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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使用Python作為其開發工具。首先，本研究選擇網頁設計作
為翻轉學習課程。從難易度分析多個教學影片內容，並結合推薦和
決策系統，供學生在翻轉課堂之前進行自學。然後，讓學生在課堂
上進行小組討論，以形成完整的翻轉學習過程。當申請人執行當前
的翻轉學習計畫時，發現翻轉學習中的課前影片隨著實施課程數目
增加而大大增加，但是內容的水平可能與學生的能力不同，從而影
響學生的觀看意願和學習表現。因此，翻轉學習逐漸帶給學生在家
觀看影片的負擔。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本研究根據學生的能力使用
了推薦的教學影片。不必每個學生都觀看所有教學影片，這樣可以
避免學生浪費太多時間重複觀看他們已經會的學習內容，以減輕他
們在家觀看影片自學的負荷。本研究進行了實驗，以驗證本研究達
到以下目的。 (1)建立網頁設計線上教學微課程影片；(2)邀請二位
以上專家共同依據各個教學影片的重點，設置知識節點與測量評估
內容。(3)以Python程式語言撰寫教學影片推薦系統。(4)透過案例
訓練強化決策樹。(5)將教學影片推薦系統實際使用在實驗組學生的
翻轉教學實驗中，以進行有效教學驗證。(6)另一批學生做為控制組
，直接以一般翻轉教學方式，不經過推薦讓大家觀看一樣數目和内
容的教學影片。比較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生之翻轉教學學習成效，發
現不論控制組或實驗組的學習成效都有顯著提升。實驗組觀看較少
的教學影片，卻達到和觀看完整影片的控制組一樣好的學習成效。
(7)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生之學習自我效能，發現實驗組的自我效
能有顯著提升。(8)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生之學習認知負荷，發現
實驗組的認知負荷低於控制組的認知負荷。

中文關鍵詞： 人工智慧、決策樹、翻轉教學、影片推薦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used Python as its development tool. First, this
study has chosen webpage design as courses of flipped
learning. From the basic level to the advanced one, it
records several tutorial videos, with recommendation and
decision system for students’ self-learning before flipped
classroom. Then, students do group discussion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in class to make a complete flipped learning
process. As the applicant executed current flipped learning
program, a problem was founded after the flipped learning
became prevalent. Tutoring videos greatly increased, but
the level of contents may have discrepancies with
students’ abilities, influencing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refore, flipped learning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burden for students to watch clips at home. In
addition, if students found they had known what they
watched, they might have no interest watching latter
videos. As a result, to solve problems of the previous
project, this study employed recommended clips based on
students’ capability. It was not necessary for every
student to watch all tutorial videos, with which it could
prevent students from browsing clips they have learned to
reduce their tiredness. Moreover, this study conducted the



experiments to verify the system does help learning
efficiency. After carrying out this project, this study
achieved the following items. (1) recording the
instructional and micro-lecture videos of webpage design;
(2)Inviting two experts at least to check the key knowledge
for each video nodes, and 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items
corresponding to the videos; (3)Using python to develop the
recommendation and decision system of the instructional
videos; (4)Employing examples to train the decision tree;
(5) Conducting an instructional experiment to make sure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ve goo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hen they use the instructional video
recommendation system in the flipped teaching;
(6)Conducting another experiment to provide th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ll videos without recommend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 flipped teach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students watching fewer
instructional video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chieved as
well as that of those watching complete instructional
videos in the control group. (7) The self-efficacy of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had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8) The cognitive load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英文關鍵詞：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cision tree, flipped learning,
videos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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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 研究背景及重要性 

教學影片已廣為使用數十年，因為影片可以打破時間以及空間的藩籬，特別是從遠距教學開始出

現之後，教學影片又更為盛行(Cennamo, 1993; Lixin & Towsley, 1999; Shephard, 2003) 。然而，隨著電

腦網路的進步以及數位影片的普及，先前的研究指出了教學影片的缺點(Chan, Roussanaly, & Boyer, 

2014) 。舉例來說，學生需要耗費大量的認知能力才能有效率地吸收知識(Cennamo, 1993) ，影片長

度及內容皆會影響學生認知的負荷量，而認知的負荷量則與學習效率與成果息息相關(Sweller, 2010) 。

而且當影片時間過長或量過大時，老師將難以察覺學生是否有誤解之處。因此，有研究建議一次不該

播放太長的影片，並提出了微型教學的概念(Guo, Kim, & Rubin, 2014; Lixin & Towsley, 1999) 。在影

片學習的環境中，如果無法自動了解學生在哪些觀念上不清楚，而此時身旁又沒有一位專業的教師從

旁協助，當結合翻轉教學時，學生在家自學影片，其本身很難快速取得支援，目前的學習管理系統也

無法給予適當建議。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推薦系統的建置，以提供給各不同程度的學生適當的翻轉教學影片自學教

材，透過 ID3 演算法建立 ID3 決策樹分析，找到是哪一些觀念上的不熟悉造成學生最後有著不同學

習表現，並且了解各程度的學生不清楚的觀念，給予合適的教學影片。根據此計畫的教學影片設計，

教學影片的頁面會被分為 7 個教學短片。其中有一個影片是起始介紹，接著 2 個影片被定為初級，教

授關於 HTML（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的知識；隨後的 2 個影片則是屬於中級，教授 JavaScript

的應用；最後的 2 個影片則被歸類為高級，教授 CSS 和響應式網頁設計(HTML5 Responsive Web-

design)。 

大多數實行翻轉教學的老師會在課前提供學生影片(Hsu, 2017) ，然而，不同程度的學生同樣接

受大量的教學影片在家自學，實在已經是翻轉教學中最大的負擔之一。藉由人工智慧再次受到重視的

當口，應該透過適當的方法，讓系統可偵測學生所不熟悉的部分，然後推薦系統就會向學生提出建議。

本研究的網頁設計教學影片，教導學生從基本的 HTML 標記到 JavaScript，最後則是 CSS 和響應式網

頁設計，這些影片經過二位以上專家識別依難度被分為基礎到進階，推薦系統目的希望可以達到協助

學生做學習弱點診斷並推薦適當教材，總結本研究的目標與工作項目分點說明如下： 

(1)建立網頁設計線上教學微課程影片 

(2)邀請二位以上專家共同依據各個教學影片的重點，設置知識節點與測量評估內容。 

(3)以 Python 程式語言撰寫教學影片推薦系統。 

(4)透過案例訓練強化決策樹。 

(5)將教學影片推薦系統實際使用在實驗組學生的翻轉教學實驗中，以進行有效教學驗證。 



(6)另一批學生做為控制組，直接以一般翻轉教學方式，不經過推薦讓大家觀看一樣數目和内容的教學

影片。 

(7)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生之學習自我效能。 

(8)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生之學習成效。 

(9)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生之學習認知負荷。 

 

2.文獻探討 

2.1.影片自學 

過去傳統的教學多是採用講授法為主，如此老師確實掌握著課程進度。然而自從開始網路遠距學

習、混成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或是 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簡稱 MOOCs）巨量開

放式線上課程，以及最近廣受關注的翻轉學習，都越來越依賴教學影片。然而，那樣的方式將會慢慢

將學習步調的主導權交回給學生，學生從被動接收知識者，轉型成為主動求知的角色(Bergmann, & 

Sams, 2012)。因此學生將求知的進度和步驟交給學生隨時可以自己執行，透過老師適時的引導與鼓勵，

將可以適時掌握自己的學習進度，進一步改善自己的自主學習知能(Winne, & Hadwin, 2008; Zmuda, & 

Harada, 2008)。 

線上教材不受時空限制的特性很快地就成為學生自我學習的主流方式之一，而相關研究亦顯示學

生觀看影片自主學習確實能增進自律（self-regulation）表現，進而增進自我互動（interactivity）效能，

帶動學習成效的提升(Delen, Liew, & Willson, 2014)；除此之外，而研究指出使用 MOOCs 的線上課程，

確實能有效提升觀看教學影片的自主學習者的內在動機和自主決定（Self-determination）機能，而且

該結果適用於不同母語的學習者(Barak, Watted, & Haick, 2016)。而在這種環境中，能容納、管控諸多

教學影片的 MOOCs 平台應運而生，相關平台與教學用影片的數量相輔相成，在近年內高度成長(Wu, 

2013; Siemens, 2013)。綜上所述，學生利用觀看教學影片自主學習的方法，確實對他們的學習表現有

正向幫助。 

除了線上課程對教學影片的需求以外，自從 2007 年 Jonathan Bergmann 和 Aaron Sams 兩位老師

在上傳教學影片讓學生補究課程自學以來，用影片做為在家學習的教材受到關注，後來演變成是課前

在家先觀看影片自學，到課堂上從事其他進階活動，即形成後來的「翻轉教學」模式。故學生課前透

過影片做基本的學習風氣日益普及，不過，大量的在課程中使用教學影片、良莠不齊的影片反而被質

疑影響了學習者的步調(Daniel, 2012)，故教學影片的需求與完善需要再次提升(Bergmann, & Sams, 

2012)。近年隨著影片數量快速的增加，催生了教學相關影片的各式分享平台。其中，大規模開放式線



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簡稱 MOOCs）系統增加，還有翻轉教學模式皆一時之間蔚為

風潮。然而，不論是哪一個線上課程對於個別適性化的服務，都有待強化。 

期待單獨利用任何一個線上課程或是影片自學，並不是提升學習成效的萬靈丹。近年來，大量類

似的教學影片平台湧現，教學影片的品質也並未明顯的伴隨其數量一同增長，大量的在課程中使用教

學影片被部分學習者質疑影響了學習者的步調 (Daniel, 2012)，有研究也質疑學生觀看影片自主學習

的方式本身效能是否真的如此出色? 2014 年，Loh, Kep Kee 與研究團隊在實驗中分析學生們使用

Coursera 線上影片教學平台自主學習時的表現，並發現學生會因為習於影片學習而造成學習表現下降，

尤其在觀影學習經驗豐富的學生身上更為明顯。該研究指出習慣使用多媒體學習的學生，在進行課程

時普遍會隨著課程進行陷入心智渙散(Mind-wandering)的狀態，進而拖累學習成效(Loh, & Kanai, 2014; 

Loh, Tan, & Lim, 2016)。因此，在觀影自學的過程中適當的減少冗餘教材有其必要性。此刻可以依照

學習者程度適性化提供學習課程，而能夠將教材精準呈現給使用者的教材推薦系統，可以很好的達成

該需求。 

本研究旨在利用將影片教材推薦系統導入課前觀看影片自主學習的翻轉教學流程中，讓觀影者避

免重複觀看已經精熟的單元，進而減少實行自主觀影學習法時可能產生的疲憊感，避免冗餘的學習排

程降低學生的學習表現。 

 

2.2. 推薦系統 

推薦系統有許多不同機制與模式，大都是根據使用者需求來進行彙整與分析之後，適性化地將適

合個人特質、能力或呈現方式的內容回饋給使用者 (Crespo, Martínez, Lovelle, García-Bustelo, Gayo, & 

De Pablos, 2011)，這種系統可以幫助使用者獲得自身確實需要的訊息，不用花時間再次接觸已經熟習

的冗餘資訊或知識，節省時間與提升效能，避免花費心力在重複的過程，讓使用者可以直接接觸有迫

切需求性的知識或情報，並從系統操作過程中發現自己以往沒注意到的弱點(Cleger, Fernández-Luna, 

& Huete, 2014)，或記錄各自的歷程。推薦系統本身在商務領域，已被廣泛的應用在彈出式廣告、個人

化商品推薦清單上，且證實使用該系統可以有效的增進使用者對操作平台回饋正面的評價(Tang, & 

McCalla, 2005; Drachsler, Verbert, Santos, & Manouselis, 2015; Wei, He, Chen, Zhou, & Tang, 2017)。而

在課堂教學領域中，教材推薦系統亦被運用在正規課程或是弱點補救課程上，在幫助使用者建立自己

的知識架構，引導其反思問題，進而提升學習者學習成效(Lu, 2004; Bourkoukou, El Bachari,& El Adnani, 

2016)。 

由於教材推薦系統可以推薦個人化內容或教材的特性(Lu, 2004)，適合應用在需要個別為學生提

供學習內容、路徑或方法的適性化教學中，這種方法通常需要分析每一位學生彼此之間在學習成就、



強項弱點的落差，為使用者建立個人化教材內容或是路徑，搭配適當的學習方法，可幫助學生以最有

效率及適性的方式獲得學習(Lee, & Kim, 2012)。 

先前的研究指出，若是沒有提供任何建議，學生自行在家學習時，常會遇到無法選出適合自己能

力影片的困境(Valsamidis, Kontogiannis, Kazanidis, Theodosiou, & Karakos, 2012) 。有另一份以前的研

究則使用了一套推薦系統以促進英文學習，發現成效提升了(Chen & Li, 2010) 。為了根據學生原本具

有的知識擬訂影片建議，此研究運用 ID3 演算法替學生做決定，因此每位學生都有其初始學習點。換

句話說，此套系統會透過每個 ID3 決策樹上的節點，診斷學生原本具備的知識。因此，學生將會從推

薦系統收到適合他們該階段學習的影片。 

推薦系統是一種有效代替搜索算法的方式，幫助用戶找到一些他們自己沒有辦法找到的物品。根

據用戶歷史行為（例如其購買的、選擇的、評價過的物品等）結合其他用戶的相似決策建立模型。這

種模型可用於預測用戶對哪些物品可能感興趣（或用戶對物品的感興趣程度）。通常推薦系統可以根

據使用者過去的使用行為（諸如選擇、評估等等），有效幫助使用者找出適合自己的目標。Ross Quinlan

提出了 ID3 演算法（Iterative Dichotomiser 3 疊代二元樹 3 代）(Quinlan, 1986) ，這個演算法是建立

在奧卡姆剃刀的基礎上：越是小型的決策樹越優於大的決策樹（簡單理論）。根據資料量的一致性做

出決策(Ramana, Babu, & Venkateswarlu, 2011) ，而資料量的計算公式如下： 

 

3.研究方法 

3.1.系統開發 

本研究安排了二個獨立樣本做比較，控制組是觀看所有影片的學生，實驗組則是使用翻轉教學影

片推薦系統進行影片自主學習。針對影片推薦系統的開發，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課程教材設計

與 ID3 決策樹模型建立。在課程教材設計中，首先設定教學影片章節及對應的觀念，依序由易到難拍

攝教學影片，預計至少會有 7 個不同難易知識節點的教學短片，從 HTML 基本語法觀念與標籤使用，

進階到響應式網頁設計，課程影片集合的模擬圖如下圖 1 所示。共計七個節點(影片)被上傳至線上學

習內容管理系統，而每個影片的長度以微課程約十分鐘為主，控制組可看到全部的影片，如圖 1 所示。 



 

圖 1、控制組七個教學影片示意圖 

 

本研究開發的推薦系統，第一個節點用來教學生基礎的 HTML 標記架構，被命名為「ch0」，這

是為不具備任何超文本知識的學生所作之初學教學影片，也就是決策樹當中的一個節點(node)。第二

和第三個影片則是用來教導進一步的 HTML 標記和參數，分別命名為「ch1」和「ch2」。若是學生知

曉 ch0、ch1 和 ch2 中的基本規則，他們將擁有網頁設計的基礎技能。而從第四到第五個影片（分別

命名為「ch3」和「ch4」），腳本語言(Javascript)則使用於網頁設計。這兩個影片被歸為中級。在學

習中級的網頁設計前，學生必須了解初級的網頁設計。最後，第六和第七個影片（分別命名為「ch5」

和「ch6」）則屬於高級的網頁設計知識，學生將學習如何使用 CSS（層疊樣式表）設計響應式網頁

(Responsive webpage)，可自動隨著不同載具調適視窗所顯示的尺寸。 

因此，測驗中的每個項目都可對應到決策樹上的知識節點，建立一個二元樹，所以每個節點只有

兩個路徑中做選擇。當學生在節點答對時，就會選擇二元樹的其中一條路；若學生在節點答錯時，則

選擇二元樹的另一條路。以上 7 個知識節點所建立的最佳二元樹將是三層，因此依據各影片的觀念，

邀請至少二位專家擬出相對應的診斷試題，然後先將一批看完教學影片的學生作為決策樹的訓練範

例，配合影片和題目對照結果，優化 ID3 決策樹模型。範例依據其測驗表現也會被區分為高分群(D3)、

中分群(D2)、低分群(D1)，並且同時紀錄每個案例在每一個節點的作答情形，以 0 或 1 來編碼。經過

所有可能範例訓練之後，建立的 ID3 決策樹的結果(Decision)，以 Python 撰寫 ID3 演算法，做為將來

學習者回答診斷問題時，可以跑出推薦的路徑與決策結果。 

為了確定每一位學生初始的學習起點，學生們需參加前測診斷先備能力，而診斷的知識節點對應

各教學影片的概念。如果學生具備所有等級的知識，他們就不需要參與線上影片學習。舉例來說，下



圖 2 的診斷項目就是 ID3 決策樹上的其中一個節點，會依據決策的順序依序決定下一個診斷節點。最

後透過各節點記錄的 0 或 1，可以知道各個學生需要被推薦的教學影片路徑與決策結果。 

 

圖 2、依據決策往下一個節點診斷 

 

3.2.研究對象 

共有二組大一學生參與本次實驗，而學生們於系統內做完網頁設計前測診斷，實驗組會根據推薦

系統的決策向他們建議影片，藉以在家進行翻轉教學影片自學。學生觀看他們所需要加強的教學影片，

以從影片最開始不足的部分，增強自身網頁設計能力。控制組則是在沒有推薦環境的情況之下，自由

採用全部的教學影片進行翻轉學習。二組學生經過不同影片系統的教學後，於課堂中進行實作與問題

解決，最後針對學生的後測、認知負荷以及自我效能進行後測。 

 

3.3.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將採用學生的自我效能量表(Pintrich, Smith, Garcia, & McKeachie, 1991)，以確

認學生使用影片推薦系統進行學習時，是否對於自己可以完成所有影片自學的任務具有高度信心，而

且可以因為課程影片的困難度更適切而提升自我效能。 

除此之外，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也將採用認知負荷量表(Hwang, Yang, & Wang, 2013)，其中包括內

在負荷的心智負荷(Mental Load)，和外在負荷的心智努力(Mental efforts)等二個面向，以診斷學生的

內、外在認知負荷，確認所推薦的影片教材難度之挑戰性，對學生而言是適切的。以及教材呈現的格

式與解說，能使學生在翻轉教學中付出適當的努力後可達到良好效果，而不是過高的認知負荷影響學

習成果。 



最後是經過至少二位專業教師合力設計前、後測試題，以便檢測學生的起始能力，以及學習以後

的能力。同時，對於網頁實作的成果，也會由二位專業教師審查，以確定學生在學、術方面的表現情

況。 

 

3.4.實驗流程 

本研究為了進行教學實證研究，確認推薦系統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實驗組的教學實驗流程如圖 2

所示。首先學生在系統診斷之下，診斷該學生應從哪一個程度開始進行影片自主學習，依據教材的知

識特點總共設計有 7 個知識節點，而每一個知識節點將有相對應的診斷，故每一個項目都與 ID3 決策

樹上的節點相關。系統依照原先建立的 ID3 決策樹與學生測驗結果路徑，診斷學生的學習弱點，推薦

教材給學生。學生依據推薦結果，針對弱點觀念學習後，在課堂上進行網頁實作，以及後測和認知負

荷以及自我效能評估。 

 

圖 3、實驗組實驗流程 

實驗組的學生答完 ID3 決策樹上從初級至高級節點的項目後，每個學生都會被推薦他該學習的

影片。而看完試用影片後，前段及後段學生的後測、認知負載量和自我效能都會被蒐集並比較。而

控制組的學生則是有同樣的先備能力評估，但是卻沒有推薦影片，而是直接可以存取所有的教學影

片在家先自學(Lecture at home)，然後到課堂上進行網頁實作與問題解決和後測，如下圖 4 所示。 

 



 

圖 4、控制組實驗流程 

 

4. 研究成果 

本研究為一年期，經展延二個月，14 個月已經完成以下進度。 

(1)建立網頁設計線上教學微課程影片 

(2)邀請二位以上專家共同依據各個教學影片的重點，設置知識節點與測量評估內容。 

(3)以 Python 程式語言撰寫教學影片推薦系統。 

(4)透過案例訓練強化決策樹。 

(5)將教學影片推薦系統實際使用在實驗組學生的翻轉教學實驗中，以進行有效教學驗證。 

(6)另一批學生做為控制組，直接以一般翻轉教學方式，不經過推薦讓大家觀看一樣數目和内容的教學

影片。 

(7)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生之學習自我效能，發現實驗組的自我效能有顯著提升。 

(8)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生之翻轉教學學習成效，發現不論控制組或實驗組的學習成效都有顯著提

升。實驗組觀看較少的教學影片，卻達到和觀看完整影片的控制組一樣好的學習成效。 

(9)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生之學習認知負荷，發現實驗組的認知負荷低於控制組的認知負荷。 

經由本研究，優化現有翻轉機制之外，並提供學生資訊科技教材，實務應用績效已經由本研究

經費支持，已經發表國際期刊論文二篇，和國內研討會二篇，並且除了網頁設計單元之外，也在二

元樹和英語學習單元上面做教材進行推薦系統發展。 

除此之外，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除了使工作人員具備資訊科技教育與數位學習能力，並提升

研究能力與具有系統開發與翻轉學習活動實施經驗，同時具有數位學習應用能力，和資訊教育教學

實驗、資料收集、分析與統計方法，提升參與人員系統開發的實務能力，包括活用及發展人工智慧

在教育上的能力、教學影片處理的能力、美工能力以及電腦或網路技術之應用能力，有利於將來就

業。 



本研究的受測學生在使用系統獲得適性化課程推薦後，網頁設計專案成果良好，同時不熟悉的單

元弱點都會受到改善。由於要幫助學習者理解、組織、學習知識，提供他們適合的知識建構工具是有

必要性的，將人工智慧應用在教育中，將更有利於達到適性化的目的，讓學生觀看比較少但卻是需要

加強的教學內容，可以跟完整看完全部影片的成效一樣，但是負擔較輕以及帶給學生更大信心可以完

成觀看影片自學的任務，減低學生外在認知負荷，同時提升學生自我效能，促使實驗組觀看較少的教

學影片卻達到和觀看完整影片的控制組一樣好的學習成效。本研究不論結合在翻轉教室或是補救教學

及自主學習，將都會非常合適。方便讓學習者可在家中透過推薦系統提供需學習的教學影片，自學以

後在開始做實作，除了減少學生在翻轉教學中需要在家觀看影片的數量，對於將來多個科目所累積起

來的翻轉教學有更卓著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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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經研發完成，除了研究成果發表國際知名期刊，本研究的受測學生在

使用系統獲得適性化課程推薦後，網頁設計專案成果良好，同時不熟悉的單

元弱點都會受到改善。由於要幫助學習者理解、組織、學習知識，提供他們適

合的知識建構工具是有必要性的，將人工智慧應用在教育中，將更有利於達

到適性化的目的，讓學生觀看比較少但卻是需要加強的教學內容，可以跟完

整看完全部影片的成效一樣，但是負擔較輕以及帶給學生更大信心可以完成

觀看影片自學的任務，減低學生外在認知負荷，同時提升學生自我效能，促

使實驗組觀看較少的教學影片卻達到和觀看完整影片的控制組一樣好的學習

成效。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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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7 年 12 月 15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由於科技部的補助，讓我得以第一次來到菲律賓馬尼拉參加國際學術會

議，這次最主要的不只是發表論文而已，主要是榮獲亞太電腦教育協會的年輕

學者獎(Early Career Award for Young Researcher)，要出席會議上領此國際學會

之獎項。在領獎之後，也有應行程規劃致感謝詞，這次獲獎雖然有獎金，雖只

計畫編號 
107-2511-H-003-031- 

計畫名稱 人工智慧在教育上的應用：發展教學影片推薦與決策系統以強化翻轉

教學 

出國人員

姓名 
許庭嘉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

力資源發展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 
107 年 11 月 25 日

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 

會議地點 
菲律賓馬尼拉 

會議名稱 

(中文)第 26 屆電腦教育國際研討會 

(英文)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ICCE 2017) 

發表題目 

(中文)語言素養行動學習: 應用虛擬實境實作進行實境訪查後之反思

影響 

(英文)  Mobile Learning for Language Literacy: The Effects of Applying 

Virtual-Reality Implementation for Reflection after Real-Life Investigation 

附件五 



 2

有 500 美金，但是其實重點不再獎金多少，而在這個鼓勵的意義，尤其個人從

博士生時期就開始參與該學會及會議，一路累積經驗至今，該社群中的大多數

學者也已經認識，但是值得讚許的是這個社群仍在積極向外擴展。如今個人也

已經擔任到該社群其中一個興趣研究群的召集人，因此也繼承早年自己被培養

的歷程，盡力提攜年輕後進。此趟行程同時也帶著資策會員工一同前往，以幫

助他們從國際上面找到合作對象。以下為參與會議的日程與經過: 

11 月 26 日上午參加工作坊、下午工作坊論文報告，以及 CUMTEL SIG 的社

群聯繫建立大會。 

11 月 27 日白天參加工作坊、傍晚參加歡迎會 

11 月 28 日會議正式開幕，開幕的時候我上台領授學會所頒發的優秀青年研究

人員獎，並且致感謝詞。 

11 月 29 日主持科技強化語言學習研究群的邀請演講，擔任主持人。出席 SIG

主席會議，這是第一屆有這樣的會議，讓所有 SIG 主席聚在一起

交流。主持 TELL SIG Community Building，今年 TELL 子會議的

最佳技術論文代表是來自美國 MIT 的研究生，雖然最後沒有拿到

大會最佳技術論文獎，但是足見會議已經從亞太慢慢延伸到美洲，

這是好現象。晚上出席晚宴。 

11 月 30 日會議最後一天，下午閉幕。 

 

二、 與會心得 

這次上台領獎時，真誠的致詞感謝我的服務單位和我的團隊學生以及過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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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人的支持，覺得自己表現得還不錯。這次也順利讓我們的作品被德國的學者注

意到，同時也順利牽線讓臺灣師範大學、資策會、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三方建立

跨國研究合作關係。總覺得自己就是在這個社群，慢慢被培養及茁壯長大，然後自

己有一片小天地可以發揮，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覺得沒有發揮空間了就想離去找另

一番新天地，但是至少感受到這樣生生不息的循環，我想有這樣的會議經驗，不論

是作為學術交流的平台，促進自己學術發展，或是學習學術會議的程序，從參與者

慢慢成為議程子會議主席，再到子研究群主席，逐漸擴展經驗，甚至未來有機會也

可以效力，這都是一個好的學術社群可以帶給我們學者的養分。 

 

三、 發表論文摘要 

以下為本次發表之論文摘要，該論文後續也將再增加資料分析以後出版在專書 

The Effects of Applying Virtual-Reality Implementation for Reflection after Contextual 
Mobile Learning 

 

Ting-Chia HSU a*, Chuan-Yi CHANb 
a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bTaipei Municipal Neihu High School, Taiwan 

* ckhsu@ntn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integrated Chinese, Geography, and computer science courses, with 

teachers from those disciplines collaborating to prepare their courses. The study employed 

mobile devices in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used the situated learning strategy, and involved the 

students in real-life investigation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cy curriculum. The students 

observed, learning in the real-life environment, and utilized mobile technologies to support 

their data collection and information searching. The students mad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knowledge in the textbook and the real-life situation in the literacy-based learning activities. 

After they came back to the classroom, they used the data and photos they had collected to 

design the virtual re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they had visited in order to recall and reflect on 

the activity. This study primarily explored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and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However,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motivation, i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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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that the students did not prefer to practicing writing based on the virtual reality situ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real-life situation.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mobile learning; virtual reality; literacy 

 

四、 建議 

針對這次與會過程，個人因為擔任 TELL SIG 主席辦理 Community Building 活

動，遇到來自 MIT Media 的二位女研究生。我亦有出席 SIG 召集人會議，如果興趣

研究群和子會議之間更共同的交集與合作，將會有利於研究社群成長。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論文集電子檔 

六、 其他 

再次感謝科技部可以補助如此遠程的國際會議，讓研究者有機會在國際當中累

積曝光並逐漸成長，以及感謝同一個學門的前輩師長們在社群中的扶持，讓我

們台灣的中生代也可以逐漸茁壯、承先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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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一、參加會議經過 

亞太國際科技教育研討會（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Education，

簡稱 ICTE）是由臺灣與亞太地區國家（包含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香港、美國、大陸

等）科技教育學會所共同規劃籌辦的重要國際研討會，1997 年 ICTE 研討會的會員國在臺灣

共同簽署章程，2019 年 1 月 16-18 日則於韓國舉辦第十三屆研討會。本次任教系所的教授和

研究生群總計將近二十人一同前往韓國教育大學（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參

與 ICTE 研討會，如下面合照所示。 

 

圖 1. 臺灣團隊合照（多數是本系的教授和研究生） 

 

計畫編號 MOST 107-2511-H-003-031 
計畫名稱 人工智慧在教育上的應用：發展教學影片推薦與決策系統以強化

翻轉教學 
出國人員 
姓名 

許庭嘉 
服務機構及

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

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 
2019 年 1 月 16 日

至 1 月 18 日 
會議地點 

Cheongju, South Korea 

會議名稱 
(中文) 第 13 屆亞太國際科技教育研討會 
(英文)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發表題目 

(中文) 使用雷射切割與 Arduino 複合開發板創建四軸飛行器

之專題導向學習課程研發 
(英文)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for Creating a Quad copter with the Laser-Cutting Wood 
Models and Arduino Nano Combo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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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人一同前往的目地之一，是要表達本系爭取下一次(西元 2021 年)的亞太國際科技

教育研討會之主辦權。因此，預計在 2021 年一月將會有來自亞太地區至少七個國家、200 位

科技教育學者、教師蒞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同分享各國的科技教育研究成果，並促進亞

太區域國家的交流。期望藉此可以讓臺灣的科技教育成果躍上世界的舞台，並讓更多國際的

學者認識與了解臺灣推動科技教育的現況、成果與價值。這次的主旨演講者之一是由本系退

休，現職於中臺科技大學校長—李隆盛教授，這個會議是從李校長在本系任教時，包括台灣

共與九個國家共同發起，並且結合系上的學會組織「中華民國工業科技教育學會」，李校長希

望不要淪為一人承接，而是透過與學會和系所的力量，每一次學術會議的臺灣代表人即為中

華民國工業科技教育學會理事長擔任，現職理事長正好是教育部林騰蛟次長。由於林次長不

克前往，所以此次最大的關鍵者變成是李校長，也是當年創立者之一。 

 

圖 2. 主旨演講（主講者為李隆盛校長） 

 

 

二、與會心得 

本次第 13 屆亞太國際科技教育研討會主要於韓國清州市舉辦，總計有將近約 150 位學者

專家、在職教師、職前教師參與，場面十分浩大。研討會的主軸之一為 STEM、STEAM 教育

的發展，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科技教育專家學者、教師，皆展現其對於 STEM、STEAM 教育

的看法與教學實務現況。 

在參與本次的研討會後，依據研究者所參與的專題演講、分場次的論文發表成果，首先

在美國主旨演講期間，發現對於美國的主旨演講者 Dr. Edward M. Reeve 而言，他不使用

STEAM 這個詞，而是認為只要稱作 STEM 即可，他說因為 STEM 裡面本來就一定有藝術(Art)

與設計在裡面了，不用特別再增加一個字母。有關於這一點，與特別強調要使用 STEAM 的

本系張玉山主任看法似乎稍有不同。學術是自由的，各有不同解讀，也是正常現象，其內涵

其實是相同的。故在 Dr. Reeve 的簡報中，一直都只有使用 STEM 這個詞，並且透過一個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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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互動的活動，來說明 STEM 的精神，並且以這樣的實例說明為何 STEM 原本就有設計與藝

術的意涵在其中。 

另外在多場的報告當中，發現都是以教學活動設計為主，而且課程時間都不長，這樣無

法成為一個可以整學期實施而且有連貫性的課程架構。除此之外，STEM 課程應該要注重學

生可以有不同創造的表現，而不應該要求所有學生都做出一模一樣的仿作作品。如果不突破

這一點，臺灣的新生代仍舊只停留在模仿階段，而未曾到達創造的階段。但是，如果在時間

有限的情況下，不排除先透過仿作的過程讓學生獲得成就感與學習動機，降低學習焦慮與挫

折，但是最後一定要修改參數或思考重新設計的可能性，讓學生站在巨人肩膀上依舊可以觸

及創造的過程。如果時間充分，則可以讓學生在 try and error 當中摸索，這是個人的心得。 

最後，有關評估 STEM 活動的機制，仍有發展的價值，目前 STEM、STEAM 教育十分受

到關切，但仍有許多專家學者針對 STEM、STEAM 教育提出許多未來所應面對的挑戰，像是

包括釐清 STEM、STEAM 教育的目標，STEM、STEAM 教學理論模式，STEM、STEAM 教

學流程的安排，以及教學評量的安排等。透過本次研討會的參與，大家有了腦力激盪和交流

的機會，也更清楚國內外的進展，希望本系能夠站在舊有的基礎上，我們能夠繼續延伸，針

對未來 STEM 或 STEAM 教育的人才培養，以及相關研究，都能在台灣成為領頭羊的系所。 

 

三、發表論文 

本次研究者主要針對「使用雷射切割與 Arduino 複合開發板創建四軸飛行器之專題導向

學習課程研發」進行論文發表，讓學生自己繪製四軸飛行器的機架，然後在雷射切割輸出，

而不是讓學生使用現成的元件組裝，提升創造的元素。以下摘要說明主要的內涵: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for Creating a Quad 

copter with the Laser-Cutting Wood Models and Arduino Nan Combo Board 

I-Fan Tsa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Yu-Shan Ch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Ting-Chia Hsu*,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Corresponding: ckhsu@ntn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developed a book containing 9 chapters which take 18 periods of classes for carrying 

out STEAM education shown as Figure 1. The purpose of this book which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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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o combin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curriculum. The students conduct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the learning material. There are mainly four phases. 

Firstly, the students have to complete the hand-on activities by assembling a quadcopter with the 

laser-cutting wood models which form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shape of the quadcopter. The 

wood used the makers wood veneer, such as 3mm balsa wood sheets. The thickness is approximately 

3mm. 

Secondly, the students have to fix the Arduino Nan combo board, hollow cup motors,  propeller 

fan blades, and battery assigned on the fuselage, and consider the balance of the overall quadcopter. 

In this process,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key elements composing a quadcopter and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flying attitude, such as balance, symmetry, and airflow, etc. 

Thirdly, the students start their first flight and keep practicing controlling the quadcopter with 

mobile device. Next step, they apply the block-based programming language to plan, implement, a

nd control the flight path or task. They have to analyze their task and solve the task to achieve project-

based learning. In other words, the quadcopter should be able to fly and controlled by the students. 

Finally, th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create or revise the design of the quadcopter, including the 

quadcopter fuselage made of laser-cutting wood,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block-based programming 

according to the revision of the physical requirements. They have to examine the science theory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by the hand-on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strategy of POE (i.e., Prediction, 

Observation, and Explanation). At this phase, many different quadcopters will be created, shown as 

figure 2. Totally, the learning material could be extended with flexibility according to students’ 

prerequisite capacities and class hours. The diversity of student designing the quadcopters to fly in 

the sky represents the essence of “to be a maker”. 

The expected research results included three assumptions. Firstly, the students could successfully 

compose the basic instructional tools made of laser-cutting wood. Secondly, the students could apply 

the block-based programming language to control the flight tasks. Thirdly, the creativities of the 

students could be motivated so that many various creation of quadcopter will be 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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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EAM 

 

   

Science:  
The science concept how  
things fly? 

Technology:  
Block-based programming 

Engineering: 
Reverse engineering design 

  
Art: 
Self-designed laser-cutting fuselage 

Math: 
Basic arithmetic estimate 

Figure 2. STEAM learning activities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Math

• airflow, flying attitude
• basic electricity

• CAD & CAM
• computational thinking

• reverse engineeering
• engineering thinking 

• creative fuselage
• appearance & coloring 

• basic arithmetic
• spaci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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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依據前述參與第 13 屆亞太國際科技教育研討會的心得，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以供未來參

考： 

1. 將 STEM 或 STEAM 教育納入國家教育政策：許多國家皆已訂定完善的 STEM 或 STEAM

教育白皮書，建議教育部宜針對 STEM 教育研擬具體的教育政策方案與進程。 

2. 審慎規劃與因應 STEM 或 STEAM 教育的挑戰：除了研擬 STEM 或 STEAM 教育白皮書

之外，由於許多國家在推動 STEM 或 STEAM 教育時會面臨許多的挑戰，因此建議宜審慎

規劃因應之道，以確保未來在推動 STEM 或 STEAM 教育時，能夠培育出符合國家需求的

STEM 或 STEAM 創新人才。 

3. 研提 STEM、STEAM 教學理論模式與評量方法：為了能夠更務實的落實 STEM、STEAM

教學，未來的相關研究宜儘速研提 STEM、STEAM 教學理論模式，如此方能夠更務實的

推動 STEM、STEAM 的跨領域教學及評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研討會手冊、南韓 STEM、STEAM 教育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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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8 年 6 月 2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我除了擔任子會議主席和會議主持人之外，也率領三位研究生前

往香港進行學術論文發表，這三位研究生也有取得科技部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

議補助。由於大會會議開始時間為 6 月 13 日早上 9:30 於香港教育大學，故於

6 月 12 日週三下午抵達香港。6 月 13 日到 15 日中午全程參與會議，等中午閉

幕之後，下午即搭乘班機返回台灣。 

計畫編號 
107-2511-H-003-031- 

計畫名稱 人工智慧在教育上的應用：發展教學影片推薦與決策系統以強化翻轉

教學 

出國人員

姓名 
許庭嘉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

力資源發展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 
108 年 6 月 13 
日起 至 108 年 
6 月 15 日 

會議地點 
香港 

會議名稱 

(中文) 第三屆計算思維教育國際會議 2019 

(英文)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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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典禮揭幕儀式人數眾多，如圖 1 所示。接著是茶點時間，邊品嘗

會場的茶點邊和國際與會者進行交流。10:30 開始進行第一場主題演講，於演

講結束後與教授合影(如圖 2 所示)。第一場主題演講接著 11:30 開始同時進行

各個子會議的演講(如圖 3 所示)，各個子會議持續到 12:30 進行中午午餐時間。

會議期間也非常多國際學者和研究生主動過來與我互動，我想是因為我們在台

灣做的事情慢慢被看見了。 

 

圖 1、開幕典禮 

 

圖 2、與國內外教授及同行人員合影 

 

圖 3、子會議報告者 

之後進行下午場的會議，13:30 為第二場主題演講(如圖 4 所示)，於 14:30

開始進行各個子會議的演講，15:30 開始下午茶休息時間，15:45 繼續各個子會

議時間(如圖 5 所示)，第一天會議結束後，我的團隊與國外學者進行研究相關

內容討論(如圖 6 所示)，1730 開始晚宴時間(如圖 7 所示)，晚宴帶著研究生接

觸了一些學校教授、小學校長等，帶領同學參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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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孔兆祥教授主題演講 

 

圖 5、子會議報告者 

            

圖 6、與國外學者討論研究相關內容 

 
圖 7、晚宴 

6 月 14 日，會議於 9:30 開始第三場主題演講，接著進行各個子會議的演

講，接著我的學生報告(如圖 8 所示)。接著進行 K-12 國際座談會(如圖 9 所示)，

持續至 12:45 進行中午午餐時間(如圖 10 所示)，我和大會的主要成員進行午餐

交流。之後進行下午場的會議，14:00 為特邀主題演講，於 15:00 開始進行各個

子會議的演講(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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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我的學生論文發表 

 

圖 9、K-12 國際座談會 

 

圖 10、我與大會的國內外學者合影 

 

圖 11、子會議報告者 

6 月 15 日，會議於 9:30 開始第四場主題演講(如圖 12 所示)，接著進行各

場次的研討會議(如圖 13 所示)持續到 11:30 為茶點時間，於 11:45 開始閉幕典

禮(如圖 14)持續到 12:15 進行午餐時間，下午場次還有我另一個學生的報告。 

 

圖 12、Valentina DAGIENĖ 主題演講 

 

圖 13、研討會演講者 

 

圖 14、閉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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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第一場主題演講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呂賜杰教授，他演講如何推廣運算思

維的方法，他提到必須嚴謹、包容性高和能夠長期，呂教授之前跟我索取了 15 篇運

算思維相關研究的國際學術論文去研讀，我們有國際合作關係。 

    第二場主題演講是香港教育大學的教授說明如何將運算思維帶入各個學科，他

以數學為例來進行示範，將運算思維進行跨科整合。 

    第三場主題演講是由香港城市大學的李國耀演講，他講解如何透過不插電的活

動卻能帶入運算思維，雖然了解運算思維最好的方式就是程式語言，但因為它的門

檻也最高，所以近代的學者也想用各種方式讓普羅大眾也能培養運算思維素養。 

    我率領自己團隊學生 (如圖 15 所示)一同前往香港出席國際運算思維研討會，對

於第一次參加國外研討會的研究生來說，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相信他們在這個國

際研討會學習到許多來自各國學者的想法，及從他們身上學習到許多新知識。尤其

三個學生都是第一次在國外論文發表，從出國前到會議開始到上台前甚至到報告結

束，他們似乎都一直很緊張，不過相信他們也會因此好好記住這次的經驗，成為幫

助學生在學術上面成長的養分。 

 

圖 15、與國內教授及同行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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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團隊所發表之論文為整合運算思維與英語互動的成效分析，這邊文章吸引

外國學者好奇，除特別來找我詢問外，甚至希望能提供英文版本期刊論文，對參與

的研究生是很大的鼓舞，也驗證了本人團隊的研究能量與實力。 

此次參加 CTE2019 的老師像是來自南洋理工的呂賜杰老師、香港教育大學的江

紹祥老師、北京師範大學的黃榮懷老師與美國麻省理工的 App Inventor 開發公司

CSforALL 的 Co-Founder Dr. DeLyser, Leigh Ann 等知名學者、開發者。除了分享自

己的研究成果與觀點外，也不時關注論文發表者以及其他與會老師的研究，在會議

期間常常看到這些老師們在台下聆聽發表並給予回饋，教授之間做了許多交流。 

最後是舉辦會議的主辦單位，此次會議不管是工作人員、設備、餐食等等都準

備的非常完善，來自各地的與會者會有不同的問題需要應對，除了流暢的切換語言

協助解決問題外，也關注餐食的多元性，在香港人生地不熟的狀況下有他們的協助

也因此可順利解決前往或是離開會場的交通問題。未來若有機會協助辦理研討會或

是未來的國際會議，這樣的體驗讓我的團隊可以從更高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辦好一個

活動，是很可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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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表論文摘要 

以下為本次發表之論文摘要，如下所示，後續將與控制組進行比較並發表到期刊。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English Oral 
Interaction 

 

Yi-Sian LIANG 1*, Ting-chia HSU 2* 

12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mianmian0202@gmail.com, ckhsu@ntn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imed at exploring the effects on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when the educational robots with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game-based learning of English oral inter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unplugged board 

games, and integrate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to the English oral interactive learning gam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the game-based learning of English 

oral interaction, whether with the unplugged tools or the educational robots, the same computational thinking 

with English oral interactive game-based learning content can all effectively improved learners’ learning 

performance on English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However,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group adopting 

the educational robo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group using the unplugged tools.  

KEYWORDS 

Board game, educational robotic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game-based learning  

 

四、 建議 

這已經是 CTE 舉辦的第三年，有消息指出明年將會是這個研討會的最後一年，

希望除了 CTE 此項會議外，還可以有其它與 K-12 相關的研究人員，再次舉辦類似

的國際研討會，讓世界各地的學者可以共同交流彼此的想法及在研究領域中的知識。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研討會議議程手冊、手提袋及隨身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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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 

除了上述經驗和收獲之外，研究者本身也率領團隊發表研究成果，並獲得

與會者與審查委員的肯定。但是由於樣本數的限制，若未來要與控制組比較並

且進行修訂後，投稿至優質的學術期刊，在此也特別感謝提供出國研討經費，

帶給我們師生擴展國際觸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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