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格式)
填表說明：
1.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5 條：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
學計畫，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
後實施，並應公告於網路。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
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2. 教學計畫大綱如下，請填入教育部「大學院校課程資源網」或「技專院校課程資源網」之「課程大綱」
欄位，且能有效連結閱覽。
3. 本件提報大綱為基本填寫項目，實際撰寫內容格式，學校可依需求進行調整設計。
4.
5.

學校名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開課期間：＿109＿學年度＿2＿＿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是 □否)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2. 課程英文名稱
3. 教學型態

文學與創新─創意實踐
Industry Practice Topics
□非同步遠距教學(只要上課有非同步遠距教學，則開課教學型態
則需選擇—非同步)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系所: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5. 師資來源
6. 開課單位名稱(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胡詠翔,孔祥慧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未來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8. 部別
9. 科目類別
10. 部校定(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12. 選課別
13. 學分數
14. 每週上課時數
15. 開課班級數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17. 全英語教學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19. 課程平臺網址（非同步教學必填）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其他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學分學程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必修 □選修 □其他
2
(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數)
1.05
3
每班 50 人 (由 109-2 名單匯入)
□是 □否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Eclass.yuntech.edu.tw
https://webapp.yuntech.edu.tw/dLearning/1092/10920043.pdf

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二、
三、

適合修習對象
課程內容大綱

1.本課程數位內容取自本校教師自製且獲教育部深化數位學習計畫三
年期計畫之影音教材。
2.本課程預計搭配校內大一必修文學與創新系列課程辦理，採線上和
線下混成的方式教學。
2.課程內容主要延續上學期的文學與創新-創意思考(談史丹佛大學厚
數據的設計思考)與本校通識「大數據的設計思考」課程。
3.本課程主要圍繞在學生從厚數據與大數據中挖掘數據洞見後，如何
透過實際「以人為本，改進問題」起點出發，並理解慣性思考對人類
生活與行為的影響，有溫度地持續改進問題。
教學目標:
 我能認識影響人類行為的慣性思考與效應。
 我能將數據洞見的創意發想，轉譯成測試雛型文本，包含：
分鏡圖、圖表、故事、廣告、樣品、模型、角色扮演等。
 我能與他人合作實踐並追蹤問題解決方案的成效，並持續改
善。
 我能藉由測試雛型文本和利害關係人溝通協調，並獲得解決
問題的資訊。
4.學生被預期在面授課程時，必須與同學運用面授週次時間實際合作
完成一個雛形專案，並在校內課程發表會上，以海報與演講形式公開
發表。
大一學生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授課方式及時數
週
次

1

2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授課內容
面授
 參賽準備：創新圓夢作品展
 課程目標：
學生能理解課程學習方式，同時
建構對課程目標的學習期待。
 單元：
1. 課程簡介
2. 學習如何學習；如何討論版發圖
片
3. 參展準備指導－簡報＆口語表達
4. 參展準備指導－服裝儀容
5. 參展準備指導－我該看什麼
6. 參展準備指導－如何回答評審的
問題
 參賽準備培訓
 課程目標：
延續上學期課程，學生能準備
參加線下創新圓夢作品展。
 影音教材：1.創新案例介紹 A

遠距教學
非同步
1

1

2

同步

3

4

5

 線上：
1. 觀看影音教材
2. 議 題 討 論 (1) － 從 創 新 案 例 A
中，你認為團隊解決以人為本的
關懷是什麼？你最受用的是團隊
哪一個環節？
3. 線下：參展準備
 參賽準備培訓
 課程目標：
延續上學期課程，學生能準備
參加線下創新圓夢作品展。
 影音教材：1.創新案例介紹 B
 線上：
1. 觀看影音教材
2. 議 題 討 論 (2) － 從 創 新 案 例 B
中，你認為團隊解決以人為本的
關懷是什麼？你最受用的是團隊
哪一個環節？
3. 線下：參展準備
4. 分組作業(1) －委員口試詢答模
擬 QA 文本上傳
 參賽準備培訓
 課程目標：
延續上學期課程，學生能準備
參加線下創新圓夢作品展。
 影音教材：1.創新案例介紹 C
 線上：
1. 觀看影音教材
2. 議 題 討 論 (3) － 從 創 新 案 例 Ｃ
中，你認為團隊解決以人為本的
關懷是什麼？你最受用的是團隊
哪一個環節？
3. 線下：參展準備
4. 分組作業(2)－海報文本上傳
 參賽準備培訓
 課程目標：
延續上學期課程，學生能準備
參加線下創新圓夢作品展。
 影音教材：1.創新案例介紹 D
 線上：
1. 觀看影音教材
2. 議 題 討 論 (4) － 從 創 新 案 例 D
中，你認為團隊解決以人為本的
關懷是什麼？你最受用的是團隊
哪一個環節？
3. 線下：參展準備
4. 分組作業(3)－簡報 A 文本上傳

2

2

2

6

7

8

9

 學生參展
 課程目標：
學生能組隊參加創新圓夢作品展
並觀摩他人表現。
 線下：參展
 個人作業(4)：參展心得
 創新業界線上講座
 課程目標：
我能從業界專家線上講座，了解
創新的市場價值觀點如何與解決
問題以人為本的理念相互契合。
 影音教材：線上專家講座
 線上：
1. 觀看教材
2. 參與議題討論(5)－線上專家
講座心得
 將點子變原型（1）
 課程目標：
學生能了解製作原型的多元方法
與採用原型的原因。
 單元：
1. 製作原型的意義
2. 原型：視覺化圖表
3. 原型：樣品
4. 原型：模型
5. 原型：故事
6. 案例賞析
 線上：
1. 觀看線上教材
2. 參與議題討論(6) －從你生活
中舉一個你印象深刻本週介紹
過的原型，和同學聊一聊，你
如何實際使用這個原型。
 將點子變原型（2）
 課程目標：
學生能了解製作原型的多元方法
與採用原型的原因。
 單元：
1. 認識共享空間
2. 設備資源介紹：3D 列印機
3. 設備資源介紹：雷射切割機
4. 設備資源介紹：黏土/樂高
5. 設備資源介紹：Idea Factory
6. 案例賞析
 線上：
1. 觀看線上教材
7. 參 與 議 題討 論 (7) －共 享 空 間

2

2

2

2

10

11

12

13

14

(co-working)是近年創新團隊的
新據點，四處都有這樣的設計，
請分享一個你知道或你嚮往的共
享空間環境，同時介紹裡頭有哪
些共用的設施與設備。這些設計
又如何支持大家將創新的點子具
體實踐？
 將點子變原型（3）
 課程目標：
學生能了解製作原型的多元方法
與採用原型的原因。
 單元：
1. 原型：角色扮演
2. 原型：分鏡圖
3. 原型：廣告/微電影
4. 設備資源介紹：軟體篇
5. 設備資源介紹：硬體篇
6. 江湖一點絕：技巧篇
7. 如何借用學校的設備與資源
 線上：
1. 觀看線上教材
8. 參與議題討論(8)－插圖漫畫/
廣告/微電影/小短片，是現在越
來越流行的故事敘說手法，請分
享一則你看過的感人文本剖析
一下你推薦的理由。
 實作演練（1）
 課程目標：
學生能分組和夥伴一起實作演練
自造原型；同時約定好利害關係
人的討論計畫。
 實作演練（2）
 課程目標：
學生能分組和夥伴一起實作演練
自造原型；同時約定好利害關係
人的討論計畫。
 網路世界咖啡館
 課程目標：我能和全班同學分享
我們的蒐集回饋計畫；並瞭解如
何製作訪談大綱、統整回饋經驗。
 搭配 IDEO 手冊 p.71-72
 單元：線上同步教學
 線上：
1. 觀看影音教材
 參與議題討論(9)－分享組內利
害關係人的選擇方式
 實際演練(1)

2

2

2

2

2

四、

五、

六、

 課程目標：我能和夥伴一同招募
利害關係人，進行測試與追蹤精
進。
 搭配 IDEO 手冊 p.71-77
 實際演練(2)
 課程目標：我能和夥伴一同招募
15
利害關係人，進行測試與追蹤精
2
進。
 搭配 IDEO 手冊 p.71-77
 實際演練(3)
 課程目標：我能和夥伴一同招募
16
利害關係人，進行測試與追蹤精
2
進。
 搭配 IDEO 手冊 p.71-77
 成果發表
17  課程目標：我能和夥伴準備期末
2
成果發表，並完成相關表件。
 課程總結
2
 課程目標：我能欣賞其他同學的
成果，並進行成果觀摩。
18
 影音教材：
1. 線上優良作品成果觀摩
2. 成果展回顧講評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 ，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8＿次，總時數：＿15＿小時
■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1＿次，總時數：＿2＿小時
□ 6.其它：（請說明）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 ，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師 生 互 動 討 論 (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方式
每週三上午 10:00-12:00

七、

作業繳交方式

八、

成績評量方式

九、

上課注意事項

hsiang@yuntech.edu.tw
（有包含者請打 ，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1.線上課程：73%（和同學線上討論，線上答題，live 直播）
2.面授課程：27%
每一位同學可依據自己的學習風格，調整 10%的比重，並在加退選前，
向教師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