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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動機 

自 98學年度導入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之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echficiency Quotient Certification，TQC）機制，大一電腦必

修課程（上學期：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下學期：資訊科技－資料處理）採取

英打（傳播學院有中打檢定之畢業規定）與 Office（PPT、Word 與 Excel 三選二）

實用級通過為校定畢業門檻，使其課程目標與學習效果能更有第三方公正力的檢

驗。由於課程教授內容主要以 TQC 題庫為主，並以證照考試成績為學期總成績

50%計算，逐漸使得教學僵化，學生缺乏主動學習，甚至針對證照考試的部分，

有不少同學是以「記憶背誦解題步驟」來通過考試，如此一來，反而是讓教育開

了倒車。 

先前網路流傳「TQC 證照無用論」之說，的確撼動許多學子對於考照的心

態，同時也讓上該課程的老師，面臨一些心理壓力與挑戰。姑且不論網路上言論

的客觀性如何，計畫召集人從導入該機制就參與其中，這些年的版本變化、畢業

門檻的調整以及開設輔導班與常態考試，已經在銘傳看到一個穩定的成果。然而，

錯誤的心態把原先的一番美意變成一種原罪，無論是任何證照都是一個努力的證

明，若要檢討其機制，計畫召集人認為改變現行的上課方式與考證並行的方式，

才能正向積極引發學生學習心態，以及與同學彼此之間發揮教學相長的力量。 

 

貳、執行內容 （課程設計與執行概念、實施方式、實施進度等訊息） 

  一、擬融入課程之職能項目 （教學理念、目標是什麼） 

本計畫主要培養學生「溝通表達」、「持續學習」、「人際互動」、「團

隊合作」、「問題解決」以及「資訊科技應用」這六大職能為主要的教

學理念，貫徹以下教學目標： 

1. 培養主動學習精神 

透過課程老師的引導，了解如何使用網路的開放性資料，並

以任務導向主動讓同學們去了解 Excel 的基本操作。 

2. 精進 Excel基本操作 

TQC 實用級題庫可培養基本工具的操作，但仍有部分更重

要的實務工具並未涵蓋，例如：樞紐分析、合併列印、巨集等等，

這些其實更是業界解決問題的核心價值。 

3. 學習數據分析概念 

導入簡單的統計概念，讓學生在使用 Excel 上，更能將散亂

的各筆資料整理出實際有用的資訊。 

4. 落實與業界接軌 

近年已悄然吹起「大數據」風，各組織紛紛為了 big data費



盡心力成立部門因應，培養分析開放性資料的能力也勢必需要提

升。 

 

  二、職能融入教學模式 （怎麼教） 

拉出 TQC 的實用級題庫會使用到的工具開始，讓學生不以模糊的

題目概念來進行「記憶性」的學習，所以本計畫以下列方式進行： 

1. 基本試算表概念建立 

預計由計畫主持人展開六周的基礎概念教學，讓學生能快速建立

儲存格、工作表、工作簿的基礎操作與函數使用。 

2. 分組討論 

之後主題單元，從「初階思考」（聽到老師提問所衍伸的問題思考）、

「中階思考」（老師已經在先前有講解一些基礎的操作與函數，嘗試拿

這些工具解決問題）到最後的高階思考（也就是批判性思考，當同學

發現問題解決的方式與工具時，能不能再想出其他或更好、更快的解

決方式？），讓同學分組（人數四人以下）討論，由計劃主持人引導當

周學習重點與主題，並提供一個案例當作練習範例，開放半節課時間

做各組綜合討論，並可自行上網找尋相關資料輔助，解決該案例欲求

之結果。過程中，若各組狀況不佳，計劃主持人隨時補充說明，增強

學習的技巧與運用上的思考。 

 

  三、職能融入教學教案 （教學內容） 

本學期課程以 Excel 的學習為核心，除了基本的工具操作外，特

別會針對報表的進階設定、樞紐分析、函數庫、資料工具、群組小計

等，扣連業界較為頻繁使用 Excel 的重點。另外一個重點就是開放資

訊的再度利用與進階分析，教導學生能自行在網路上搜尋開放資料庫，

並加以利用與數據分析，提升學生對 Excel 操作後的再思考。 

其次，面對大量資訊充斥的世代，需快速抓住閱聽眾的目光，利

用當代流行的視覺敘事的資訊圖表，讓大型的圖表瞬間能自行清晰表

達主要資訊，因此，課程後半段以案例分享製作資訊圖表的重點與技

巧，於課堂上直接讓各組同學實作，並鼓勵同學多方嘗試不同媒材（如：

PPT、Excel、Power BI、Photoshop、Illustrator 等）來製作，讓分組討

論更能於課堂上落實，若各組有同樣或雷同的問題，就由計畫主持人

直接利用廣播畫面統一解惑。 

  



  四、職能融入教學行動研究 （怎麼做） 

本計畫執行以「實踐」為精神，不紙上談兵，讓學生使用 Excel 工

具能幻化為一種能動性，在學習上能以實務需求為出發，就不會有空

泛、記憶，乃至於恐懼的情形發生。行動方案預計有下列幾項： 

1. 激勵整組 TQC成績通過 

學期教學安排不以TQC題庫為重，但鼓勵同學在課程之外，

能自我發展題庫練習的能力，以組為單位，成績評比會以 TQC

考試成績作為項目之一，鼓勵整組能力的提升、彼此精進。 

2. 檢索開放資訊、促進議題建構討論 

帶領同學們直接在網路上搜尋開放資訊，尤其以政府機構的

開放資料為主，學習如何將開放資料轉為 Excel 可操作的內容；

同時透過各組成員彼此的交談與共享，能在時間內有效率的執行

主題進度。 

3. 大數據分析與報告撰寫與擇優分享 

最終以數據分析為核心意義，採取各組主題式報告，將分析

主題之資料能充分利用並分析，落實先前學習之文書處理的技巧，

產製一份具專業性與實務性之分析報告，最後計畫主持人篩選並

獎勵較佳案例與全班分享。 

 

參、計畫成果 

  一、摘述辦理情形 

執行計畫之班級為上學期就執教的班級，於上學期建立的上課默

契與共識，經觀察與上學期之教學評量分數（總平均 96.3；標準差 7.76）

對照推敲，應可請該班同學配合執行此次課程重購的改變。雖於第一

時間宣佈時引起不小騷動，甚至有同學發言提出他們的疑慮（TQC 題

庫會不會教不完？評分方式是不是跟以前不同？），但經過完整的說明

（輔以書面文件），並與全班討論協調後，些許微調執行方式與計分方

式，整學期非常順利完成計畫欲執行之各個調查以及課程設計。打破

過往大一電腦必修課程上課模式外，讓學生提早建立職場實務觀念，

以及建立不同階段思考的路徑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透過本次課程，

讓學生得以了解「資料」與「資訊」的差異與處理過程。 

協助本次計畫執行之 TA 資傳四乙葉乃慈同學，除了協助計畫執

行概況之拍照記錄、問卷資料發放與紀錄外，同時也協助超過 24個單

元之教學影片的剪輯與過音工作，認真負責、實屬辛苦，在此感謝課

程重購計畫提供之 TA 工讀金，讓計畫主持人能有得力的助手協助，



使之計畫執行更為臻善。 

 

  二、共通職能融入課程成果 

在計畫期初執行 UCAN 共通職能前測，於課程尾聲時施與後測，

施測人數皆為 60人，結果整理如表 1所示：於本計畫採計之「溝通表

達」、「持續學習」、「人際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以及「資

訊科技應用」這六大職能中，後測平均 PR值皆高於前測；而「溝通表

達」、「持續學習」與「團隊合作」這三項指標成長幅度較高，分別為

14.03%、16.98%與 14.29%。可見，大多數的同學都能認同本計畫執行

之過程與成果能提升共通職能。 

表 1：共通職能前後測之 PR值 

項目 溝通 學習 人際 團隊 解決 資訊 

PR-前 57 53 54 49 60 55 

PR-後 65 62 57 56 65 61 

幅度 14.03% 16.98% 5.56% 14.29% 8.33% 10.91% 

 

  三、執行成效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為何，請提出具體佐證） 

首先由表 2期末問卷調查結果可知，從「計畫目的」、「計畫配合」、

「提升共通職能」、「教學策略與方法」以及「共通職能重要性」五個

題項的同意以上的態度皆超過 89%以上，最高 97%；顯示學生幾乎都

能了解職能融入教學計畫的目的，高度認同提升共通職能對自身來說

是很重要的，並且知道如何配合教學計畫以及認同老師的教學策略與

方法皆能提供正向的課程協助。從本學期校內 TQC Excel 證照考試結

果顯示，共有 143 個班級投入考試，若以通過人數排名，本計畫班級

第 56名；若以單班報考人數與通過人數比例來說，該班亦超過 50%的

通過率。 

表 2：期末問卷調查結果 

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1. 我了解老師進行職能融入教學計畫的目的。 38% 59% 

2. 當老師進行職能融入教學計畫時，我知道該如何

配合。 
38% 54% 

3. 我認為職能融入教學計畫，對於提升同學們的共

通職能有幫助。 
43% 46% 

4. 本課程所施行的教學策略和教學方法，對於提升

共通職能有幫助。 
43% 46% 

5. 我認為提升共通職能對我是重要的。 43% 52% 



圖 1 至圖 3 分別為期末作業低中高分數之樣張。低分組主要缺點

是數據並未在重點圖表上凸顯出來；中段組別主要的概念都掌握得不

錯，比較可惜的是色彩上的使用，以及圖形印象不夠強烈（用地圖不

如使用該國之建築特色或意象，例如：台北 101、日本富士山等）；高

分組同學的圖表配色鮮明，能將主軸聚焦。總地來說，各組皆能順利

整理好公開資訊的資料，唯掌握資訊圖表詮釋之能力，各組能力會有

些許落差。 

  

圖 1：期末作業樣張-低 圖 3：期末作業樣張-高 

 

圖 2：期末作業樣張-中 



  四、差異分析  

     

差異分析 課程重構之前 課程重構之後 

教學內容 1. TQC實用級題庫 

1. TQC實用級題庫 

2. Excel 進階工具教學 

3. 公開資訊收集與整理 

4. 資訊圖表製作概念 

課程成果 
1. 獲得 TQC 證照 

2. 畢業門檻通過 

1. 獲得 TQC 證照 

2. 業界實務思維培養與實作 

3. 解決問題與思考能力提升 

4. 跳脫舊有學習框架 

效益提升 

1. 跳脫死板的題庫教學，轉以配合資訊流通趨勢，提

升資料處理能力 

2. 未來許多產業都是「數據」組織，儘早體會大數據

小至個人大至社會國家的重要性；有別過去這門課

的視野 

3. 高度團隊合作的報告，加強個人表達與工作協調能

力，不需單打獨鬥，資訊共享達到利他 

 

  五、課程反思 

如同在計畫動機談到的，長期以證照考試為首的大一電腦必修課

程中，授課老師為了協助同學通過證照考試、拿到課程學分以及通過

畢業門檻，努力地在有限的時間在課堂上解題，如同過去標準的填鴨

式教育，囫圇吞棗，不知所學為何？經過這學期的嘗試，當然要打破

過去同學習慣的學習方式，自然會有不少需要克服的挫折與問題，後

學列出幾點提供各位老師參考，並敬請惠予批評指教： 

1. 備課時間變長 

若確切執行「重構」精神，授課老師需花更多的心力備課，

教材或是授課內容都需扣緊「為何重構」的想法，才不會茫然、

失去熱情。 

2. 學生依賴加深 

本課程給予學生的自主時間至少超過授課時間的四分之一以

上，各組雖然會自行討論計畫主持人的問題，但各組都會提出瑣

碎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大多都是詢問：「可以 XXXX」嗎？或是「不

太懂問題是要做什麼？」之前僅有解題幾乎很少有什麼問題，可

見當學生真的在思考了，他們的問題就層出不窮、依賴老師更深。 



3. TA需求 

總結以上兩點，TA時數的需求就更多了，若要執行好課程重

構精神，最好有夥伴教師或是 TA 時數能增加，以降低計畫主持

人之負荷。 

  六、後續調整規劃 

本課程於 106 學年度因課程架構調整，保留上學期的「辦公室應

用」，下學期以「程式設計」課程取代原有的「資料處理」。程式設計

課程主要因應教育部於 107 學年度國高中新課綱，已確定將「程式設

計」能力列入必修，資訊學院順應趨勢，隨之檢討大一電腦必修課程

架構與調查各系所相關需求。 

一上辦公室應用課程把 Office－PPT、Word 以及 Excel 濃縮於一

個學期，相對在有限的時間取捨就變得重要，畢業門檻只須通過 PPT

實用級證照，證照題庫解題可委由助教協助，正課的部分可規劃以業

界或學界的實務操作為核心單元，例如：Word－表格設計、樣式、章

節目錄（圖表目錄）、合併列印；Excel－報表的進階設定、樞紐分析、

基本函數庫、資料工具、群組小計等。 

 

肆、建議與改進 

慶幸第一次申請重構計畫能順利完成，感謝教資中心長官與師長同仁的協助，

此次為了達成計畫預定的目標，需要 TA配合的地方不少，若未來有機會、經費

允許，希望可審核計畫申請人之申請項目與內容，核定不同的 TA時數申請，讓

TA時數不是單一制，而是需求制，感謝！ 

 

伍、補充說明 

  一、課程照片 

  

圖 4：同學空檔提問 圖 5：同學空檔提問 2 



  

圖 6：期末報告主題討論 圖 7：公開資料整理 

  

圖 8：公開資料整理 2 圖 9：資訊圖表繪製討論 

 

  二、其它相關資料 

Excel 教學影片（光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