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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遠距教學的發展道路上，國立中正大學

（簡稱中正）負有承先啟後的使命，是

國內最早投入的尖兵，一路打拼，為國內的遠距

教學立下一個參考模式，網路碩士在職專班數、

通過認證課程數、校內遠距課程開課數等都是國

內首屈一指。後續我們將引入先進的學習科技技

術、教育理論、人工智慧、大數據等，為數位學

習的未來發展趨勢再度立下亮麗的標竿。

扎根25年的數位學習基石

回顧本校在數位教育上的推展，早於1996年即

開始參與教育部遠距教學先導計畫，建置高速網

路（ATM網路）及遠距教學主播教室，實施即時群

播遠距教學。1998年完成自製之非同步網路教學

平台，一方面逐步擴充平台功能，成為符合國際

標準，可支援SCORM教材的平台；另一方面積極

推動全校課程上網，鼓勵教師進行網路輔助教學。

有鑑於資訊與網路科技對教學與學習帶來的便

利與衝擊，本校於2002年成立網路學習工作室，

以專業的數位學習團隊來解決網路教學實施時，

面臨的多媒體製作技術及專業線上學習平台之需

求。2004年更創全國先例，成立學校一級行政單

位之數位學習中心，建立專業的數位教材製作及

課程經營管理團隊，協助教師大量製作高品質之

數位教材及經營數位課程，同年並成立中正網路

大學，也是全國的第一所網路大學。本校之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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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數位學習的蛻變──
引領磨課師課程進入深耕大數據創新教學模式

圖一 國立中正大學數位學習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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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發展歷程，如圖一。

除了遠距課程，在教育部核可開辦的15個數位

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中，本校即有3個數位學習碩

士學位班，包括：「教學專業發展數位學習碩士

在職專班」、「會計與法律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雲端計算與物聯網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自教育部開辦數位學習認證以來，本校

共有38門教材通過數位學習教材認證，103門課

程通過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所累積產製的數位學

習教材數量更可謂居全國之冠，蘊積的數位學習

能量與經驗是本校所奠下發展數位學習的紮實基

石。

資訊與網路科技的崛起，是中正開創數位教育

的第一個挑戰；2012年Coursera和EdX等線上教

育平台以及磨課師課程的出現，成了中正必須思

考數位教育轉型與升級的第二個挑戰。學習者的

學習方式與過去有著相當大的差異，以幫助學生

自主學習為嶄新的教學目標，教師教學模式也必

須隨之改變，教學現場所需的軟硬體設備等都須

跟著更新。因此本校自103年開始參與教育部的

「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至108年銜接參與「大

學深化數位學習推動與創新應用計畫」，共累積

製作25門磨課師課程（課程地圖如圖二），本校

7個學院皆有核心課程參與製作磨課師課程，也

成功讓課程跨出校園，以更多元的開課形式擴展

教學能量。

「新世代、新思維、新定位」的數位教

育核心理念

為從本校所累積的數位學習能量與經驗中發展

新頁，本校以「新世代、新思維、新定位」作為

核心概念，在校務發展重點中針對數位教育的推

動與執行，提出包括「開創新世代教學模式」、

「營造優質教育環境」、「發展AI研究，打造人

工智慧應用創新實踐場域」、「推動開放式大學」

等發展目標與策略：

一、開創新世代教學模式

傳統的授課教學方式已受到挑戰，協助教師發

展教學創新、協助學習者提高學習動機與自主學

習能力是本校積極推動之目標，又以「深化跨領

域學習」、「創新課程教材與教法」與「推動問

題導向教學模式」為執行重點。本校持續推動彈

性學分及學制，放寬修業規定，亦持續推動客製

化學程，增設「微型學分」或「微型學程」，以

圖二 國立中正大學磨課師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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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第二專長、跨領域學習的靈活度，在既有基

礎上，鬆綁現有學分設限。為深化學生學習廣

度，積極推動大一、大二不分系制度，搭配各學

院之跨領域課程。

此外，因應數位時代潮流，統合教學及資訊資

源，導入磨課師主流技術與虛擬實境，運用3D

全境影片、VR 360 video錄製設備開發教材，發

展多元互動課程，引領數位教材開發新趨勢並提

升本校數位教材國際化水準。在提升教師問題導

向教學知能方面，在校內辦理教學工作坊、鼓勵

不同專業領域教師組成跨領域社群與鼓勵教師開

發符合產業及現代趨勢之創新課程，引導教師使

用多元化教學模式，亦規劃創新數位教材製作支

援及補助辦法，鼓勵教師投入創新教材之開發及

教學上的運用。

二、營造優質教育環境

（一）開發新版教學平台，建置全方位的學習

環境因應現今多元的教學與學習方式，本校提

升原有學習平台之功能與效能，成為新一代的數

位教學平台：e-course 2.0，能整合校務系統、優

化雲端教學效能，並採用模組化設計，能掛載全

球開發者所發展之新穎模組，輕易擴充系統功

能，以因應未來資訊技術快速變化，能隨時調整

功能以符合使用者需求，得以支援包括：翻轉教

室、課堂互動、程式設計線上學習、遊戲式學習、

問題導向與專題導向學習等。

（二）建置智慧型互動教室

本校於校內建置標準數位攝影棚，用於製作高

品質數位教材，並逐步建置新一代的智慧型互動

教室，加入使用360度環景攝影機與空拍機，提供

VR教材開發工具，導入新興8K與4K技術，製作虛

擬實境數位教材；建置直錄播映系統教室，可提

供教學直播、課程即時錄製與臨場實境的學習內

容，串聯多方學生進行班際課程之整合教學。

三、 發展AI研究，打造人工智慧應用創新實

踐場域

本校與國內外多所產學機構近年來合作進行人

工智慧的研究，累積在人工智慧領域具備結合

產業發展與接軌國際的能量。2018年開始工學

院推動創新數位教學，規劃AI系列數位遠距課

程，落實MOOCs教材製作機制及新興科技教材

製作技術，在校內建置機器人自造基地，開設

圖三 國立中正大學的數位學習應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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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Maker Space課程，透過Scratch圖像化程

式設計工具，讓學生發揮創客的精神，設計自

己的APP程式。未來將依資源多寡建置AI應用實

驗場域，包括：智慧機械場域（機器人自造基

地）、金融科技場域、虛擬實境劇場場域、無

人飛行載具場域，以及在地文史數位資料場域

等。

四、推動開放式大學

新世紀的社會是學習社會，建立終身學習社會

是我國重要的教育政策，是世界的潮流，更是本

校創校校長林清江博士極力倡導的教育理念，本

校長期以來推動數位學習與終身學習，為深化終

身學習，逐步發展推廣教育之數位課程，藉著建

置易用且支援行動學習的開放性學習平台、教與

學經驗分享平台，分享教學及學習經驗，並融入

網路社群互動功能，得以擴展使用者之運用性與

學習效果。推動盤點適合數位化之課程，鼓勵各

院系所將課程實用化、生活化，開設為樂活課程

或產投課程，並由清江學習中心協助將課程數位

化與商業化。

推動系列課程的策略思維與亮點特色

配合整體校務的發展規劃，本校參與「大學深

化數位學習推動與創新計畫」即將「開發核心課

程」取其能為本校之典範與特色課程為推動標

的；務求執行計畫過程中落實本校推動數位教育

25年來逐步建立的相關機制與法規，以鼓勵教師

參與，支援教師製課需求，並輔助教師線上課程

經營，同時讓系列課程能導入校內與校外更多元

的數位學習模式中（如圖三），以擴展教學能

量。以下將從本校所推動之四個系列課程（見圖

四），說明其策略思維與亮點特色：

一、 跨世代跨領域的學習標的：「易經理

論及應用」

系列一「易經理論及應用」係基於本校首度參

與磨課師計畫所開發的《易數邏輯》課程所延伸

發展。《易數邏輯》透過獨創的「邏輯異或」法

則，由資訊工程學系游寶達教授以邏輯推論講述

易數易卦，大受歡迎。期間於國內各大數位學習

平台與國外Udemy平台開設公開課程，獲得不少

迴響，至今仍經常收到來自新加坡、英國、加拿

大、美國、澳洲、中國的國際讀者來信詢問開課

資訊，索取教學教材。易經是一門可深可廣的學

問，回應讀者迴響，本校延伸結合中國文學系，

設計易理的基礎課程《易經的智慧》，並擴大邏

輯推論的應用案例與技巧，設計具進階應用的

《易術推論及應用》課程，中文與資工結合的教

學內容，讓學習者領略跨領域學習的巧妙。此外

在課程應用面上，《易數邏輯》透過持續延伸發

展教材，於校內逐步導入成為符合標準的遠距課

圖四 深化計畫四個系列13門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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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易經的

智慧》則成為嘉義高中、永慶高中等校彈性學習

中的自主學習與微課程。從高中生、大學生到社

會人士，「易經理論及應用」具有跨世代共同學

習的課程特色。

二、 學習人際關係發展的必修課：「人際

關係與社會互動」

系列二「人際關係與社會互動」的課程發展是

基於現今社會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社會互動有逐

漸萎縮退化的趨勢，本系列課程即針對青少年及

青年的發展階段，探討人際關係與社會互動的基

礎內容、發展歷程及諮商應用，挑選本校心理系

最受歡迎的《普通心理學》、《發展心理學》及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三課程入門。在課程應

用面上，三課程可獨立學習，也導入校內學分課

程中應用，三課程亦可合併學習，「人際關係與

社會互動」一課也是交大育網推動跨校通識學分

的課程之一。此外，由於本校有不少東南亞國際

學生，透過優秀學生返國後成為與本校交流窗口，

課程將和印尼國立三寶瓏大學（Universitas Negeri 

Semarang）教育學院的心理學系與諮商輔導學系

合作，開設線上課程以建立嶄新的合作模式。

三、 大學理工生的必修基礎：「普通物理（Ⅰ）」

系列三「普通物理（Ⅰ）」是大學理工學院學

生一年級必修的基礎課程，也是本校具龐大學習

需求的課程之一，加上每年有為數不少的重修

生，為讓學生能在基礎課程中就能有效學習以利

後續進階課程修習，因此本校透過數位課程的彈

性特色重新規劃成為《力學Ⅰ》、《力學Ⅱ》、《熱

力學》三課程，將三學分的課程轉化為一學分微

課程，也導入三學分的必修課中進行翻轉教學，

讓必修生的學習更精實，重修生的學習更彈性。

四、 發展AI研究核心課程：「智慧計算及應用」

系列四「智慧計算及應用」是配合校務重點中

發展AI研究的目標，作為本校布局AI系列數位遠

距課程的初始，《深度類神經計算及應用》、《深

度機器學習及應用》、《深度模糊計算及應用》

三課程的規劃，是延伸本校106年度開發《深度

學習》的學習者回饋分析而設計。此外，為延伸

學生的學習視野，本校也建置「智慧機器人自造

基地」，結合數位課程開辦微學分課程、辦理競

賽與論壇，以及提供學生作為進行專題研究的

場域，朝向多元開放與彈性自主的學用合一目

標。

圖五 國立中正大學數位學習頻道具穩定流量與訂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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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課程成為知識型影音，觸及潛在閱聽

學習者

瀏覽影音是人手一機的現代人常見的使用

習慣，有鑑於此，本校自2015年10月開始建立

YouTube頻道CCU MOOCs，嘗試讓課程影片成為

知識型影音，藉此擴展課程的能見度，發揮更大

的學術影響力，透過近六年的累積，現在頻道每

個月都有約2.5萬的影片觀看次數、約兩三百人

的訂閱人數（圖五），呈現穩定的成長趨勢。

有趣的是，由於YouTube頻道的閱聽模式和數位

學習平台上的學習模式不盡相同，閱聽者觀看

影片的習慣和喜好相當多元，數據分析也成了本

校評估課程推廣對象的重要參考依據，譬如：數

據顯示本頻道近一年觀看次數較多的課程影片為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15.5%、《易經的智慧》

14.9%、《易數邏輯》11.8%，但觀看時間則是《易

經的智慧》17.2%、《易數邏輯》16.8%，皆長於《諮

商與心理治療理論》的16.7%，普羅學習者對「易

經理論及應用」相關課程黏著度頗高，而《易經

的智慧》有5.2%、《易數邏輯》有12.7%是65歲以

上閱聽者，這是本頻道所有課程中獨有的觀眾

群，都是本校作為課程推廣的重要參考資料。

此外，今年度本校也啟動Podcast聽學習，順

著臺灣近一年Podcast閱聽數呈野蠻成長的趨勢，

也跟進嘗試拓展新的課程運用模式，挑選適合聽

覺學習的課程，如：《易經的智慧》、《發展心

理學》與《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以每週上架

的方式提高學習者的黏著度。

引領磨課師課程進入深耕大數據創新教

學模式

教育部主推的磨課師計畫帶動一波的數位教材

水準之提升及課程經營模式之國際化。本校從

2014年起配合教育部磨課師計畫的執行，已累積

豐富的經驗，將此一經驗持貫徹到本校深耕計

畫之中。到目前為此，已建立10間以上的專業攝

影棚，可以錄製出達到教育部磨課師教材之水

準，其中我們遵守每一教材單元影片約5至15分

鐘之長度、精簡呈現一個主題、不鼓勵隨堂錄

影、概念完整不硬生切斷、影片為Full HD以上之

MPEG-4格式、提供可下載之簡報格式為PDF、教

材內容含有互動之元素、可具體提升學生學習效

果等要求。這一些具有磨課師水準的教材已陸續

掛載於本校的eCourse2學習管理平台，讓學生可

圖六 國立中正大學eCourse2上的新增活動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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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行線上非同步學習之用。

有好的數位教材之外，還必須要有好的線上教

學環境，才能建構出理想的雲端教室。本校的

eCourse2學習管理平台利用Moodle為核心，經過

本校技術團隊的努力，已將其改造為友善的線上

平台，另外在Moodle的Activity功能下，加入不少

的新活動或資源，如圖六。

受疫情之影響，教師們被迫移到線上進行同步

教學，上述增加的Google Meet、Jitsi、MS Teams

等功能，就是讓老師及學生可以在eCourse2內直

接連線到這一同步平台上進行線上教學。因此，

透過eCourse2整合出一套完整的學習管理平台，

學生們可以在單一平台內閱讀非同步的MOOCs

數位教材及在國際大廠的平台上進行線上同步課

程。

另外，Moodle具有強大的後台資料庫系統及外

掛套件的機制。本校研發團隊利用大數據之技

術，收集及分析學生學習歷程之資料，以提升線

上教學之品質。首先，利用Moodle的Block功能，

對學習活動附加emoji的功能，讓學生在進行線

上活動時，可以及時給出他們的情緒反應，如圖

七。

透過學生線上事先閱讀教材、參與討論區等之

情緒反應，教師可以在上課時，包括同步線上上

課時，可以了解學生事先學習的狀況，給予適當

的教學，如圖八。

教師透過情緒回饋報表，可以了解學生對某

一份指定教材的感受，如果多數學生認為教材

太難，教師上課時可以給予補救教學；或發現有

幾位同學認為簡單，則可以邀請他們發表心得，

以同儕學習模式，激發其他同學的學習動機。

數位學習發展的挑戰

現場教學的方式受疫情影響，有漸漸移到雲端

教室之趨勢，這是一種新的另類混合式教學方

式，混合了非同步教學及同步教學兩種模式，如

何加強教師的教育理論基礎及學習科技素養，以

確保學生在此一新教學模式下的學習品質，將是

一個全球性的教育議題。本校秉持著遠距教學的

優良傳統，整合教育、系統開發、人工智慧等人

才，在學習環境、教學內涵等面向，除提升學術

研究成果之外，同時也提供給大學生最佳的學習

環境，以期本校的持續發展可以朝向世界一流學

府的目標前進。

圖七 數位教材附加上情緒表徵之功能 圖八 線上數位教材學習之後的情緒

　　 回饋報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