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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動機 
銘傳大學全校學生須通過資訊能力校定門檻取得證照，過往授課重點會

放在引導同學熟讀考試題型，並拆解成各步驟，搭配畫面切換的方式，帶同

學一一上機操作。  證照考試前，會進行多次的上機模擬考，讓學生熟悉考

試系統介面，提升通過率。 
資訊能力校定門檻為辦公室軟體應用類三項當中任選兩項，多數同學會

選擇上學期已修習的 Word 與 PowerPoint 來考取，因而降低學習 Excel 的動

力。  如何讓同學在已經通過或準備通過畢業門檻的前提下，還能融合上學

期所學，搭配 Excel 軟體的應用，增加學習動機，將是課程計畫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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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課程非首次申請課程重構計畫，請說明與前不同之處 

本課程為首次申請 
 

二、擬融入課程之職能項目 （教學理念、目標是什麼）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職場共通職能】（從事各種不同的職業類型都需要具備的能力）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人際互動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新 □工作責任及紀律 ■資訊科技應用 

 
三、職能融入教學模式 （怎麼教） 

 



四、職能融入教學教案 （教學內容） 

 
五、職能融入教學行動研究 （怎麼做） 

觀察到同學的 Office PowerPoint 證照通過率很高，而利用簡報與台下聽

眾互動的機會卻很少，藉由資訊能力的課程，讓同學從無到有的製作簡報，

複習操練 PowerPoint 軟體，同時以課程簡報的進行方式，讓同儕間互動並

學習 Excel。 
採分組報告的方式，指派各組特定的試算表工具功能做為簡報主題，提

供學生參考書籍的方向，促使同學必須從書籍中挖掘有利於課程簡報的內

容，再透過課程簡報的過程，傳達試算表工具技巧給台下的聽眾。 
除簡報外，不設限同學如何與台下聽眾互動，鼓勵學生將講台當作是舞

台，練習掌握觀眾的目光、口語表達的能力。  為確實聽眾學生能否確實接

收到小組報告的內容並且理解，每組需設計 2~5 組題庫，於每週報告的同時

讓同學 Moodle 線上測驗，以此觀察學習成效。  依據測驗結果，教師將再

依成效補充該周試算表工具功能與課程內容，來補足同學對於工具功能無法

充分了解之處。



參、計畫成果 

一、摘述辦理情形 

這學期將課程分做兩個部分，第一部份仍沿襲教師課堂親授，以

TQC-Excel 的練習題型為主，每個步驟都帶同學親自操作，但加入了

在課堂上進行線上 moodle 的隨堂小測驗，來觀察同學這周的學習狀

況。第二部分則是在題型都大致演練過後，將題型中會操作到的軟體

工具分成五個類別，分別為常用工具、函數、圖表工具、版面設定與

資料工具，以分組進行的形式進行題型抽籤，各組依照抽到的主題來

準備期末簡報內容。(報告主題與各組分配請見附檔一) 
由於計畫融入跨領域元素─傳播，進行期末簡報之前，花了一節

課的時間向同學簡報解說期末報告的進行方式與評分重點(請查附檔

二)，內容還包含了簡報前置工作(資料蒐集、彙整工作項目、訂立工

作時程表與工作分配)、要求示範使用的數據務必與科系背景做結合、

台上簡報注意事項與介紹簡報技巧的參考書籍。 此外，也開放讓同學

對於期末報告不理解的事項做發問，只是同學發問的方向大都是針對

自己抽到的主題，比如說特定的圖表工具需要介紹到的範圍是到哪….
諸如此類的疑問。 

為落實期末簡報，要求同學必須事先在規定時間內繳交工作時程

表、工作分配表與簡報檔，報告當日除口頭簡報外，也開放同學發問，

最後才進行線上 moodle 測驗與開放評分，評分項目如表 1 所示。 
 

表 1 簡報評分項目 

百分比 50% 15% 10% 25% 

項目 理解 簡報設計 口語表達 內容準備 

 



二、共通職能融入課程成果 

1. 團隊合作部分：各組將報告主題先做資料蒐集，內化理解後再做工

作分配，透過訂定工作時程表來確實簡報的完成，如下圖 1. 工
作時程表。 

圖 1. 工作時程表 
 

2. 溝通表達部分：同學可透過口頭簡報與電腦畫面切換的方式，一邊

實際講解，並同時實際操作示範，在台上練習以講者的角色，向

台下傳達內容。 
3. 資訊科技應用：為求簡報內容不流於只是空泛介紹軟體工具，同學

們需結合科系背景的數據來做示範，比如說這個班級組成主要是

生物科技學系的學生，則請學生在示範上，務必使用生物科技相

關的實驗數據，最主要是讓學生在軟體工具輔助數據整理上，能

夠有深刻的體驗，期許學生往後能夠應用的更靈活 
4. 問題解決部分：開放同學對台上講者發問，在提問過程中，常有講

者無法完整理解發問同學的問題，導致無法一次性的解決提問人

的疑問，透過提問者和講者之間的互動與詳細的闡述，才能順利

解決問題，在這樣的過程中發現，往往解決的方法並不難執行，

而是理解問題本質是什麼，才是重點。 
5. 持續學習部分：利用分組報告的方式，讓同學在教師親授後，再自

行彙整重點，透過同儕相互合作與蒐集資料的過程中，達到自學

的目的。 
 



三、執行成效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為何，請提出具體佐證） 

具體成效以三個部分來做說明，一是線上 Moodle 測驗，除了用來觀察

學習狀況外，也用來檢視同學在持續學習上是否有顯著的成長，結果如圖 2
所示，期末前的答題正確率明顯高於學期初的教師授課。

 
圖 2. 學期初 / 期末 線上測驗差異 

 
二是鼓勵同學參加校內 Excel 證照考試，本班報考通過率高於全校總平

均值，如圖 3.所示： 

 
圖 3. TQC-EXCEL 2013 證照通過率 



三是期末學生職能問卷的回饋統計，回饋結果大致上都能與職能融入產

生關聯，如表 2 所示： 
表 2.學生回饋問卷統計 

請您勾選您在本課程所提升之共通職能項目：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職場共通職能】（從事各種不同的職業類型都需要具備的能力） 

51% 溝通表達 31% 持續學習  29% 人際互動     46% 團隊合作 
34% 問題解決 11% 創新    17% 工作責任及紀律  77% 資訊科技應用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了解老師進行職能融入教學計畫的目的。 20% 71% 9% 0% 0% 

2. 當老師進行職能融入教學計畫時，我知道該如何配合。 23% 57% 2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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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74% 11%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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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57% 17% 3% 0% 

5. 我認為提升共通職能對我是重要的。 26% 51% 23% 0% 0% 

 

四、課程反思（本課程實驗可以分享給全校其他教師的教學發現

和重要經驗） 

由於是首次擔任兼任講師，在教學上相較於其他教師，我仍是很資淺的，很

難有什麼重大的教學發現能與其他教師分享，頂多是反思到自己這次在這課程中

扮演的角色過於被動，讓同學們太自由發揮，如能主動的介入並參與同學組別討

論，適當的給予建議，適時的了解需求，成效可能會更顯著。 
起初太貪心的想要融入許多職能項目，在職能融入教學的施行過程中，更突

顯課程當初的規劃難以周延許多項目，因此在人際互動、問題解決方面都無法在

此次的規劃中有很具體的成果。 
最後就是認知上的差異，雖然同學在 Excel 學習上的效果，顯著有成長，但

從回饋問卷看來，大多數的同學卻不認為在這個課程中有提升到自己的持續學習

的職能項目能力，這也是未來調整教學方式的一個很重要依據，好比說：如何才

能去滿足這項目的所需。 
 



五、後續調整規劃 

1. 在期初與期中的周次加入問卷，透過問卷去了解同學的需求與課程

內容的回饋，才能確實職能項目的融入成效好壞，加以調整。 
2. 報告的主題，不再由教師提供，而是彙整同學想要學習的項目來做

主題，嘗試以這個方向來落實持續學習與問題解決的需求。 
3. 縮短同學簡報時間，來換取更多的互動與回饋，以及老師講評的時

間。 
 

肆、建議與改進 
希望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能夠在計畫執行的開學前，舉辦說明會或研

習營，讓參與計畫的老師們事先知道執行的流程與注意事項或配合事項，並

提供發問，相信收穫的成果會更完整。 
 
 

伍、補充說明 

一、課程照片 

每周課程的線上 moodle 測驗 

 

 



簡報結合生物科技學系數據做示範一 

 
 

簡報結合生物科技學系數據做示範二 

 

 



簡報結合生物科技學系數據做示範三 

 

 
線上 moodle 評分畫面 

 
 
 



二、其它相關資料 

各組線上評分結果(此結果為學生評分) 
組別順序 理解程度 簡報設計 口語表達 內容準備 總分 

一 75.10  75.94  74.26  75.13  75.15  

二 83.32  82.94  82.47  83.21  83.15  

三 79.89  80.57  79.62  80.43  80.10  

四 74.76  76.42  75.16  75.84  75.32  

五 77.00  77.64  78.05  77.05  77.21  

六 76.86  77.36  76.62  78.31  77.27  

七 81.55  80.11  83.45  82.55  81.78  

八 80.22  80.83  80.75  81.53  80.69  

九 76.55  76.36  76.61  76.76  76.58  

十 72.87  72.94  73.52  72.45  72.84  

十一 78.50  77.76  77.82  76.84  7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