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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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開發「基於資料科學之運算思維導向程式設計教學」之教材，由
淺入深反覆演練資料分析之問題解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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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已完成十八週
、兩學分的通識型教材，並試行一學期。在試行過程中，我們獲取
學生的修習動機和對課程的認知，並經由多元評量觀察理解學生的
學習能力。根據所搜集到的學生意見回饋和學習成就，本計畫研發
之教材與教法能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與實踐能力、促進跨域合作和專
題創作，並有效提升學生對於程式設計的認知和自信。
中 文 關 鍵 詞 ： 程式設計、運算思維、通識、資料科學
英 文 摘 要 ： Recently computational thinking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new kind of literacy that is critical for everyone in the
21st century. Computer science (CS) education becomes a
main focus of the governments, academia, and indus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In addition to K-12 schools, universities
also notice the importance of CS education and start to
create courses for non-CS majors. This leads to an urgent
need of courses properly designed for these students from
many different fields. In this project, we developed a
course about develop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programming skills for non-CS major students through data
analysis projects. We designed the course carefully by
considering students’ needs and perception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The course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one
semester, during which we got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perceptions on the course and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students’ feedback and project demonstration,
we believed that this course could develop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programming abilities, encourage cross-domain
collaboration and creative ideas, and give positive and
correct images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programming.
英 文 關 鍵 詞 ： programm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general education,
data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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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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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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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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料科學在各領域的實務應用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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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析所發展的教材與教具對於培養程式設計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之效果。（第二年）
3. 分析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之因子。（第二年）
4. 根據影響因子來改善與研發教材、教具與教學策略，並透過實驗評析其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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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設計課程教材、教法和評
量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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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
在針對非資訊背景學生的課程中，Guzdial (2003) 在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所研發的多媒體運算導論是一門具代表性的課程，他們透過問卷了解這些學生的認知和需
求，在課程設計中考量了四大要素 (Rich et al. 2004)，呼應了他們的發現以及許多文獻提及的非資工學
生認知與需求：(1) 發揮創意的空間 (creativity) – 呼應學生覺得程式設計課程無趣與困難，(2) 切題
(relevance) – 呼應學生覺得學程式沒有用、與他們的專業無關，(3) 合作 (collaboration) – 呼應學生對
程式設計甚至資訊科學的社會隔離誤解，(4) 只限非資訊學生修習 – 呼應學生希望在沒有同儕壓力的
情況下學習。具體作法為在課程中使用開放性、與生活相關、可感知的實作專題，鼓勵學生合作完成
作業，開發學習平台並讓學生匿名詢答等等。他們的課程目標不是培養專業軟體開發能力 (software
developer)，而是能將程式作為工具並修改的能力 (tool modifier)。
許多研究提及切題的重要性 (Pasternak & Vahrenhold 2010, Buffum et al. 2014)，如何讓學生覺得學
習程式設計有助於他們的專業領域發展，是影響教學效果的關鍵要素。Guzdial (2005) 提及設計課程
時，會設立一個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board)，尋求其它專業領域教授的建議，了解各領域學生的職涯
以便思考學習程式設計如何幫助學生。他在 Bringing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to CS 一文 (Guzdial
2015) 提出設計課程時的應作和不應作，個人也非常認同。Adams 與 Pruim (2012) 研究如何提升非資
訊背景學生的資訊能力，其中也談到邀請其它科系教師成立諮詢委員會，甚至為這些非資工系教授舉
辦工作坊，讓他們親身體驗 Python 程式設計和教材內容。可以預期，這些對於程式設計更為了解的教
師，能協助研發更合適的教材，並且也能鼓勵它系同學來修習課程。該文中也呈現多位生物、天文和
商管背景同學現身說法，敘述修習程式設計對他們職涯或學涯的幫助。
Kurkovsky (2007) 的課程從網路切入，名為網際網路程式設計與應用導論 (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Programming and Applications)。其課程內容包含網路運用原理（如網路位址和路由）
、資訊安全、網路
應用（如檔案分享），程式的部份以網頁設計與 HTML 帶入，後續講授 JavaScript，包括變數、資料型
態、陣列、選擇、迴圈和函式等基本概念。由於該課程是通識課程，修習學生以人文背景居多，因此
在課程中儘量避免與數學相關的範例。該研究也透過問卷了解人文、藝術、商管、工程、科學不同背
景學生對於課程的感受，結果指出人文與藝術學生對社會受科技的影響特別感興趣，而另外三個領域
的學生則完全不感興趣。人文類學生對程式設計的喜好度最低，其次是商管類學生。
Cortina (2007) 將課程重心放在運算思維，希望破除一般人認為資訊科學只有寫程式一件事的誤
解。他的課程中包含資料結構（如堆疊 (stack)與樹 (tree)）、演算法 (分而治之 (divide and conquer)、
貪 心 法 (greedy) 與 動 態規畫 (dynamic programming)) 、計算 理論 （演算法效率 與 圖靈 機 (Turing
machine)）
，個人以為是非常具有企圖心的課程安排。他以 Raptor 取代一般的程式語言，Raptor 能以拖
拉方式輕鬆表達演算法三大概念 – 循序、選擇和重覆（類似大家熟悉的 Scratch 與 Blockly 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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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線上開放式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近年相當盛行，知名的開放式課程
平台包含史丹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為班底的 coursera 以及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等為班底的 edX 等
等。在網路和行動載具普及的前提下，開放式課程可在任何時刻、任何地點提供客製化的便利學習體
驗，然而這些課程是否能滿足非資訊科系學生對於資訊科學的學習需求呢？Baldwin (2015) 研究這類
的線上資源對於非資訊科系學生學習程式設計的影響，他的研究對象中有六成是數學系學生，一成五
是物理系學生，其它也包含社會科學與經濟背景的學生。有一半學生是大三，其它則是大二與大四各
約四分之一。該課程教授的是 Matlab 語言。Baldwin 指出雖然網路上存在許多教學影片，但對於較深
入的主題他仍需自行錄製影片；此外，他也必須花費心力從為數眾多的影片中挑選出品質夠好的影片。
在期末的匿名意見調查中，多數學生反應他的翻轉教學機制「課後觀看影片、課中進行程式演練」
是困難而且不愉快的。此項結果顯示線上資源仍有其不足，我們確實有需要專門為非資訊科系學生研
發合適的課程教材、教具與教法。
教學方法與評量
成對程式設計 (Pair Programming, PP) 是程式設計教學的一項常見的教學法，Bevan 等人 (2002)
發現實施成對程式設計有兩大挑戰：需要教師督導以及尋求合適伙伴。當學生不在教室內，他們很難
遵循成對程式設計的要求，常見的錯誤作法是兩人各自完成部份工作再整合。傳統的「小老師/小學徒」
概念 – 即將學習成就高和學習成就低的同學配對在一起，則經常導致小老師完成所有工作，然而小學
徒未能習得課程內容的狀況。依 Bevan 等人 (2002) 所提出的指導原則，實施成對程式設計的教學策略
需完成兩項準備：難度適合且得以在課堂時間完成的任務習題以及良好的配對方式。Braught 等人 (2008,
2011) 匯整多項研究結果，顯示成對程式設計相對於傳統上學生獨立完成程式碼，確實有助於提升學
生的學習成就與能力，尤其對於非資訊科系學生、學習弱勢學生和女性更有幫助；此外，修習運用成
對程式設計的課程的學生，也比修習傳統模式課程的學生有更高的意願選擇主修資訊或繼續修習資訊
相關課程。Braught 等人 (2011) 研究發現將能力相近的學生配對在一起可以促進共同學習成長的動
力。O’Donnell 等人 (2015) 的實驗結果也同樣指出對於學習成效較弱（期中考成績為 C 等第以下）的
學生而言，成對程式設計可以有效提高出席率，而對學習成效較強的學生則無差異；在學習成效也是
相似的結果。意見調查結果指出九成學生認為成對程式設計有助於了解課程內容，八成學生認為有助
於程式除錯；此外，學生也認為對於越高層次的學習越有幫助。
Lee (2013) 的研究以 Guzdial 的多媒體運算導論為教材，以 MATLAB 撰寫程式，採用同儕教學
(Peer Instruction, PI) 的方式來講授。同儕教學有五大步驟：(1) 學生預先閱讀教材，(2) 教師提出問題，
(3) 學生獨立作答，(4) 小群體討論與作答，(5) 全班討論。課堂上使用即時反饋點擊器 (clicker)，每
位學生可匿名作答。每週均有課堂實驗作業和回家作業，以成對程式設計方式進行，有時隨機配對，
有時自由配對。同儕教學強調學生的主動投入，誠如該研究提及的學生回饋，
「我覺得我是個主動的參
與者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者。」兩學期的課程問卷中，都有超過八成的同學表示會推薦同儕教學法給其
它科目的老師。
Tom (2015) 提出一個教學框架，包含一貫性 (consistency)、合作 (collaboration)、認知 (cognition)、
觀念 (conception) 和創新 (creativity) 五大元素。其實踐方式將每次課程分成數個互動單元，每個單元
依序進行「觀念講解」、「小組討論」、「師生問答」、「合作解題」和「成果展示」五個階段。他在一門
基礎課程進行實驗，修課學生人數 105 人，其中有六成學生來自資訊和工程科學，四成來自藝術和商
業科系。成績評量方式為兩個作業和期末考，作業和考試各佔一半分數，不到五十分者視為不及格。
期末時對所有修課學生實施問卷調查，並抽樣十位學生進行二十至三十分鐘的訪談。問卷包含三個問
題，結果顯示大多數學生在學習時感到害怕和焦慮，所有學生樂意考慮軟體或網路相關之職涯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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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八成學生認為「小組討論」有助深入了解課程內容並減少負面情緒。該研究的教學法實施了三年，
學生的不及格率從 14% 降低到 9% 再降到 0%，可見其成效。
Honig (2013) 針對大學部學生進行教學研究，其課程主題為 Visu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該課程
無設定先修課程並以 App Inventor 作為教學語言。該研究提出基於 Bloom’s 分類的五點量表，將學習
目標和成效對應到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與創造六個層次。例如評鑑層次要求「具備對軟體
和實作方式提出評價以及發現其限制的能力」
，其中第二等級代表「能察覺軟體問題但未能使用正確用
語加以描述」而第三等級則代表「能向它人描述軟體的限制和問題」
。在填覆等級時，學生還需給予示
例，以確認其了解等級的意涵。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八成的學生對各層次都給予三級分以上的分數，該
研究也據以認定其課程具有成效。

四、

研究方法

本計畫預定時程為三年，第一年期的工作項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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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分述課程定位與目標、內容大綱與評量、教材與教學理念與教材示例。
課程定位與目標
Chilana 等人 (2015) 指出目前非資訊科系學生修習的資訊科學課程大致有三種實施方式，第一種
是教授主流程式語言（如 C++、Java、Python 語言等）但將內容簡化，第二種是使用容易上手的視覺
化程式語言（如 Scratch 與 App Inventor），第三種是將程式設計融入各領域實務中。本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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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服務性課程，也就是並非為特定背景/科系量身訂作應用資訊工具的課
程，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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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本課程也不是單純的程式設計教學，課程中融入資料分析案例，讓修課學生能體驗程式設計之實用魅
力。
Varol (2016) 的研究指出混合式（即不同科系與不同年級學生共同上課）教學環境中，背景不同的
學生的學習成效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Chen 與 Liu (2014) 的研究也指出非資訊科系的學生會因為基本
資訊能力程度不一致以及對資訊用語不熟悉而遭遇學習困難。在本整合型計畫中，學生預期會先修習
子計畫一之課程「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再修習子計畫二或子計畫三的課程，如此一來有助於提高修
習本課程學生的背景知識之一致性。本課程不限制資訊科系學生修習，原因有三：首先，本課程之內
容、目標、施行方式與時數和資訊系的相關專門科目如程式設計與資料探勘課程有相當差異；第二，
本課程期望提供大量的跨域合作機會，這是一般資訊專業課程較少提供的；第三，資訊系學生對於程
式設計和演算法較嫻熟，可能有助於非資訊系學生的學習，反之，非資訊系學生在各領域的專業知識
也有助於資訊系學生在專題進行時有更全面的思考。
在訂定課程目標初期，由於計畫主持人本身為資訊背景且在資工系教授程式設計多年，因此過於
從資訊專業的角度來訂定（這也就是 Guzdial (2015) 提到的本位主義）
。在計畫執行期間，有幸得就教
許多在不同大專院校、不同專業領域的老師，綜合在其它領域任教的老師們的意見和自身開課觀察學
生的學習狀況來調整課程目標，調整前後的課程目標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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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課程目標之訂定與調整
未調整前的課程目標

調整後的課程目標



理解問題與描述解決流程的能力









撰寫程式解決問題的能力
測試與驗證程式正確性以及除錯的能力
運用第三方程式套件的能力
規畫中型規模程式架構的能力
使用正確術語和它人溝通程式架構與細節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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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程式（可讀性、擴充性、計算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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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它人共同開發軟體的能力

內容大綱與評量
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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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包含兩次的專題簡報（一次個人、一個團體）。課程評量方式力求多元，包含作業
(30%)、專題 (個人 25%，團體 15%) 、一次考試 (20%) 和課堂參與度 (10%)。
表三：「資料科學與程式設計」課程大綱(107-1 學期)
週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專題名稱
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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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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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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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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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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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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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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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考試（上機測驗）
考試檢討/
本節課分為兩部份，首先檢討期中考試之內容，
專題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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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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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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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車竊案 (II)
講述變數的可見範圍以及參數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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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內容
運用 Excel 中的
函式、過濾、排
序功能。
資料型態、輸入
輸出、算術運
算、
選擇控制，關係
運算，邏輯運算
重覆控制，列表

資料科學內容
資料搜集、統
計、過濾、排序
資料搜集、儲存

分類
資料搜集、儲存

重覆控制、列表 統計
重覆控制、列表 統計、排序
重覆控制、列表 資料前處理、模
式辨識
前 半 學 期 講 授 綜合演練
之內容
多維度列表

綜合演練

函式

指定條件計數

函式

分群計數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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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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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專題展示
有效率的資料結 運用字典資料結構解決常見的資料配對、查詢和
構
計數問題。
團體專題展示

函式

分群統計與排
序
函式、第三方套 資料視覺化
件
字典

查詢、計數

教材與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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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effica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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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領域的資料科學應用作為
專題來引導學生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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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本課程如何因應非資訊背景學生對於學習程式設計的負面印象
負面印象

因應措施
相較於多數程式設計課程的第一堂課就開始講授程式設計，本課程第一堂課讓學生實

無用：不知道為什麼
要學程式設計

際操作與分析該班學生的背景問卷資料，並讓學生思考本學期的專題主題，增強學習
動機。課程中使用連貫式的專題案例，從小型資料開始處理，並且在每一段落整理回
顧學生已習得的能力。講授程式內容時，以範例和實作來說明學習該項知識的必要性
和優點，不會淪為語法背誦，而是有明確目標，為了達成目標而學習。
本課程選擇 Python 程式語言，Python 在一般人的評價中屬於易學、易上手的語言
(Fangohr 2004)；此外 Python 也是目前資料科學領域的主流語言之一，並且在眾多領域

太難：挫折感高、成 擁有極為豐富的第三方函式庫支援，學生可以用簡短的程式碼達成目標。研究指出大
就感低

量、快速回饋且難度適中的習題對於學習程式有幫助，本課程在課堂講授之間，會穿
插 Snakify 系統1的練習。授課教師會從系統中挑選符合當前內容的題目，讓學生立即
演練，多數同學都能經由練習跟上甚至超前進度。
跨域學習是現今教育趨勢，將資工系學生排除在課程外是一種消極的解決方法。教師

壓力大：不喜歡和資 應引導不同背景與屬性的學生溝通與合作，本課程使用 Python Tutor 系統2的線上同步
工系學生一起修課

撰碼功能，讓有經驗的學生協助新手學生解決程式問題。該系統採匿名制，因此學生
們在使用上會更無心理負擔。

沒創造力

1
2

程式設計是一門講求精確和效率的學問，因此，以撰寫正確程式為目標的學習過程中，
學生會覺得沒有發揮創造力的機會。本課程是以資料分析作為程式應用，在運算上同

https://snakify.org/
http://www.pythontu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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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要求正確性，但對於分析主題、內容與解讀，則給予學生很大的彈性與空間；學生
可藉由個人專題與團體專題呈現其結合程式設計與創意的成果。此外，在平常課程中，
授課教師也會提供小型、開放式的題目讓學生練習。
社會隔離：寫程式的
人都很宅

前述 Python Tutor 可促成學生互動，團隊專題可促成合作共創，都可消除社會隔離的
誤解。此外，授課教師也會讓學生搜集與分享使用程式設計/資料科學對社會有益的專
案。

教材示例
本年度的重點工作為研發「基於資料科學之運算思維導向程式設計教學」教材，教材內容以資料
分析為程式之主要應用，需考量如何培養運算思維，並以適合非資訊科系大學生之難易度呈現。以下
為教材示例和教學理念說明。

教材投影片

表五：教材投影片與教學理念示例
教學理念
【重視實驗精神】
1. 絕 大 多 數 程 式 設 計 教材 不 會 談 及 程 式 的 測
試，然而，這卻是許多學習程式者甚至程式設
計員欠缺的能力。本段課程要求學生提出其測
試案例，從過程中學習測試的方式與重要性。
2. 以簡單的案例帶出程式需依資料內容區別不
同的計算/處理方式，讓學生感受到流程控制的
需求，再介紹程式可以如何處理。學生學習 if
句型後，可立即讓程式避免發生錯誤，得到快
速的正向回饋。
【理解而非死背】
1. 一般教材對於選擇控制的講授，大致包含「記
憶」
、
「理解」與「應用」的層次。學習者可以
記下 if 句型的規定，理解一段 if 敘述的執
行流程，乃至於到應用 if 敘述描述一個流程
圖。
2. 本段課程希望再往上達到「分析」的層次，引
導學生觀察與探究一個含有 if 敘述的程式有
多少種執行的可能性。唯有能正確分析程式流
程與執行可能性者，方能進行完整的程式測
試，撰寫出正確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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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自我成效認知】
1. 文獻中提及了解學生對課程認知的重要性，本
課程在上課前已對學生進行問卷，了解學生希
望在學習本課程後能使用程式進行何種資料
分析應用。
2. 文獻中不斷強調教材內容需要讓學生覺得「相
關」及「有用」，本段課程列出學生的期望，
並讓學生知曉目前所學已能協助他們達成目
標，藉此提升自我成效與學習動機。
【寬牆 – 多種完成目標的可能性】
1. 分類是資料分析中的重要概念，選擇控制是程
式開發的基本構件。在一般教材中，鮮少連結
此二要素。
2. 本段課程以分類的角度來解決經典的判斷閏
年問題，引領學生思考各種不同的分類流程，
並撰寫出對應的 if 敘述和巢狀結構。

【主動思考而非被動模仿】
1. 程式初學者經常遇到的困難是「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他們會跟隨教師完成程式，但因
缺乏主動思考與規畫的練習，無法獨立完成程
式。（常見的表現是能完成課堂練習，但無法
完成回家作業或考試。）
2. 本段課程先給予一個具備基本功能的程式，要
求學習者思考如何修改程式以達到指定的新
功能。學習者需思考程式目標，再思考如何以
程式語言描述之。如此解構程式，也有助於降
低撰寫程式的難度。
【即時回饋，創造成功體驗】
1. 初學者在學習過程中，可能只知道自己學了哪
些程式語法，但不確知這些語法能完成哪些工
作，久而久之，便會感到疲勞與迷惑。
2. 本教材會時時提醒與統整學習內容，連結資料
分析能力與程式具體作法，讓學習者明白自己
的能力正在逐步提升，即時獲得正向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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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課程實施與數據分析

學生背景
為評估本年度計畫研發教材之適切性，計畫主持人於 107-1 學期開設全校性通識課程「資料科學
與程式設計」，在第二週加退選時間結束後，修課人數為 63 人，男性 43 人，女性 20 人。所有學生均
為大學部學生，大一到大四人數分別為 8、22、18 和 15 人。大一人數較少，推測主因是 107-1 學期的
選課時間是八月份，該時間大一新生尚未入學。本校預留部份名額至開學加退選週，此時大一新生同
學才加選本課程。另一個可能原因是本整合型計畫子計畫一亦同時開設了更適合初學者的「運算思維
與程式設計」課程，大一新生或許會先從該課程開始修習。
修課的 63 人中，理學院學生 36 人（含資工系 25 人）為最大宗，科技學院 12 人，文學院 5 人，
藝術學院 3 人，教育學院 3 人，管理學院 2 人，音樂學院和國際社會學院各 1 人。共有 17 位學生曾經
修習過子計畫一在本校開設的課程，分別來自理學院 9 人，科技學院 5 人，教育、文學和音樂學院各
1 人。對於修課學生進行期初問卷調查，包含選修原因（複選）、修習本課程心情（複選）、曾經學習
過的語言（複選）
、過去學習程式設計的成績（單選）
、以及平日談論程式設計的熱度（單選）
，統計結
果如下圖。

圖一：期初問卷調查統計圖（學生背景）
從選修原因和修課心情來看，半數以上學生是基於興趣、重要性和實用性來選修本課程，而且也
抱持期待的心情。就曾學習的程式語言來看，C/C++ 最多（因班上有不少資工系學生）
，其次是 Scratch
（15 位）
，和 Python（12 位）
。有 8 位學生選擇「其它」
，根據學生背景（絕大多數來自非理工學院）、
對程式設計的談論熱度（絕大多數是「鮮少談論」）和基礎測驗分數（絕大多數是 0 分），推測這些學
生應該是未曾學習過程式設計，往後問卷中應新增「皆未修習過」的選項。以過去成績和談論熱度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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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圖表，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 成績越好的學生越會在日常生活中和它人談論到程式設計，推測成
績高低會影響學生對這門課程的投入意願，這也是授課時需要留心和運用之處。問卷也調查了學生自
認在課堂外會花費多少時間在這門課程上，大多數學生都認為會花費 2-3 小時（三個選項：1 小時以內、
2-3 小時、4-5 小時）
。對於這門課預期的總成績，大多數學生預估為 80-90 分（四個選項：60-69、70-79、
80-89、90-100），這反應出學生對於通識課程的成績有一定期待，也提醒授課教師留意評量方式。
第一天上課進行基礎程式能力測驗，以便確認學生的背景能力是否適合修習本課程。教師根據測
驗分數建議分數特別低的學生修習更為基礎的「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而分數特別高的學生則可修習
資工系或其它科系開設的程式設計專門課程。第一天出席的同學中有 11 位同學後來沒有繼續修習本課
程。基礎程式能力測驗的前兩題題目如下，第一題答錯的同學共 28 位，第二題答錯的同學共 38 位，
顯示修習本課程的同學多數在修習本課程前不具備文字式程式能力。
請問以下 Python 程式的輸出為何？
a = 10
b = 10
a = a+b
print(a+b)

請問以下 Python 程式中，若 a 的值為 [0, 1,
2, ..., 9] 中的值，請問有幾個值會讓程式輸出 B？
if a > 3:
print('A')
elif a > 8:
print('B')
else:
print('C')

期中考試與期中回饋意見
依照課程大綱與進度，於學期第九週舉行期中上機考試，並於第八週開放期中問卷填答。上機考
試時間 110 分鐘，共有四道試題，試卷滿分 120 分。表六為考題敘述、各小題配分和答對率。
表六：教材投影片與教學理念示例
考題簡述

配分

答對率

5

90%

5

85%

最大值

5

90%

最大值索引值

5

70%

中位數

10

70%

眾數

10

50%

正數

10

98%

被 1111 整除的正奇數

10

85%

質數

10

60%

奇位數和偶位數和相同的數

10

60%

3-1 於一行輸入若干個整數值，請問該序列中數值連續上升的次數最多幾次？

10

50%

3-2 承上，請輸出比前後鄰近三個數值都大的數。

10

40%

4 請撰寫一個程式，於一行讀入空污資料（至少 1 組，不超過 10 組）
，每組包含
四個資料項目：地方名稱、x 座標、y 座標和空污指數。對每個地方，方圓 10
公里內的空污指數會累計。請輸出空污最輕的地方。

20

30%

1 於一行輸入若干個整數值，只採計介於 0 到 資料個數
100 的數值，請求出 ……
平均值

2 於一行輸入若干個整數值，請輸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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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表六數據，七成以上學生經過九週的學習後，已能撰寫文字式程式處理基礎統計，例如第一
題計算平均值、極值和中位數。平均值和極值的計算較簡單，可直接使用內建函式完成；中位數的計
算稍微複雜，需排序並判斷資料個數的奇偶性來求得正確答案。眾數的答對率僅有一半，非資工系的
同學幾乎都無法答對。主要原因應該是本題需使用列表（陣列）儲存每個數值出現的次數3，但課堂上
的教學都是以列表儲存「直接」資料（如本題之輸入數值）
，沒有以列表儲存「間接」資料（如本題中
數值之出現次數）的經驗，未來應增加這樣子的教學範例。
第二題中八成五以上的學生已能撰寫迴圈搭配選擇控制來進行資料篩選，取出資料中的正數和被
1111 整除的正奇數。但若篩選的邏輯稍加繁複，例如篩選質數時需計算因數個數，則學生的答對率便
下降至六成。第三、第四題由於是試卷後兩題，嘗試撰寫程式的學生人數比較少。第三題的第一小題
結合了兩階段（判斷上升和更新最大值）的選擇控制，程式碼形成巢狀控制。由此小題的五成答對率
可知增加控制的層數確實會提升撰寫程式的困難度。
期中問卷填答人數共 58 人，關於課程進度與難度，大約 6 至 7 成的學生覺得適中；由於難度和進
度的圖表結果相似，因此在圖二中省略。和學期第一週相比，僅 1 位學生認為自己的程式能力沒有進
步；該同學曾經修習本子計畫主持人於資工系開設之程式設計課程，於本課程期中考成績為 113 分，
本課程對該同學確實太過簡單。絕大多數學生都可獨立完成大部份 Snakify 平台上的題目。若將作答狀
況分為四個等級（圖二 d），每個等級都有 10 位以上的學生，表示學生的語法熟悉度和測試程式的經
驗仍有蠻大的差異。

(a)

(b)

(c)

(d)
圖二：期中問卷調查統計圖

3

本題並非唯一解法，例如可利用排序後的序列來求眾數，但此邏輯對於初學者會顯得更複雜，因此此處教給學生的方法
是計算每個數值出現的次數，再找出最大出現次數對應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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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學生的平均成績為 82 分，非資工系學生則為 50 分。不計資工系學生，有填寫期初問卷的
學生中，11 位修習過子計畫一「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的學生平均分數 59，而另 19 位沒修過的學生
平均分數 44；若扣掉期中考 90 分以上的學生（可能在修習課程前已具備優秀的程式基礎），8 位修過
子計畫一課程的學生平均分數 46 分，另 18 位沒修過的學生平均 40 分。由上述統計，修習子計畫一的
視覺化程式設計課程後再修習本子計畫的文字式程式設計課程應可提高學習成效。
專題創作與回饋意見
文獻中經常提及非資訊背景學生認為一般的程式設計課程與其專業無關而且無法發揮創造力，因
此，本課程安排個人與團體的專題創作與展示：個人專題展現專業能力和創造力；團體版則更加強合
作和跨域學習。在展示過後，全班共同票選最佳專題（共 32 人填答，每人五票），表七為前十高票的
個人專題名稱。表七名稱可看出修課學生將課堂所學應用在非常廣泛的主題上，涵蓋經濟、健康、旅
遊、交通、民生、治安、體育等等。獲選的 14 位同學來自七個不同科系，且僅有 4 位來自資工系，顯
示非資訊背景同學在修習本課程後，已能善用程式製作吸引人的專題。
表七：全班票選前十名之個人專題名稱
[01]
[02]
[03]
[03]
[05]

[09]
[09]
[09]
[09]
[09]

蘑菇分類
全國 4 大超商資料分析
全台各縣市之用電量分析
全國癌症死亡人數分析
來臺旅客按年齡及來臺目的交叉分析

[06] 各語言之字母頻率
[06] 2017 年台北捷運統計分析
[06] 肯德基優惠券 CP 值比較

新北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YouBike)
10707 到 09 外國人犯罪公開資料
癌症死因及年齡層分析
中信兄弟年度打擊排行榜
我國出國觀光年齡分布與各國家旅遊次數

統計
[09] 臺北市公共用水平台各水栓用水量統計表

問卷中除了票選最佳專題外，也詢問票選時考量的因素。圖三顯示專題主題是學生投票時最關鍵
的因素，居次的是作者的熱情與投入、簡報美觀度與完整性以及作品的創意與樂趣。在非以技術專業
為主的通識課程中，學生們確實最不考慮作品的技術性，因此非資訊背景學生不必擔心自己初學程式
設計，可以放心結合己身專業與興趣，發揮創意，同樣可以獲得同儕肯定。圖四顯示學生於專題展示
的收穫，有八成以上的學生認為於「交流過程中學習到資料分析的觀點與方式」
，凸顯在純粹程式設計
教學之外，專題展示與互動可以有效地培養高層次與一般性的資料分析能力。

圖三：票選最佳專題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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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專題展示的收穫
期末與回饋意見
課程最後一週起實施本課程自製期末問卷，共有 36 人填答。圖五顯示有約五成學生自認投入在本
計畫之課程比其它課程要多，僅一成自認投入較少，代表本課程之設計應可維持學生的高學習動機。
圖六顯示修習本課程後，有八成以上學生自認「培養撰寫程式處理資料的能力」以及「更了解程式設
計在未來生活中的實用價值」，代表本課程已達到培養程式能力以及讓學生正面認識程式的目標。然
而，在其它方面，例如減少對撰寫程式的陌生與恐懼，僅有一半的學生認同，代表未來仍有可改進的
空間。
除了本課程自製問卷，同時校方亦有實施課程意見調查問卷，共有 49 人填答。課程級分為 4.7 級
分（滿分 5 級分）
，全校課程 PR 值 85，同屬性課程中 PR 值 94。表示本課程設計應已滿足多數學生預
期。

圖五：對本計畫課程之投入程度

圖六：修習本計畫課程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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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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程式設計教材雖為數眾多，
但多半仍採傳統式主題與組織方式，以語言內容為導向，鮮少引導學生思考和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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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期以發展「基於資料科學之運
算思維導向程式設計教學」的教材教法為主要工作項目。透過搜集相關文獻，了解非資料科學大學生
對於學習程式設計的認知和觀感，借鏡文獻中提及的設計理念，在教材與課程設計中回應學生的需求。
本年度已完成十八週、兩學分的通識型教材，並已試行一學期。在試行過程中，我們獲取學生的修習
動機和對課程的認知，並經由多元評量觀察理解學生的學習能力。根據所搜集到的學生意見回饋和學
習成就，本年度研發之教材與教法能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與實踐能力、促進跨域合作和專題創作，並有
效提升學生對於程式設計的認知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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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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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1 日

計畫編號

MOST106－2511－S－003－032－

計畫名稱

非資訊科系大學生的運算思維學習與實踐－子計畫三：基於資料科學之運算思
維導向程式設計教學

出國人員
姓名

蔣宗哲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會議時間

2018 年 10 月 19 日
至
2018 年 10 月 21 日

會議地點

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系
香港嶺南大學

(中文) IAFOR 高等教育研究會議
會議名稱
(英文) The IAFOR Conference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中文) 非資訊科系大學生之程式設計研究回顧
發表題目
(英文) Computer Programming for Non-Majors: A Review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參加的 The IAFOR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HER) 是由國際學術組織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IAFOR) 主辦，香港嶺南大學協辦。香港捷運（港鐵）便利，嶺南大
學位處兆康站旁。本次大會會期三天，第一天安排的特別講題以創新、國際化和創業力為主軸。
第二、三天共有 57 篇口頭發表，敝人在第三天早上口頭發表。

二、 與會心得
由於個人行程關係，本次只能參加第三天上午的議程，聆聽到一個場次，內容關於「創新、創
業和就業」
，包含來自阿曼的學者論及性別對就業的影響，來自北京清華大學的學者論及企業家的
特質，以及來自日本的學者論及日本教育結構的歷史變遷。敝人發表的場次，除了敝人外，國內
另有交通大學鄭琨鴻老師發表虛擬實境於教學之研究以及崑山科大王美金老師發表雷射感測辨識
系統。
此為敝人第一次參加高等教育相關之學術會議，意外也很榮幸被授予場次主持人的任務，並結
識兩位同樣來自臺灣的學者，彼此交流與分享研究心得。此會議雖然規模不大，但感覺主辦單位
十分用心，與會學者對於己身研究都很有熱情，大會負責人全程參與並在最後給予新進研究者鼓
勵。是一次很溫暖且有激勵效果的會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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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ds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emergent ability to develop. Computer programming is believed to be one part of th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bilities, and it starts to be included in K-12 and university-level curriculum in
many countries recently. In the universities, computer programming is taught in introductory courses and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for non-Computer-Science major (NCS) students. This creates the opportunities but
also challenges for CS faculty to design courses, teach, and evaluate NCS students. It is important for CS
faculty to know how NCS students feel about programming, what they want/need, and how to teach them.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recent studies on computer programming education for NCS students. We summarize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the role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 opinions on why and
why not computer programming should be taught to NCS students, (2) perception and learning factors – how
NCS students look at programming and what factors may affect the learning results, (3) course design and
experience report – what topics are included and whether the courses are successful, (4) pedagogy and
teaching tools – how programming is taught, (5) evaluation and metrics – how the courses, pedagogy, and
tools are assessed, and (6) adopted languages – which programming languages are used in the courses. This
review would help researchers to know the state of the arts and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instructors who
are going to teach programming to NCS students.

四、建議：無特別建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會議議程手冊
六、其他

圖一：敝人於會場口頭報告
2

圖二：交大鄭琨鴻老師、崑山科大王美金老師與敝人在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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