授課的

情形觀察出來。對於本系大一與大二的學生來說，在每學期新開始的課程裏，幾乎

每位學生都會聚精會神的聽課，隨著進入學期約二分之一的進度，認真聽課的學生

約只剩下七到八分之ㄧ，特別是針對上起課來較枯燥的理論課程，這也說明了欠缺

持續性的學習動力將影響最後整個課程學習的成效。 

依據本人於教學現場觀察，學生漸漸失去學習動力主因不外乎是學生對於教師

授課方式或者是授課內容已經漸漸失去興趣(無感)，另外一個原因則是有部分學生

會因漸漸跟不上進度而選擇放棄；因此一門課程上到學期結束，真正有完整吸收到

的學生實在很少。因此，本計劃針對本人在本系大二所開設的實務課程–感測訊號

處理，提出以學生為中心，採取認知取向，設計以問題或專題為基礎的專案式問題

導向學習(PBL)教學法，除了期望活化教學內容應用，也同時加強學生學習動力的持

續性。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為了可以維持學生持續性的學習動機與動力，本計劃針對本人在本系大二所開

設的實務課程–感測訊號處理，提出專案式問題導向學習(PBL)在感測訊號處理課程

教學之行動研究計畫，除了藉此探討學生學習動力的持續性之外，也同時進行授課

者對於此課程之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本計劃主要目標，將藉由規劃 PBL 課程的設計，預計在一個學期 18 週的時間

裏，分別對學生提出四個階段的專案式問題；這四個階段的問題設計環環相扣，讓

學生從每個階段的開始到結束再進入到下個階段的開始，都是一個感興趣課題的持

續延伸，再以行動研究的模式探討學生在持續性學習動力的表現以及整體學習的效

果，本課程計劃之研究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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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課程計劃之研究架構 

 

四個階段高關聯性的教案問題描述與問題執行方式擬定如下︰ 

第一階段問題描述：  

周遭環境中，有哪些元素需要/可以偵測出來當數據紀錄，或是進一步可以來分析

以及控制，如溫度、溼度等。找出其元素相對應的感測器，如溫度感測器、溼度感測

器等。每組學生可以各依其興趣，找出不同的元素對應的感測測器，紀錄為何對於這

些元素感到興趣，以及如何找到這些元素對應的感測器，並進入第二階段問題之執行。 

第二階段問題描述：  

對於各組所找到的感測器元件，進行了解如何去使用它。每種感測元件依其所需

感測的元素，會有不同的方式將其感測的元素轉換成電器的信號，各組同學需相互討

論瞭解其感測器運用何種方式將其元素轉換成電器信號，例如霍爾元件運用霍爾效應，

可以感測地磁的極性，以便用來協主判斷方向。除此之外，各組同學還需要轉換出來

的電器信號的特性，及如何使用這些感測器包裝外的接腳，並進入第三階段問題之執

行。 

 

執行PBL教案

擬定PBL教案

結論與
建議調整的教案內容

教師巡視各組

並鼓勵與維持學生
持續學習動力

學科能力前測評量

評量學習成果
學科能力後測評量

教師觀察並記錄
學生討論活動

加強學生持續性
學習動力的探討

蒐集分析相關文獻

學生填寫各項評量表

分析研究結果

設計四個階段有高關
聯度的專案式問題

各項評量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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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問題描述：  

要想辦法將感測器所擷取到的信號，做進一步的處理與應用。例如將溫度感測器

所擷取到的電流信號轉換成電壓信號，進一步以人們看得懂的形式顯示出來，或者可

以做進一步的控制。因此，這需要微控制器的幫忙，這一階段，需要了解有哪些類型

的微控制器，適合用在各組開創的專案專題中，各組學生需要一邊尋找一邊了解這些

微控制器的結構以及使用方式，包含了解如何讓微控制器動作的程式語言，之後進入

最後一個整合系統的階段。 

第四階段問題描述：  

在這最後一個階段中，各組學生須將上面三個階段的進行的結果，整合創新一具

有創意的作品。在這個階段，對於各組作品的整合、測試、除錯以及修正的訓練，將

可以讓學生了解在整合階段之前不易被發現的問題，將對於除厝與修正的部分更有心

得。如可以順利完成在這個階段的工作，學生將具備整合開發設計的基礎能力，對於

在高年級的專題製作，甚至是往後畢業後的工作，都有極佳的助益。 

本課程計畫之各週課程進度如下表： 

週次(堂次)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1 第一階段專案式問題解說與學術

科目前測 

介紹第一階段專案式問

題內容以及課程開始前

之學科能力測驗(前測)。 

2 感測器原理簡介 基本感測與轉換元李解

說。 

3 週遭的環境參數介紹-I 介紹日常生活中週遭環

境可以關注的感測元

素，引導學生找到自己感

興趣的部份。 

4 週遭的環境參數介紹-II 同上 

5 第二階段專案式問題解說 介紹第二階段專案式問

題內容。 

6 感測元件資料手冊(datasheet)範例

引讀-I 

引讀範例的感測元件資

料手冊，教導學生如何看

懂元件的資料手冊。 

7 感測元件資料手冊(datasheet)範例

引讀-II 

同上 

8 常用感測器元件介紹 介紹常用的感測器元

件，如超音波、溫溼度、

人體紅外線、聲音、陀螺

儀、地磁、加速度計等

等，以協助學生初步了解

各種感測器元件。 

9 期中進度簡報與評量表填寫 各小組期中進度簡報以

及相關評量表格的填寫。 

10 第三階段專案式問題解說 介紹第三階段專案式問

題內容。 

11 8051 系列微控制器介紹 介紹 8051 系列微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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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 

12 Arduino 系列控制器介紹 介紹Arduino系列微控制

器使用方式。 

13 樹苺派與 ARM 控制器介紹 介紹樹苺派與 ARM 微控

制器使用方式。 

14 第四階段專案式問題解說 介紹第四階段專案式問

題內容。 

15 LED/7 段顯示器/蜂鳴器/LCD 之輸

出介紹 

介紹基本輸出裝置使用

方式。 

16 PWM 馬達控制介紹 介紹以PWM控制馬達的

使用方式。 

17 藍芽、wifi 與 AWS IoT 雲端介紹 簡介一般無線網路裝置

以及AWS IoT雲端系統。 

18 期末成果簡報、評量表填寫與學術

科目後測 

各小組期末成果分享簡

報以及相關評量表格填

寫與課程結束之學科能

力測驗(後測)。 

 

本課程計畫實施之程序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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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課程實施之流程圖 

 

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教學過程採以學生分組方式進行四個階段的專案式問題研討，並由授課教師隨時

查看每一組研討進度以及相關問題瓶頸的處理方向指導。我們設計各類的評量表格

第一階段
專案式問題解說

教師補充階段問題需
要的部份知識

評量數據不佳或是學
生學習狀態不佳

課程開始
進行PBL課程介紹

學生於本階段學習單
與評量填寫

教師從旁觀察記錄學
生學習狀態

初擬定四個階段的
高關聯性專案式問題

設計各式評量表、問
卷與學科前後測驗卷

學科能力前測評量

下一階段
專案式問題解說

最後階段

學生成果簡報與學科
能力後測評量–整合
討論各階段評量數據

確定學習成效

教師再次補充階段問
題需要的部份知識

教師以鼓勵打氣方式
激勵學生學習動力

調整原初擬定的
階段專案式問題

T

T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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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記錄學生學習過程與學習成效的工具，並且也將透過這些工具紀錄學習成效指標

數據研究，計有下列 8 項指標︰ 

1. 學科能力前測分數(教師評分) 

2. 學科能力後測分數(教師評分) 

3. 自評表平均分數(含學習日誌) 

4. 小組討論互評平均分數 

5. 他組討論互評平均分數 

6. 課程滿意度問卷調查平均分數 

7. 成果簡報分數(教師評分) 

8. 期末作品成績(教師評分)  

評測的分數集中在 70~85之間的成績，少數組別的學生可以拿到 90以上的成績，

且學生分組討論實施過程某些組別表現非常積極，以下為分組討論實況以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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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 

(a) 分組是成敗的關鍵之一 

由於本次課程進行時，分組的做法是讓學生自行分組，找自己適合

的夥伴，因此發現有部分組別非常的被動，整組的學習氣氛不佳，即使

經過輔導仍然提不起整組的學習氛圍。經檢討認為這跟當初組別的形成

以及其成員有密切的關係，想做的會同一組，不想做的會同一組或是要

求加入其他的組別，因此分組會是成敗的關鍵之一。教師應適當的介入

學生分組的過程，以期可以使得各組別達到合作學習最佳的狀態與效

果。  

 

(b) 教師上課的技術以及隨堂引導的技術與助教資源  

本次課程進行時，仍發現有部分學生無法理解所講解的內容，甚至

其實是處於不想聽課的狀態。面對這樣的學生，除了會耽誤到本身學習

的進度外，也會影響到其他組員的學習氛圍。經了解這些學生部分由於

基礎不佳導致無法理解課程內容，部分是不懂教師在說什麼，部分是沒

興趣。因此如果教師講課時，能夠有辦法同時生動引進這些學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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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將更有效率的達成學生學習的效果。  

 

(3) 學生學習回饋 

(a) 學習日誌 (42 位填寫/45 位修課學生) 

課程活動安排 (42/45)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第一階段 25 12 5 0 0 

第二階段 24 13 5 0 0 

第三階段 16 18 8 0 0 

第四階段 16 18 7 0 1 

 

課程活動安排 (42/45)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第一階段 25 12 5 0 0 

第二階段 24 13 5 0 0 

第三階段 16 18 8 0 0 

第四階段 16 18 7 0 1 

 

(b) 學習日誌 (前 5 名學生位填寫/45 位修課學生) 

課程活動安排 (5)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第一階段 3 1 1 0 0 

第二階段 2 2 1 0 0 

第三階段 5 0 0 0 0 

第四階段 5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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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次課程的受益度 (5)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第一階段 3 1 0 1 0 

第二階段 3 1 0 1 0 

第三階段 5 0 0 0 0 

第四階段 5 0 0 0 0 

 

從上面四組數據可以發現雖然對於大部份學生而言不易看出成效，但是對於本系

比較認真的前面 5 位同學來說，越到後面階段，越可看出成效。 下列為學生

自評表針對兩項主要議題的統計數據： 

 

I. 課程的設計(PBL 教學法)使我對課程學習產生興趣 

 II. 我會主動搜集與課堂學習有關的資訊研讀, 加強自我學習能力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I 11 20 11 0 0 

II 15 11 15 1 0 

 

以下特別提出值得反思的學生回饋意見：這種課程很兩極化，對於一些沒

基礎的學的很辛苦，甚至有的人連試都不試就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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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經由參與計畫發表說明會，發現各校可以運用的資源差異蠻大的，尤其

公立與私立大學之間。對於 PBL 的課程，實需要 2~3 位有經驗的助教學生將

會使得學習效率更加提升。因此建議提高計畫兼任助理的費用，並開放可以

聘任外校的學生擔任 TA，以使得計畫課程可以有更好的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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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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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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