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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資訊科技為世界帶來許多重大變革之際，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被
認為是現代人需具備的關鍵素養，全球各國的產、官、學界均致力
於推動資訊科學教育。除了在中小學扎根，大學端也開始重視資訊
科學和各領域的結合。然而，由於非資訊科系大學生的背景、動機
和需求不同，我們需要研發適合非資訊科系大學生修習的資訊科學
課程。本計畫以三年時間進行基於資料科學之運算思維導向程式設
計課程發展與研究。第一年開發專題式課程教材，結合資料科學和
各領域之應用，由淺入深反覆演練基於資料科學之問題解決流程
，並適時導入程式設計知識，讓學生即學即用，增進學習興趣和成
效。第二研發專題創作與分享平台，藉由資料集與程式碼的導入
，將常見的線上論壇擴充為適合資料分析與程式學習的專屬平台。
第二、三年實施課程教材與運用創作分享平台，藉由問卷調查與成
績分析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因子。經研究發現，本計畫所設計
之課程教材對非資訊背景學生而言難易度和進度適中，並能在課程
中培養程式能力，了解程式設計之價值，減少對程式設計的恐懼
；所研發之創作分享平台也獲得學生好評，顯示其具有促進創作、
思考與分享的作用。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先備知識、學習心態以
及完成作業的方式是三大項和學習成效相關的因子。

中文關鍵詞： 程式設計、運算思維、資訊科學教育、資料科學、非資訊主修、通
識

英 文 摘 要 ： This is a report about the results of the third year of a
3-year research project on "Data Science oriente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Programming Instruction." In the
previous two years we have developed course materials and a
project-sharing web system for 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We evaluated them in three classes in three semesters and
collected data from questionnaires, exercises, and exams.
Through data analysis, we found that stud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our course design, materials, and web
system. More than 70% of students thought that they
developed programming ability and understood the value of
programming. More than 60% of students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programming after taking our course. More than
80% of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y learned new programming
knowledge, new viewpoints of data analysis, and new
presentation methods by using our web system. As for the
factors related to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 prior
knowledge on programming is one key factor. Focusing on the
students with little prior knowledge, we found that the
motivation to enroll the course, the expectation of
spending hours per week, and the expected score are related
to learning performance.

英文關鍵詞： programm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non-CS, NCS,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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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當我國蔡英文總統和美國歐巴馬總統都成為程式設計代言人，當網絡巨擘 Google 公司力推 

Blockly 程式教育和 App Inventor 程式開發工具，當知名線上課程網 Coursera 的二十大最受歡迎課程

有四成是程式設計課程，從政府、企業和教育界的投入和參與，我們已清楚看到資訊科學和程式設計

開始影響世界，也成為未來資訊社會公民的重要能力之一。程式設計是一個顯於外在的能力，其內在

蘊含的思考能力，目前常以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 通稱之。2006 年卡耐基美濃大學教授 

Wing 以該詞為名撰文 (Wing 2006)，引起教育界和社會注意。她提到運算思維就像讀、寫、算一樣，

是一種每個人都要具備的能力。運算思維包含理解問題、描述問題、設計解決方案並利用電腦運算加

以實踐的能力，目前雖無一致且明確的定義，但綜觀各界的解釋 (Aho 2012, Grover & Pea 2013)，其重

要的能力項目包含抽象化 (abstraction) 與建模 (modeling)、資料表示與處理 (data re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問題分解 (decomposition) 與演算法設計 (algorithmic thinking) 等等。鑑於全球對資訊教育

的重視，我國亦在 108 學年度的新課綱中納入資訊科技領域，在課綱中指出「資訊科技課程則以運算

思維為主軸，透過電腦科學相關知能的學習，培養邏輯思考、系統化思考等運算思維，並藉由資訊科

技之設計與實作，增進運算思維的應用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團隊合作以及創新思考的能力」。 

過去在大學裡，非資訊/理工科系的學生鮮少接觸和資訊、電腦及運算相關的課程。然而，Google 

AlphaGo 擊敗南韓棋王李世乭，Google 無人車累計自動駕駛 300 萬公里，Amazon 推出無人商店，在

在顯示資訊科技演進之快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有學者提出「十年內現有工作將有一半會消失」，但同

時也有報導指出「與電腦科學有關的職務成長速度為其它職務的 1.5 倍」。Paternò (2013) 的研究提到

終端程式開發 (end-user development) 的概念，並指出很高比例的軟體將由非專門的程式開發人員所建

立。Burnett 與 Myers (2014) 也提到在美國的終端程式員 (end-user programmer) 數量已超過一千兩百

萬人。我們無需對於工作消失的警語感到驚慌失措，但我們確實需要留心世界的變化，並在大學教育

未雨綢繆，提升青年學子面對未來世界的應變能力。 

二、 研究目的 

在大學端開始積極將資訊科學融入各領域課程之際，隨之而來有許多問題。首先，授課老師對於

這些來自不同科系的同學是否有足夠認識：過去對於資訊學生的教學經驗是否仍舊適用？這些學生對

於課程的期待和認知為何？再者，我們是否有合適的教材與教具：課程深度與廣度是否考量了學生的

先備知識與應用需求？該以什麼主題來進行課程？最後，既有的教學評量方式是否需有所改變：這些

課程是否達到預期的跨域結合、創意激發、以及最根本的運算思維培養呢？本計畫「基於資料科學之

運算思維導向程式設計教學」為整合型計畫「非資訊科系大學生的運算思維學習與實踐」之子計畫三，

該整合型計畫將規畫與研製三門學習和實踐運算思維的課程教材、教具和評量工具，其中子計畫一「運

算思維實踐於資訊應用專題」研製前導基礎課程，而子計畫二與三分別規畫將運算思維實踐於科學運

算和資料科學實務的課程。本子計畫三的重點為研發與實施適合具有基礎資訊能力之大學生的程式設

計通識課程，透過專題導向的方式，以資料科學的實務應用為例，藉由資訊工具和理論來實現、應用

和培養運算思維。本三年計畫之主要研究項目如下： 

1. 設計與發展以資料科學實務培養運算思維之程式設計教材。（第一年） 

2. 設計與發展一個適合資料科學與程式設計課程的創作分享平台。（第二年） 

3. 分析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之因子。（第二年與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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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探討 

本計畫擬研發不限資訊系學生修習的資料科學與程式設計通識課程，我們經由回顧文獻來思考下

列兩個重要問題：(1) 非資訊系學生修習課程的動機和認知為何？ (2) 哪些因素和學生的學習成效相

關？程式設計不等於運算思維，運算思維也不必然得靠程式設計來培養，但是程式設計是實現運算思

維和利用電腦解決問題的重要工具，在目前大學課程中也經常作為資訊科學和其它領域接軌的第一門

課程，因此過往已有研究以非資訊系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習經驗和成效作為主題，我們可經由這

些研究探知本子計畫在研發課程時需注意的要點。 

學生動機與認知 

程式設計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專屬於資訊工程或理工背景學生的知識與能力，因此非資訊背景學生

的學習動機和意願較低，而修習人數少與接觸機會少造成對程式設計的認知不足，又再度壓抑了非資

訊背景學生的選課意願，形成負向循環。根據文獻研究調查，非資訊背景學生對程式設計的負面評價

最常見的是「為專業無關」、「無趣」與「沒有用處」 (Guzdial 2003; Rich et al. 2004; Forte and Guzdial 2005; 

Ahmad & Gestwicki 2013; Xiao & Deng 2013)，這反應出為非資訊背景學生研發教材與教法的必要性。

Xiao 和 Deng (2013) 研究提到學生覺得學習程式設計很困難，主因於缺乏動手實作和除錯的經驗。個

人以為，這和傳統教育不重視實驗、只講求正確答案，要求學生避免犯錯有關。Ahmad 和 Gestwicki 

(2013) 提到學生對資訊課程有社會隔離 (anti-social image) 的錯誤印象（一般人常稱資工宅），這提醒

我們，在課程進行時，應該創造團隊合作的學習機會，並且以能夠連動社會的主題來教學。Guzdial (2003) 

針對非 120 位非資工背景學生（三分之二為女生）進行問卷調查，得知學生最在意的是課程的相關性 

(relevance – applicable to everyday life)、成功體驗 (get something to work)、教師心態（是否理解非資工

學生的需求）、以及合作共創。 

Chilana 等人 (2015) 研究非本科系學生修習程式語言課程時的動機、需求、對課程的認知以及學

習策略。他們以管理工程系大一學生為研究對象，其課程為必修課，講授 Java 和 Processing 語言，課

程時間為十三週。他們的研究方法為一對一面談、期初和期末問卷，以及十次的課堂觀察。修課學生

有七成從未修習過程式語言課程，研究指出未修習的原因主要為恐懼（覺得程式設計太過困難）和陌

生（以為程式是駭客在學的）；而在修習該課程後，學生多半認為學習程式不難並具有實務價值，有七

成以上學生願意繼續修習第二門程式設計課程。Cortina (2007) 也有類似的研究發現。由此可知，推動

程式設計的通識課程不但有助於讓非資訊科系學生正確地認識資訊科學，他們也能從課程中獲得成

長。過去常假設非資訊科系學生學習程式設計的動機和目的是他們將成為終端程式員，即在各領域撰

寫特定應用程式的程式員。然而，Chilana 等人的研究指出介於非程式員和終端程式員間尚有一種此研

究稱之為溝通型程式員 (conversational programmer) 的角色，這種類型的程式員不見得要親自寫程式，

但他們渴望能對軟體開發有相當認識，並能使用合適的語詞溝通與表達，這代表在學生的認知裡，資

訊科學可以是一種專業，可以是一種實用技能，更應該是一種基本素養。 

學習因子 

關於程式設計的學習因子，文獻中主要提到三類：學科能力與背景知識、自我成效與心理舒適度、

以及性別。第一類是學科能力和背景知識，如數學能力 (Bennedsen & Caspersen 2005)、英文能力 (Chen 

& Liu 2014)、電腦使用經驗與修習程式經驗 (Wilson 與 Shrock (2001)、Wiedenbeck (2005))。研究多半

指出具有較佳學科能力或具有先備知識有助於學習程式設計。然而 Ventura (2003) 也指出課程性質不

同時，研究結果會有變化：數學能力和先備程式經驗有助於對命令式 (imperative) 語言，但對物件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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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語言沒有幫助，甚至先備程式經驗有反效果。第二類是自我成效(self-efficacy) 與心理舒適度。

Wiedenbeck (2005) 指出後期自我認知成效與學習成就有正相關性，但前期自我成效卻有負相關性。

Wilson 與 Shrock (2001) 和 Wiedenbeck (2005) 的研究都指出心理舒適度和學習表現相關，Rich 等人 

(2004) 的研究提到學生不喜歡和能力高出許多的同儕一起上課 – 非資訊背景學生覺得和資工系學生

一起上課時壓力大，而資工系女生覺得和資工系男生一起上課時壓力大。第三類是性別與年級，Bergin 

與 Reilly (2005) 發現對女生而言，數理科成績和學習程式成效相關；對男生而言，心理舒適度和成績

的相關性高於女生。Crosby 等人 (2014) 發現不同性別對程式的觀感不同。Wang 等人 (2017) 發現不

同年級的課程表現也有差異。 

四、 課程設計與創作分享平台 

本計畫第一年設計與發展教材，第二年研發創作分享平台，在第二年與第三年實際將教材與平台

運用於教學，於四個學期每學期開設一個班次的通識型課程，並藉由教學過程中了解 (1) 非資訊科系

學生對於學習程式設計的看法與態度、(2) 所研發之教材與教法對培養程式設計與問題解決能力的效

果、與 (3) 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因子。 

課程定位與目標 

本計畫之課程「資料科學與程式設計」定位為不限資訊科系的大學部學生修習的程式設計通識課

程，課程以培養程式能力與實踐運算思維為核心目標，希望修課學生能藉由各領域的資料分析處理專

題來培養透過程式設計解決問題的能力。程式語言選用 Python 語言。課程目標如下：  

 引領學生探索程式設計的樂趣與跨域結合契機。 

 培養學生設計程式與應用軟體搜集與處理資料的能力。 

 培養學生量化與視覺化資料的能力。 

 培養學生以證據為本的決策能力。 

 培養學生理解、定義、敘述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課程設計時有兩個基本理念：「由簡入深」和「即學即用」。Wiedenbeck (2005) 曾研究三個影響

非資訊工程學生學習程式設計的因子，其中一項為自我認知成效。研究指出高自我認知成效和高學習

成效是正相關的。因此，在設計課程內容時，應特別注意課程難易度的編排，讓學生在成功的體驗中

提高自我認知成效和學習成效，以形成正向循環。Pasternak 與 Vahrenhold (2010) 的研究指出教學內

容若能和日常經驗結合，也就是能體驗到所學的用處，將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因

此，我們的課程以「專題」單元的方式來設計與編排，引導學生學習。課程內容「由簡入深」逐步加

入程式設計與資料科學的專業知識，並透過專題中反覆運用這些知識來強化學生的學習成效。內容的

簡與深，均是基於申請人的教學經驗以及既有教材書籍的順序加以評估。在「即學即用」的學習過程

中，學生會體認到「為什麼要學」以及「學了有什麼用」。 

 

內容大綱與評量方式 

本計畫於第一年期所研發之教材適用於兩學分的通識課程，教學時數為每週兩堂課一百分鐘，授

課時間為全學期十八週。由計畫主持人擔任授課教師。表 1 為 107-2 學期的課程大綱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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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資料科學與程式設計」課程大綱 (以 107-2 學期為例) 

週次 專題名稱 課程內容 程式設計內容 資料科學內容 

1 相見歡：誰來上課 預先以問卷搜集學生背景資訊，並實地運用

Excel 試算表軟體分析，讓學生體驗資料分析的

流程並思考能從資料中發掘的訊息。 

運用 Excel 中的

函式、過濾、排

序功能。 

資料搜集、統

計、過濾、排序 

2 來一句 Python 文 以學習自然語言和翻譯的角度帶入撰寫程式與

電腦溝通的過程，讓學生能撰寫五行左右的程

式，作簡單的資料輸入、運算和輸出。 

資料型態、輸入

輸出、算術運

算、 

資料搜集、儲存 

3 電腦的決策 以多種生活中的範例（例如票價折扣）和工作流

程說明選擇與決策的概念，撰寫程式表示之。 

選擇控制，關係

運算，邏輯運算 

分類 

4 成績資料庫(I) 以成績處理為專題，撰寫程式輸入與存取大量資

料。 

重覆控制，列表 資料搜集、儲存 

5 成績資料庫(II) 撰寫程式進行資料過濾與簡易統計，如平均和極

值。 

重覆控制、列表 統計 

6 成績資料庫(III) 轉換資料以呼叫內建函式進行常見的資料操

作，如統計與排序。 

重覆控制、列表 統計、排序 

7 清明連假 

8 成績資料庫(IV) 列表資料的走訪、搜尋和綜合應用：如判斷資料

中的連續上升趨勢。 

重覆控制、列表 資料前處理、模

式辨識 

9 期中考試（上機測驗） 

10 考試檢討/ 

專題發想 

本節課分為兩部份，首先檢討期中考試之內容，

接著由教師呈現多個資料分析實務，並讓學生在

課堂上分組發想團隊專題。 

前半學期講授

之內容 

綜合演練 

11 成績資料庫(V) 撰寫程式讀入多維度資料，對資料進行空缺值補

遺、篩選、排序等處理。 

多維度列表 綜合演練 

12 自行車竊案 (I) 理解函式的使用時機與使用方法，技術內容包含

函式定義與執行流程。 

函式 指定條件計數 

13 自行車竊案 (II) 講述變數的可見範圍以及參數傳遞。 函式 分群計數 

14 自行車竊案 (III) 講述進階型式的參數傳遞，包含將函式作為引數

以及無具名函式 (lambda)。 

函式 分群統計與排

序 

15 一圖勝千言 撰寫程式將資料以圖表方式（長條圖、折線圖、

布圖等）呈現，以有效率地方式解讀資料。 

函式、第三方套

件 

資料視覺化 

16 有效率的資料結

構 

運用字典資料結構解決常見的資料配對、查詢和

計數問題。 

字典 查詢、計數 

17 團體專題展示 I 

18 團體專題展示 II 

本課程的評量方式力求多元，包含作業 (35%)、專題 (個人 25%，團體 15%) 、一次考試 (20%) 和

課堂參與度  (5%)。作業內容包含課堂作業和四份回家作業，回家作業使用線上平台  Snakify 

(https://snakify.org/)，每份約 10 道程式題目，程式碼量大致上 5-20 行；成績是以答對題數來評定，前

幾題答對的分數較高（例如前四題每題 20 分，後六題每題 5 分），快速累積學生的成就感。專題內容

為使用一或多個資料檔（老師先行提供 12 個包含交通、金融、教育等等主題的資料檔，但學生亦可使

用自己搜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主題自訂。同時安排個人與團體專題的目的，是為了檢視個人能力

並鼓勵合作共創。學生對團體專題的掌握度比較低，因此配分也比較低。專題評分包含程式碼、資料

檔與簡報檔，以簡報內容為主，著重於學生分析資料的發現與心得。此外，也透過同儕票選最佳專題，

另予加分。考試方式為實機測驗，為時 110 分鐘，可攜帶紙本資料或參考課程投影片，但不可上網查

閱其它資料。採考後評測，學生需有能力自行檢核程式的正確性。（但考卷有提供數組參考測試資料。）

考試共有四道題目，有些題目會再細分小題。考後評測時，若能通過所有測試資料即視為正確並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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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科學創作分享平台 

基於運算思維和程式來解決問題是一連串思考、實作、評量與改善的過程，其中涉及的高層次能

力如分析、評鑑與創造等，需要經由反覆操作方能建立與強化，教師在教學時常須付諸大量心力於創

造合適的環境以供學生操作演練。本計畫主軸為以程式設計實踐運算思維以解決資料科學問題，課堂

上透過專題引導學生學習，然而課後學生仍需要有機會將課堂所學推廣到其它領域或應用景況。開放

資料是世界趨勢，我國各級政府單位已建立開放資料平台，然而這些平台多半僅有提供資料的功能，

少部份雖展示了資料分析的應用，但學生並無法從資料和應用中直接了解其分析的過程，也無從學習

和培養運算思維解決問題之道。因此，本計畫第二、三年研發資料科學創作分享平台，並於第二、三

年的課程中使用。 

Guzdial 與 Forte (2005) 提出他們設計課程時的三個目標：相關性—和專業聯結 (relevance)、發揮

創意—和思考聯結 (opportunities for creativity) 和社交經驗—和社會聯結  (making the experience 

social)。本計畫之創作分享平台呼應他們的理念。透過建立各種不同的專題，學生可以聯結課堂所學和

他們原本的主修專業領域或生活實例；而在決定專題以及執行專題的過程中，則讓學生有思考與發揮

創意的空間；最後，本平台是完全開放的，學生可自由和其它使用者互動共創，並將他們的成果與它

人分享。 

創作分享平台簡單來說是一個線上論壇的框架，可讓使用者在論壇中張貼文章以及回覆它人文

章。我們在「貼文」新增了附帶資料檔案的功能，而在「留言」新增了執行程式與呈現結果的功能，

籍由這兩個新功能的導入，賦予論壇一個程式創作與分享的新面貌。此外，我們也因應教學需求，新

增了學習管理系統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的相關功能。我們在計畫第二年開發第一版本的創作

分享平台並在第二年下半和第三年上半的課程中使用。因中間經歷開發人員改組以及功能增修，第三

年下半開發出第二版本的平台並且在該學期使用。圖 1 是兩個版本的使用者登入後畫面。 

    

圖 1：前後兩個版本的資料科學創作分享平台 

圖 2 展示了專題創作分享的基本流程。首先，一篇文章中會有主題與類別，發文者（可以是教師

或學生）描述所使用的資料集內容與格式，同時提出一些待檢驗的觀點或是研究的方向，以供其它使

用者參考。任何使用者在閱讀該文章後，可以下載附件的資料檔（以及程式碼），在自己的本機上作業，

也可以直接在平台上撰寫程式分析資料。資料分析的產出有三部份，使用者可以在該文下方留言，先

「說明」自己的想法與發現，分享自己的「程式」，平台會執行程式並展示「結果」。如此一來，所有

使用者可以從各則留言看到各式各樣的想法與心得，若對內容感興趣，便可觀看該留言者如何運用程

式作出分析結果，還可修改該程式創作一個新的留言，達到分享、互動、精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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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專題的提出、創作與分享 

新增文章是一切創作的源頭，圖 3

為本平台新增文章的畫面。一篇文章需

要的基本資訊包含標題、類別、內容敘

述，以及資料/程式附件。 

(1) 類別的作用是方便使用者查

詢，例如使用者對於「體育」特

別感興趣，便可在瀏覽文章的頁

面（見圖 1 右）篩選「體育」這

個類別。 

(2) 文章編輯的格式功能豐富，可調

整字型樣式與大小，以條列方式

呈現內容，亦可插入圖片，便利

發文者表達，同時增進使用者閱

讀的舒適感。 

(3) 附件可以夾帶資料檔，使用者在

閱讀文章時也可預覽資料檔內

容（見圖 2 左）。此外，附件也

可夾帶程式檔，由發文者提供自

帶的程式模組，以便利其它使用

者快速進行分析。 

 
圖 3：新增文章功能 

(4) 最後，發文者可以提供它人留言時的預設程式碼，讓其它使用者不需要從頭開始撰寫程式。例

如教師在教學時，可以先寫好讀取資料檔內容的程式片段，讓學生專注在特定的分析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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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教師管理功能 

平台提供教師的管理功能包含題目、課程和類別標籤的管理。教師可以新增、修改與刪除題目。

課程管理頁面可以新增課程，並在課程中批次或單獨新增學生，如此一來學生才能看到所屬課程中的

文章。此外，教師也可以看到課程中所有學生在平台上的行為紀錄，例如發文、留言、回覆、給予愛

心等等。發文和留言已於前面描述，回覆和給予愛心屬於互動性質的功能，例如學生可以在同學的留

言底下回覆簡短的評論或鼓勵文字，對於喜歡的留言也可以按愛心表示讚賞。 

 

研究問題與搜集資料 

本計畫擬探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1. 計畫所研發之通識型教材是否適合非資訊背景之大學生？  

2. 計畫所研發之創作分享平台是否適合非資訊背景之大學生？  

3. 非資訊背景之大學生在修習本課程時，有哪些和學習成效相關的因子？ 

4. 非資訊背景大學生在學習運算思維與程式能力的難易處？ 

 

課程於以下時間點搜集資料以進行分析：  

 第 1 週：修課背景調查問卷（系所、修課動機、先前修課經驗等） 

 第 1 週：基礎 Python 能力測驗（前測：背景知識） 

 第 8-9 週：期中問卷（課程進度、難度、花費時數等） 

 第 10 週：期中考試 

 第 17-18 週：期末問卷（投入程度、修課助益等）、基礎 Python 能力測驗（後測：學習成效） 

計畫主持人於 107 和 108 學年度每學期開設一班次課程，基於 107-1 學期的授課經驗，自 107-2 學

期起調整了問卷和測驗內容，因此後續的數據分析皆以 107-2、108-1 和 108-2 共三個學期所搜集之資料進行。

此外，108-1 和 108-2 學期在期末也實施基礎 Python 能力測驗（和期初測驗內容相同），以了解學生對於運

算思維與程式設計的預備能力以及經過課程後所能習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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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數據統計與分析 

修課學生背景 

1. 所屬學院與性別： 

本計畫所開設的「資料科學與程式設計」通識課程開放全校學生選修，三個學期約 180 人選修，

同時完成前測和期中考的學生計有 169 人，依所屬學院以及性別統計人數如表 2。由表 2 可以看出選

修本課程的學生以科技學院及資工系學生居多。理學院、文學院以及其它學院各約 20 人。男女人數比

為 134:35，大約是 4:1。 

表 2：107-2 ~ 108-2 三學期之各學院修習學生人數 

學院 性別 三學期人數 107-2 108-1 108-2 

科技學院 男 53 63 15 20 20 24 18 19 

女 10 5 4 1 

資工系 男 38 42 14 17 18 19 6 6 

女 4 3 1 0 

理學院 男 20 23 7 7 4 5 9 11 

女 3 0 1 2 

文學院 男 14 21 6 10 0 3 1 8 

女 7 4 3 7 

其它學院 男 9 20 0 5 1 5 8 10 

女 11 5 4 2 

2. 修課動機： 

第一週的問卷中詢問學生的選課動機，為複選題。扣除資工系學生，共計 108 人填答，其填答結

果如表 3。由表中可知，多數同學選課本課程是出於自發性，認同程式設計能力在數位時代的重要性，

或是曾接觸程式設計並覺得有趣。有三至四成的學生將程式設計師納入職涯考量，並且在主修領域已

察覺到程式設計的實際應用需求。有兩成的學生考慮輔修或雙主修資工系。 

表 3：修課動機之百分比例 

動機選項 百分比 動機選項 百分比 

聽聞程式設計能力的重要性 65% 覺得程式設計很有趣 53% 

剛好有時間就選了 47% 將程式設計人員納入職涯考量 39% 

在主修的專業領域內有實際需求 34% 需要滿足領域通識修業規定 21% 

有同學相約修課 21% 正在考慮輔修或雙主修資工系 19% 

3. 對程式設計課程的認知： 

第一週的修課背景調查問卷透過三個問題來了解學生對程式設計的認知，包含： 

 你想像中未來自己會從事什麼樣的職業？你覺得這個職業與電腦、程式有哪些關聯性？ 

 請描述一個你最有印象的「資料處理/分析」經驗。 

 請描述/想像你在修完本課程後，會使用程式進行什麼樣的資料分析/自動化工作？如果可以，

請進一步說明你想處理的資料格式與樣貌。 

從非資訊科系學生的填覆中，我們發現大多數學生能回答未來可能從事的職業，並說出該職業和

程式設計可能的關聯性，也能說出一個資料處理/分析的經驗；但對於第三個問題，大多數的學生都無

法給出明確的答案，顯示學生對於程式設計的用途相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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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與教學回饋 

1. 期中問卷課程難易度、課程進度、是否自覺進步： 

為了解教材設計是否適合非資訊背景學生學習，在期中第九週時進行問卷調查，詢問學生對於課

程難易度與教學進度之看法；此外，也詢問學生自覺是否有進步。扣除資工系學生共 103 人填答，結

果統計如圖 5 所示。有約七成學生覺得進度適當，約四分之一的學生覺得進度有點快；一半學生覺得

難度適中，三分之一覺得有點難。有一成學生覺得有明顯進步，一半覺得有進步，四成覺得略有進步。 

 

圖 5：期中問卷（三學期合計）：程式難易度、程式進度、是否自覺進步之百分比長條圖 

2. 期末問卷修課助益與興趣變化： 

期末時進行問卷調查，詢問學生修習本課程後獲得哪些助益（複選題）以及對於程式設計的興趣

變化。扣除資工系學生共 81 人填答，統計結果如圖 6。有七成以上學生認為修習本課程有助於「培養

程式能力」與「了解程式價值」；有六成學生認為減少對於程式設計的恐懼，五成學生認為可利用程式

提升主修領域的成果。有 14%學生修習本課程後對於程式設計的興趣大幅增加，一半稍微增加，有 5%

的學生稍微或大幅減少。 

      

圖 6：期末問卷（三學期合計）：修課助益與興趣變化之百分比長條圖 

3. 課程評鑑與質性意見： 

根據校方於期末實施的課程意見調查，本課程在 107-2 至 108-2 的三學期分別獲得 4.7、4.7 和 4.6

級分的分數，滿分為 5 級分。學生給予正向的質性意見包括「一學期的訓練下來我變得很習慣寫程式，

也很習慣 python 的邏輯了，現在我不只是有兩個自己的專題，在分析自己的統計資料或去實習時也都

能夠快速上手，我真的很慶幸這學期有修過這堂課」、「我上這一堂課之前，只有理解基礎的程式設計

而已。但是我透過整個課程，我更熟悉的理解 Python 怎麼運作。」、「非常感謝老師提供多元的上課方

式，給予同學不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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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創作分享平台回饋意見： 

我們在 107-2、108-1 和 108-2 學期試用了創作分享平台，依據前兩個學期的經驗，持續改善平台

的使用經驗和效能。在 108-2 學期的期末，我們實施問卷調查，修課學生的回饋意見整理如表 4。從統

計結果來看，有八成以上學生同意平台的知識性功能，認為透過在平台上瀏覽其它同學的成果有助於

學到新「程式知識」、「資料分析觀點與手法」以及「圖表繪製與呈現方式」，整體分數給予 7.9 分（滿

分 10 分）。平台目前相對較弱的是社交性質的功能，七成學生表示樂於在平台瀏覽其它同學的成果，

七成學生認為平台的愛心機制有鼓勵作用；至於發表程式以及文章的留言數只對六成的學生產生成就

感和鼓勵。 

表 4：108-2 創作分享平台回饋意見統計 

問卷問題敘述 非常同意(%) 同意(%) 合計(%) 

我覺得在平台上練習分析資料的體驗新鮮有趣。 28 49 77 

我覺得平台的介面清楚易懂，使用便利。 23 63 86 

在平台上發表程式和心得讓我覺得有成就感。 19 42 61 

我覺得平台上的「給予愛心」和「獲得愛心」功能有鼓勵作用。 23 47 70 

我覺得平台上統計文章的「留言數」並有排序功能有鼓勵作用。 14 47 61 

我覺得平台上「個人頁面」的統計資料有助於我了解學習進度和平台活動紀錄。 23 53 76 

遇到困難時，我會參考平台上其它同學的程式。 33 51 84 

經由在平台上瀏覽其它同學的成果，我學習到新的「程式知識」。 35 49 84 

經由在平台上瀏覽其它同學的成果，我學習到新的「資料分析觀點與手法」。 26 58 84 

經由在平台上瀏覽其它同學的成果，我學習到新的「圖表繪製與呈現方式」。 23 58 81 

我樂於在平台上瀏覽其它同學的創作成果。 28 42 70 

我覺得平台的功能已達到資料分析應用的創作與分享目的。 30 56 86 

整體而言，滿分 10 分，我給這個平台的分數為： 37 (9-10 分) 53 (7-8 分) 7.9 (平均) 

以下節錄學生的正面質性意見： 

 「我覺得很棒，能夠參考別人的程式，也可以看到大家的創意及想法，進而啟發自己。」 

 「我第一次知道有那個平台，感覺很實用，使用體驗也很佳。」（這位學生可能以為我們使用

的是別人開發好的平台。） 

 「超酷的，在網頁上就可以執行我們寫好的程式，還可以看到大家都是怎麼寫的，是一個很

棒的大平台呢～」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個平台的設計理念非常好，當我撰寫程式遇到瓶頸時，我會比對自己

的程式與其他類似的程式碼，進而發現自己撰寫的錯誤，也能從別人的程式與分析中，學習

到更多的東西，以及有機會提出自己的意見對別人的程式進行修正，我覺得這樣的交流對於

學習程式非常有幫助。不過這次去看別的同學的分析，也發現只限於文字的說明，可能會有

點不清楚該分析的立意，如果平台之後有辦法增加附件 PDF、PPT 的功能，這樣或許就能更

近一步了解該同學的報告細節。」 

至於學生的負面意見大致有兩點，一是平台在初期的執行效能不彰，導致前幾次使用的時候延遲太久

或是有留言未成功儲存的情況；二是有同學認為太容易瀏覽其它同學的程式碼，會讓部份學生抄襲而

失去學習與分享的初衷。效率的缺點我們在學期中已順利解決，而程式碼的顯露方式，我們會繼續思

考與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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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影響因子 

1. 程式基礎能力： 

先備能力或基礎知識是文獻中較常提及的影響因子，本計畫在課程第一週會請修課學生進行

Python 基礎測驗，共有 15 道 Python 程式碼試題，前 5 題為選擇題，後 10 題為填空題，測驗時間限制

為 15 分鐘。測驗前已告知學生該測驗並不計入學期成績，僅作為教師了解學生程度之參考。三個學期

所作的基礎測驗題目完全相同，但期中考題目相異。因此，我們將三個學期的前測-期中考成績散佈圖

分別繪出，如圖 7 所示。此處資料已排除資工系學生。圖中可看出學生的基礎能力（前測成績）和學

習成效（期中考成績）有相關性，經計算皮爾森相關係數，三個學期的值分別為 0.63（42 人）、0.45

（37 人） 和 0.57（48 人），呈現中等相關。 

圖 8 將修課學生的前測成績依所屬學院繪製盒鬚圖。由圖中可見除了資工系之外，各學院學生的

前測成績分布很寬，代表學生的背景知識差異很大。科技學院的學生因為系所多半開設有程式設計相

關課程，因此整體前測成績都在前三名；文學院學生則通常沒有相關背景知識，整體處在後面兩名。

我們進一步將學生依前測成績分區分為低分群（小於等於 40 分）和高分群（大於 40 分），然後分別計

算各群內學生的前測與期中考成績之相關係數，結果如表 5 所示。我們發現分群之後的相關係數幾乎

都下降了，尤其在低分群體中，相關係數均小於 0.4。在後續的分析中，我們希望針對低分群的學生進

一步分析是否有其它影響學習成效的因子。三學期中並無資工系學生的前測成績小於等於 40 分，因此

低分群體已自然排除資工系學生，全數為非資訊背景學生。 

 

圖 7：三學期個別的前測與期中考成績散佈圖 

 

圖 8：三學期個別的前測成績盒鬚圖（依學生所屬學院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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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三學期的前測與期中考成績之皮爾森相關係數 

學期 所有 NCS 前測  40 分 前測 41 分以上 

107-2 學期 0.63 (N = 42) 0.39 (N = 18) 0.68 (N = 24) 

108-1 學期 0.45 (N = 37) 0.06 (N = 23) 0.40 (N = 14) 

108-2 學期 0.57 (N = 48) 0.20 (N = 22) 0.25 (N = 26) 

 

由於低分群體的人數不多，每學期大約 20 位學生。為了進一步分析其它因子，我們將三個學期的

學生數據合併進行分析。考量每學期期中考卷不同（其中 108-1 學期的考卷偏難），此處我們定義一個

「學習力指標」，以作為後續分析影響因子的指標。 

學習力指標 = 前測名次  期中考名次。 

我們算出每一位學生在修課學期的前測名次以及期中考名次（最高分為第 1 名），前者減去後者代表學

習力。若學習力指標為正，代表期中考的名次優於前測名次；值越大，代表進步越多。以下的分析將

探討三大類因子：(1) 背景與先前經驗（所屬學院、年級、性別、先前修課成績）、(2) 學習心態（修

課動機、預期成績、預期投入時數）以及 (3) 作業完成方式。 

2. 背景與先前經驗： 

首先我們檢視三項背景因子，包含學生的所屬學院、性別和年級，圖 9 為學習力指標盒鬚圖。盒

鬚圖結果顯示前述三項因子對學習力的影響不明顯，在任一因子下的各種屬性值都有可能進步二、三

十名也可能退步十餘名，學習力中位數值的差距也很小。 

 

圖 9：三學期合計的學習力指標盒鬚圖（依學生所屬學院區分、性別和年級分組） 

期初問卷中有一題詢問學生，若之前曾修

習過程式設計課程，其成績和該生其它科目相

比如何。圖 10 為依此先前修課成績分組繪製之

學習力盒鬚圖。此處我們看出若先前修課成績

「明顯較差」（共 9 人），在本課程中的學習力

也明顯較差，均不高於 0，代表該組學生全數

在期中考更退步。先前成績明顯較差，可能與

學習能力有關，也可能影響學生的學習意願，

確切的關聯性，有待未來更進一步的研究。 
 

圖 10：三學期合計的學習力盒鬚圖（依先前修課成績分組） 



 14 

3. 動機與心態： 

第二部份我們分析學生的動機與心態和學習力之間的關聯性，分析的因子包含修課動機、預期投入

時間以及預期學業成績。此三項均為期初問卷之問題，修課動機為複選題，另兩題為單選題。從圖 11

的盒鬚圖中，我們先檢視修課動機和學習力的關聯。我們發現修課動機包含「學涯」考量，即考慮修

習資工系作為雙主修或輔系的學生（共 8 人），絕大多數（1 人除外）學習力指標都是正值，中位數也

較其它組別高；而修課動機包含「同儕」（有同學相約修課）的學生（共 12 人），整體（2 人除外）的

學習力結果偏差，多半都是退步。這個結果反應「主動」和「被動」的學習心態與學習力有其關聯性。 

接著我們檢視預期投入時數以及預期學業成績和學習力的關聯性。我們發現預期投入時數最少（每

週除上課外投入 1 小時以內）的群體（共 17 人）的學習力成效偏低，而預期投入 6 小時以上（共 3 人）

的學習力成效較高。預期學業成績 70-79 分（共 13 人）的群體的學習力成效偏低，而預期成績 90-100

分（共 6 人）的學習力成效較高。此結果再次顯現學習心態與學習力成效具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 

我們在期中考前實施期中問卷（避免學生填答結果受到考試結果影響），詢問學生自覺程式能力是

否進步以及最近一次來上課的心情（複選）。圖 12 為依據此兩項回答分組繪製的學習力盒鬚圖。我們

可以看出學生能感覺到自己的進步幅度，在考試前認為自己有明顯進步的學生（共 6 人），其學習力表

現確實優於其它回答「有進步」或「略有進步」的學生。在上課的情緒上，興奮和愉快的情緒與高學

習力表現的關聯性相對較高。 

 

圖 11：三學期合計的學習力盒鬚圖（依修課動機、預期投入時間、預期學業成績分組） 

 

圖 12：三學期合計的學習力盒鬚圖（依期中問卷「自覺是否進步」和「修課心情」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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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業完成方式： 

期中考前共有三次 Snakify 平台的程式作業（回家作業），我們在期中問卷詢問學生如何完成作業，

其填答結果與學習力之盒鬚圖如圖 13 所示。從作業完成方式可以明顯看出能全數獨力完成作業的學生

（共 9 人）在期中考的名次相對於前測名次幾乎都進步了，而僅能獨力完成少數作業的學生（共 5 人）

則幾乎都退步了。此結果一方面突顯學生需努力理解課程內容並完成作業，另一方面也提醒授課教師

宜關注在作業上遇到困難的學生。 

 

圖 13：三學期合計的學習力盒鬚圖（依期中問卷「作業完成方式」分組） 

三次 Snakify 作業的主題為「輸入輸出與運算」、「選擇 (if) 控制」以及「列表 (list) 型態」。我們

將三次 Snakify 作業以及期中考成績依時間順序兩兩繪製散佈圖，如圖 14 所示。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

作業「輸入輸出與運算」對學生來說十分容易，即便是前測低分群的學生，幾乎都能拿到至少 90 分；

而「選擇控制」的得分範圍就拉開到 70 至 100 分，「列表型態」更進一步擴大成 30 至 100 分；由此分

布可以看出作業的難度由簡至難。再者，我們從散佈圖中觀察到作業二與作業三（圖 14 中）、作業三

與期中考（圖 14 右）之間，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尤其是作業三的成績可作為期中考成績的上界。一

方面代表本課程中作業與考試評量之間確有相關性，二方面也代表課程內容的接續性。 

 

圖 14：作業與期中考成績之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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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影響因子小結： 

根據我們的數據整理與分析，我們認為和學習成效的相關的因子包含「先備知識」、「學習心態」和

「作業完成方式」。除了先備知識，我們將觀察到的正、負向表現整理如表 6。我們歸納出兩個可預測

學習力的規則，有不錯的預測效果（無同時符合兩個規則的學生）： 

(1) 若學生的正向表現的數量多於負向表現的數量，判斷其學習力指標為正（即考試名次相較前測

名次進步）。符合此判斷條件的學生有 12 人，12 人的學習力指標均為正值。 

(2) 若學生有兩個以上負向表現，判斷其學習力指標為負。符合此判斷條件的學生有 10 人，其中 8

人的學習力指標為負值。 

表 6：與學習力相關的因子 

影響因子 正向表現 負向表現 

修課動機 包含「學涯」 包含「同儕」 

先前修課成績  明顯較差 

預期學業成績 90-100 70-79 

預期每週投入時數  1 小時以內 

作業完成方式 全數都能獨力完成 僅少數能獨力完成 

在期末問卷中，我們詢問學生「若要修習好本課程，以這學期的修課經驗，你認為哪些項目具有關

鍵影響力？」本題為複選題，圖 15 以此問題選答結果分組繪製學習力之盒鬚圖。雖然各組的學習力數

據分布都很寬，不過以各組中位數來看，選擇「要對自己有信心」的學生群（共 14 人）有最好的學習

力表現，而選擇「要曾經修習過程式」的學生群（也是 14 人）則有最差的學習力表現。雖然期末問卷

已無法作為預測學生學習表現之用，但這樣的數據結果又再次反應了學生的心態和學習表現的關聯性

對自己有信心的學生較有機會有好表現，而歸咎於自己未曾學習過程式的學生就難以進步前行。 

 

圖 15：三學期合計的學習力盒鬚圖（依期末問卷「學習關鍵」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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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與運算思維概念之可習得性 

自 108 學年度起，我們在課程尾聲請學生再作一次第一週上課時作的 Python 程式能力測驗。（此後

測也不計入學期成績，並非所有學生都填答。）此處整理兩學期的資料，依學生前測成績分為高低分

群，然後計算測驗中 15 道題目在前後測的答對率，結果如圖 16 所示。比對兩個群體，我們發現前測

高分群（共 33 人）在後測時各題的答對率仍然都高於低分群（共 34 人），再次佐證先備知識的影響力。

我們也在兩個群體的數據中發現相似之處：Q4、Q7、Q12、Q13 和 Q15 的後測答對率都是 15 道題目

中最低的五題。圖 16 最右邊我們列出 15 道題目要檢測的內容。從這 5 個題目來看，我們發現學生較

難學會的概念包括：(1) 多區塊的選擇控制、(2) 執行次數較多的重覆控制、(3) 三層以上的巢狀控制

以及 (4) 函式遞迴呼叫。（本課程中並未刻意講述遞迴呼叫，但前測低分群和高分群各有四成與六成學

生能基於課程中所學到的函式呼叫的概念自行推算遞迴呼叫結果。）總歸來說，非資訊背景學生修習

本計畫所設計的通識課程一學期之後，六至八成的學生已能理解結構簡單的 Python 程式碼及其中蘊含

的流程控制概念，但對於結構較多層次或是執行次數較多的重覆敘述，則僅有三至四成的學生能學得

會。 

  

Q1: 加法與輸出 c=a+b 

Q2: 加法與輸出 a=a+b 

Q3: 單層 if、單層 if…else… 

Q4: if 多分法的區塊先後次序 

Q5: 雙層 if … else … 

Q6: while 迴圈（loop 2 次） 

Q7: while 迴圈（loop 20 次） 

Q8: for 迴圈語法 

Q9: 列表語法 

Q10: 列表與 while 迴圈 

Q11: 列表、取餘數、索引存取 

Q12: 三層 while-while-if  

Q13: 三層 while-while-if 

Q14: 函式與回傳值 

Q15: 函式遞迴呼叫 

圖 16：三學期合計的前測與後測答對率 

六、 結語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教育在世界各國如火如荼展開，我國政府也因應時代趨勢，不僅在中學課綱

中強調，也訂定大學高教深耕目標，期望全面性推動程式設計教育。本計畫為「非資訊科系大學生的

運算思維學習與實踐」整合型計畫下之子計畫，第一年期發展「基於資料科學之運算思維導向程式設

計教學」的通識型教材，第二年期研發創作分享平台，並於第二、三年進行教學實證研究，評析所發

展的教材對於培養程式設計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之效果，並藉由課程中搜集的資料分析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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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因子。本計畫所設計之課程教材對非資訊背景學生而言難易度和進度適中，並能在課程中培養

程式能力，了解程式設計之價值，減少對程式設計的恐懼；所研發之創作分享平台也獲得學生好評，

顯示其具有促進創作、思考與分享的作用。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先備知識、學習心態以及完成作業

的方式是三大項和學習成效相關的因子。在先備知識水平相近的情況下，具有學涯考量（考慮修習資

工雙主修或輔系）、對學業成績有高期待、以及能獨立完成作業的學生有較高的學習力；而過去修習程

式課程成績不佳、因同學相約才來修課、預期投入課程時間短的學生，則有較低的學習力。這些發現

可協助授課教師在學期初便能掌握學生可能的學習表現，並給予適當的介入與輔導。至於先備知識所

帶來的影響，未來也可以考慮透過學校的分級制度將學生分班或建議其修習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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