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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永續發展價值為目標的知行說奈米光電教學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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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動機 

雙向互動偏低：晚學過去在課程教學現場『光電低維度奈⽶結構』，多以淺顯語言、配合

示範教材、歷史故事、肢體動作等，讓參與學員從不熟悉的語言環境下體會講授內容。然

課程中多採用單向授課學員聽講模式，部分修課學員較易出現注意力不集中、似懂非懂、

卻又習慣性的吝於思考問題、提出疑惑的情境。這對學員的學習成效往往較為侷限，僅在

於片面知識的吸收。 

創造力展現偏低：晚學開設課程主軸為奈米光電，屬新穎跨領域學科，內容涵蓋化學、材

料、物理、電子、能源、生物、醫學等；此領域人才的培育與養成亦是邁向國際奈米光電

舞台的潛在能量。由於參與學員來自不同學習背景與專長（包含電子、電機、機械、化工、

材料、光電等），為能誘發學員奈米級敏銳觀察力與跨領域創造力，課程後段多會要求學

員自主規劃研究構想提案。依自身專長、課程收穫與想像力發想創新研究主題，也藉此建

構學員組織研究、執行規劃、與分析討論的能力。過程中縱然偶有驚喜，多半數學員呈現

的是較無創造發想、與現有技術或文獻雷同的重複性構想，專題報告內容以文獻整理居

多；想像力的發揮，對學員似乎是件虛無、無益且勞心費時的差事。 

成果展現經驗缺乏：現今研究所課程的學習評量，除了課堂考試、實作報告，多會設定主

題讓參與學員在期末進行專題報告。因此，科技論文簡報實為學員展現學習成果且一生受

用的重要能力。然受限於原有課程對專業知識的傳遞，如何有效展現成果、如何與觀眾分

享往往受到師生雙方忽略；而這樣的能力需求往往要在職涯發展多年後才能體會。 

全球永續發展議題認知偏低：2015年聯合國發布「永續發展目標」，致力於達成人類與地
球未來的共榮藍圖。然而對身處極度繁榮便利的台灣學子而言，世界性的議題，如貧窮飢

餓、普及教育、兩性平等、兒童死亡率、病毒傳染、環境永續與全球夥伴關係等，是乎與

己身毫無直接相關，多數人們只顧著滿足當下自我的需求與期盼。 

研究目的 

雙向互動式教學：期能突破晚學過去單向授課為主模式，透過互動式知識啟發、實務操作、

成果展現，提升修課學員注意力理解力，且樂於思考、樂於提問、樂於討論、樂於分享。 

永續價值創造能力：如何把學生領往自我發現和創造的道路，不再汲汲於填塞知識、一昧

盲從標準，而是使學生能在任何狀況下，跳脫對標準答案的依賴，透過自身的創造能力在

未來跨領域且多變的道路打開生路。  

可轉移能力：科學(專業知識)是倚靠溝通與分享的社會活動，知識新知的學習累績固然重
要，但如何有效展現、如何與大眾分享、如何與全球迫切議題相結合，更是不可或缺的無

形能力。 

 

 



 

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探討雙向互動式教學的學習成效，期能激發學生積極參與主動求知、主動學習且樂於分享

的精神與態度。 

培育學生創造永續價值的能力，進行教學方法探究、教材教具研發、教學品質的提升、學

習評量改善。此外，分享交流關於人、生命及和平的正面價值，鼓勵學生為他人、社會、

以及全球永續發展目標作出貢獻。 

累積展現成果與分享成果的可轉移能力，進行教學方法探究、教材教具研發、教學品質的

提升，或學生學習成效促進等與教學相關之範疇。 

3.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以人為本的核心教育 

二十世紀教育改革家牧口常三郎主張，教育的目是為了發掘每個學生獨有的潛力，助他們

獲得幸福的人生，成為對社會貢獻的人[1]。把學生放在教育理論與實踐的中心，對課程
與教學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2]，亦是現今教學實踐的核心思想。此外，主張人的自主性
與存在性的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認為，教育的過程如果適當發
揮功能，學生能發現自己、他人以及物質界的更多真理，教育過程有更大的統整 [3]。換
句話說，教師應提供有利於學生主動建構知識的環境，而不是填鴨灌輸的環境，方能幫助

學生自我學習與成長。教育的成果也不在於鼓勵學生讓他人看到自己擁有的知識，而是在

於努力自我發現或創造知識、增長智慧[4]。 

此外，主張社會建構主義的學者，非常支持互動或討論學習過程，強調各種語言使用方式

可以幫助學生更有意義的刺激與建構，包括開放式問題、創造性寫作、學生的解釋和班上

的對談[5]。這類的過程可發有助於知道學員對當前主題單元的認知瞭解，透過各種互動
學習活動機會，例如：發問、討論、解釋或分組討論活動等，讓學生建構自己的知識、情

意與技能。 

教育部對於國民基本教育亦有明確方針，2020 年的教育方式將不只是讓學生滿意，更重
要的是必須讓學生參與，並讓學生在參與的歷程中獲得自我實現感，進而激發其學習的動

機與興趣；創意和創造力所蘊含的想像力將是個體生命源源不斷之珍寶[6]。教師應思考
如何把學生領往自我發現和創造的道路，在課程教學規劃時，應先排除湊合零碎訊息的無

價值手段，而是協助學生能夠開啟知識寶庫的一串鑰匙[1]。這些主張也促使晚學思考教
學態度，檢討過去單向授課方式，嘗試以互動式知行說三合一教學架構，將雙向互動、創

意啟發、成果展現等教學構想，深化於奈米光電課程教學。 

以地球為本的永續教育 

2015年，世界領袖們齊聚聯合國紐約總部，舉行「聯合國發展高峰會」，共同討論所有
國家都面臨的問題，發佈了《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規畫出 17 項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7]，致力於達成人類與地球未來的
共榮藍圖，也是對於所有國家的緊急呼籲，希望各國能夠在全球夥伴關係中採取積極行

動；透過各國攜手合作扭轉當前局勢，進而達到永續發展的可能。對業界而言，SDGs
更是當前全球企業推動永續發展的顯學。例如改善新興市場與邊境市場充斥永續發展問

題可同時帶來商機；永續發展策略對社會形象與先行者優勢的建立；企業的跨國資源更

易超越政府間的種種限制[8,9]。 



 

 
SDGs是當今政府機關和產業界相當重視的課題。對學界而言，教育在全球發展上具有催
化的影響，如何將 SDGs與學術及學校結合，是孕育永續發展推動種子的重要搖籃。除了
專業智識的學習，更應同時正視在科技急速發展的過程中讓地球付出的成本。與學生一同

從地方和全球的角度思考。 

4.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i) 如何於英語授課課程中提升雙向互動，改善注意力不集中、似懂非懂、卻又吝於思

考問題、提出疑惑的情境。 

(ii) 如何透過跨領域教學激發創造力展現，由學員自主規劃研究構想提案，依自身專
長、課程收穫與想像力發想創新研究主題，也藉此建構學員組織研究、執行規劃、

與分析討論的能力。 

(iii) 如何展現與分享學習成果，培養一生受用、創造永續價值可轉移能力。 

(iv) 如何關注全球永續發展議題，破除小我意識，促進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的討論，啟發
更多新穎的永續解決方案。 

5.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課程名稱：光電低維度奈米結構(Low-Dimensional Nanostructures for Optoelectronics) 

教學方法：學習奈米尺度的結構與光電元件應是饒富趣味，處處充滿驚喜與創意。如能令

參與學員眼見為憑，不僅能強化理論與實務的連結，更能誘發學員奈米級敏銳觀察力與跨

領域創造力。本計劃教學流程採用師生團體討論、網路平台 e-campus互動論壇、及專題
討論與展示三階段。 

學習成效評量工具： 

量化：課程作業、課程參與、期中測驗、期末奈米光電永續策略簡報(等級制) 

質性：課堂討論互動、線上交流、問卷調查(教學意見、成果展現、永續發展) 

研究對象與場域：光電學院研究所修課學員，背景來自不同領域。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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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教學準備 

授課內容與講義：資料彙集自行編寫教材(摘選期刊研究論文為主體)。 
英語授課：以淺顯的語言、配合示範教材、實作、分組討論和肢體動作，讓參與學員從

不熟悉的語言環境下體會講授內容。 
示範教材：原子分子模型、自製輔助教具、專題短片動畫、元件量測系統、實驗操作

等。 
e-campus教學系統：建立社群討論區，鼓勵(強迫)學員於群組中以英語提交作業並互相
分享交流。 
網路資源：名人演講、期刊論文、產業訊息、補充資訊等。 
經驗分享：模擬投稿及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情境模式，共同學習學術英語簡報。 

教學成果 

本計畫以互動式知行說三合一教學架構，將雙向互動、創意啟發、成果展現等教學構

想，搭配各式教學案例(說明如下)，深化於奈米光電課程教學。結合永續發展目標於奈

米光電教學，與學生一同從地方和全球的角度思考，跨領域的奈米光電科學對今後社

會、文化、經濟與環境的影響，促進更多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的討論，期能啟發更多新

穎的永續解決方案和方法。 

教學案例 1：課堂中共同 DIY 製作奈米碳管模型，過程中與學員共同體會奈米碳管形
成的方式與其不同組成對材料特性(導體與半導體)的影響，引導學員思考各式碳管是否
存在（最長？最短？牛角狀？如何剪開？…等），進而藉由文獻搜尋、確認是否真有相

關研究。 

 



 
教學案例 2：將量測奈米電晶體元件特性的半導體分析儀與直流探針平台搬至教室，現
場同步示範課程投影片講述內容，有時還會聞到奈米線過載燒焦的味道歐！ 

 
教學案例 3：在 2 次實驗課程中，同學於實驗室親手製備法拉第的金奈米顆粒與金屬
氧化物奈米線等，觀測過程中微妙的顏色變化，並對應課程教授之奈米顆粒形成機制

推測各顏色可能之對應關係。接而進行紫外光可見光光譜量測特性吸收，推測可能的

粒子尺寸。利用金奈米顆粒與電解質離子作用會改變奈米顆粒間距進而改變容易顏色

的關係，學員測試一系列市售運動飲料(舒跑，寶礦力，Fin，食鹽水等)，觀測其相對電
解質離子含量，同時更能深刻體會奈米材料對尺寸大小，形狀，距離等因素有明顯的

物理與化學特性的影響。同學更能深刻地體會奈米結構在光電元件的應用，呼應上課

主題。 

 



教學案例 4：在 e-campu教學系統建立線上討論區，鼓勵同學使用英語分享交流，主題
包含同學對奈米光電與 SDGs相關的討論。 

 

此外，針對同學曾經關注的 SDGs 議題進行統計，並獲得各項永續發展議題在課程中
代表的比重，過程中也明確地感受到永續發展意識已漸漸的萌芽。 

 
透過 pie chart重新檢視以上統計數據，可發現同學對於淨水及衛生、可負擔潔淨能源、
永續消費及生產最為關注。同學們在期末提出的永續發展策略研究提案，特別像是脈

搏感應眼鏡、太陽能蒸餾器、奈米觸覺傳感器等構想，都與這些永續發展目標有直接

的連結，也跟同學光電的背景有相當的關係。 

 
(2) 教師教學反思 

教學與研究：本研究計畫提出互動式知行說教學架構，可深化跨領域的奈米光電課程

教學。透過全球永續發展目標與跨領域知識連結，引導學生由不同角度關注思考，進

而培育具備專業視野並能積極參與全球共同議題的價創人才。 



課程與學習：本課程透過互動討論、創意啟發、成果展現，激發思考和創意。如果能夠

不斷重複此程序，相信學生將能發展出一種屬於自己的思考脈絡與創造力，並建立自
由思考所孕育的創造力，以及與他人溝通分享的能力。 

(3) 學生學習回饋 

 
7.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本研究計畫提出之互動式知行說教學架構與成效將可應用於不同課程，透過主題統整

跨領域的知識，引導學生整全地關注生活中的議題，以達成全球學習與永續發展目標

課程發展之理念。 

最後，檢視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發現仍有許多部分值得省思與精進，包含課程比重

與時間安排，要如何兼顧專業的奈米光電教學與並結合永續發展議題、及適當的實驗

實作，其實是相當不易的挑戰。此外，在全球永續議題與各個專業領域間的連結與實

際的案例討論亦是值得深入關注，相信這對整體課程的發展會有相當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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