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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翻轉教室與同儕共學對工程數學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評估 

一. 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大學教師是所有學制中唯一未曾受過教學方法訓練的族群，因此其授課方式往往師

承其過往的經驗，亦即以往老師如何教我們，我們一樣教學生，因此教師對於教學

設計與教授方式並沒有太多的想像，依然是以教師為本位的授課模式，講授方法則

是以教師課堂講授為主，即使有 e 化講桌的配備加上投影片，其本質和以往的黑板

粉筆教學並無二致。這種教學方式的特點是教師和學生面對面上課，產生直接互動，

對於絕大多數課程，此種上課模式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然近年來，由於少子化造

成學生來源多元，加上年輕世代習慣影像勝於文字閱讀，導致學習成效差異日益加

大，學生成績有 M 型化趨勢，以 106 學年為例，工數總成績 40 分以下人數佔全體

學生 28.7%(參閱下圖)。因此如何提升整體學生學習成效，成為面臨的首要問題之一。

此外，許多學生在課堂上由於程度關係，對於上課內容吸收困難，形成參與感低，

經常在上課時放空，因此如何藉由教學方式改變，增進個別學生得學習成效成為想

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無論是個別或整體學生的學習成效提升，建立學生的問題意

識與提升學習動機是當務之急。此外，改變教學策略，將老師為課堂單一主體的授

課模式翻轉為以學生為主體的互動教學模式，以學生為學習本位的授課模式很多，

翻轉教室主張翻轉老師學生角色、翻轉學習時間與空間(葉丙成，2015)，近年來已成

為學生主動學習的一種模式。這些問題的解答可以提供作為導入以學生為本位教學

模式的基礎，了解翻轉教室的各項元素如何影響學生學習成效是本計畫想解決的第

三個問題。這些問題將透過教材精進及上課模式改善，並透過多元評量機制所獲得

學生多元學習成效，回饋檢討這些教學策略的有效性。本計劃將課程錄製與翻轉實

施分開處理，課程上先將教材數位化及錄製，在實施方面則將數位教材應用於課前

預習與課後複習。這種數位教材與傳統教學並行的方式以漸進式翻轉教室稱之，目

的在於培養學生養成事先預習的學習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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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本研究面向有以學生為本位教學思維、翻轉教學及同儕共學，其相關文獻分為如下: 

以學生為本位文獻 

國內學生在上大學以前，其學習目標都是以追求分數或升學為目標，很少是為自我

興趣或知識本身學習，這種被動學習態度反映在課堂行為就是遲到、上課前不曾準

備及上課沒有參與感，以往的大學學習模式是以教師為知識傳授主體，不僅教師掌

握知識的詮釋權利，更因為具備分數掌握及通過與否權力，學生是否真正獲得學習

往往不是教師的首要考量，因此課程是否達到預定的授課目標往往很難檢驗。然而

這種以教師為本位的單向知識傳授方式，隨著教育思維革新及科技發展已逐漸改變，

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思維逐漸興起。 

西方歷史上一直有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模式，古希臘蘇格拉底的對話式教導，讓學

生彼此針對真實人生提出問題發表意見，並提出這些問題的解答即是最佳佐證(Berg, 

1995)，在蘇格拉底的唯心論(idealism)，知識跟真理存在於人心，知識本身無法創造，

學習者的角色是發掘(discover)而非創造(create)知識與真理，因此教師的角色像產婆，

學生透過辯論與詢問彼此所知與不知的過程，掌握知識與真理。這種教學過程，教

師角色是透過觀察與引導讓學生發掘知識(Ebert & Culyer, 2007)。 

20 世紀初，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理念主張學習應該用學生主動尋找真實生活的答案

方式(Eisner & Freeman, 2013)，這些理念均指出學習者不應該只是被動的知識吸收者，

而是具有發現與創造知識的功能。知識取得不應該由教師主導，而應是透過學生揭

露與發展呈現。因此在以學生為本位的學習模式中，教師可以透過組織、引導及協

助學生發掘知識，這種讓知識學習主動性從老師轉移到學生，可以讓學生成為知識

追求負責人，此種意識建立本身對於學習者即具有啟蒙意義。 

培養學生對知識主動負責的精神可以透過教學方式的改變來達成。國內學生從小到

大習慣的教學模式是科目有課本、教學進度，課後有練習與作業，最後是考試的檢

驗。這種類似生產線的教學方法最大的優點是效率與公平，因為所有學生接受同樣

的教材及測驗題目非常公平，但缺點是學生缺乏對知識追求熱情及主動性。這種缺

乏對知識追求熱情的問題，在目前已日趨嚴重。 

翻轉教室文獻 

翻轉教室作為教學模式的改變，其目的在於翻轉教師與學生角色(葉丙成, 

2015)，這種讓學生重拾追求知識的主導權，成為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模式是翻轉教

室的主要貢獻。翻轉教室最早是 Bergmann and Sams 在 2007 高中化學課，為了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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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學生因參加比賽缺課，將課程錄製供學生事後學習，他們觀察到這樣的授課方式

不僅強化老師跟學生之間的互動，也深化學生同儕之間交流(Bergmann and Sams, 

2012)。2012 及 2013 年數位學習迅速發展，大量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s)出現，不僅兼顧規模(修課人數)與個人及客製化教學(吳怡靜，2013)，之後

美國的可汗學院、Coursera、Udacity、edX 及台灣的「均一教育平台」(公益平台文

化基金會，2014)提供各類的課程。這些平台的蓬勃發展，說明目前的在校學習者其

實非常習慣線上自我學習模式。 

高等教育應用翻轉教室於不同科目有生物學 ((Porcaro, Jackson, McLaughlin, & 

O’Malley, 2016)、商學(Burford & Chan, 2017)、電腦科學(Giannakos, Krogstie, & Aal-

berg, 2016)、工程(Lucke, Dunn, & Christie, 2017; Yusong & Daher, 2017)、統計和量化

分析(Phillips & Phillips, 2016; Swart & Wuensch, 2016)。從這些案例可以得知，翻轉

教室教學模式是可以應於在各種類型的高等教育課程。 

然而許多研究指出翻轉教室相較於傳統教學並無顯著成效(Boevé et al., 2017; Chen, 

Wang, & Chen, 2014; Clark, 2015; El-Banna, Whitlow & McNelis, 2017; Çakıroğlu & 

Öztürk,2017)。從這些研究可以得知，翻轉教室成功與否影響的因素很多。台灣關於

翻轉教室的研究，這幾年呈現大量成長，以翻轉教室搜尋，有 147 筆資料，其中大

多數研究屬於國高中、國小的單科翻轉教育實施研究。關於高等教育翻轉教室研究，

王介德(2017)研究結果顯示，在台灣實施的翻轉教室大都能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以

及課堂表現，而翻轉教室實施共同的困難點在於對教師能力的考驗以及需要時間經

營。此研究呼應實施翻轉教室教學需要一段時間讓同學適應與調適。賴秋琳(2016)研

究顯示結合自律機制之翻轉教室學習模式能顯著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自我效能以

及自律能力表現。賴博士研究說明學習者的自律行為可以提升翻轉學習的成效。洪

子傑(2015)探討影響翻轉課堂學習成效因素，發現在翻轉課堂中學習動機、互動與自

我效能對於學習成效有顯著影響。此研究說明學習動機的促發、同儕互動有助於提

升學習成效。呂明英(2017) 利用後設分析統合 2012 年至 2017 年的 33 篇國內外期

刊及碩博士論文的研究數據，對先前所累積的翻轉教室研究進行後設分析，得到以

下結論翻轉教室的學習成績及學習動機均屬於中等偏低效果，高中翻轉教室的運用

比其他教育階段更佳，數學的學習效果是所有學科領域中最高。此研究說明翻轉教

室對不同學制、學科其效果不盡相同。研究指出(謝綺莉，2018)學生經常面臨翻轉教

室學習的困難為 1.沒有足夠預習時間。2.缺乏閱讀理解能力。3.課堂上不敢發言提問。

因此數位教材本身並不能解決學生預習時的學習落差問題。在如何進行翻轉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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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學者針對某些固定因素例如遊戲化翻轉教室，探討有遊戲化與無遊戲化的

翻轉教室其學習成效的差異(Zainuddin 2018)。這些探討翻轉教室成效的研究有利於

了解翻轉教室成功或失敗的原因。 

同儕共學文獻 

同儕共學是翻轉教室非常重要的學習元素，為有效消除學習 M 型化分布及教學助理

人力不足的現況，因此將實施同儕共學模式。相較於教師授課的學習模式，同儕共

學具有即時與便利的優點，也因為同儕曾面臨類似的問題，當學習遇到困難首先想

到解決的同儕而不是老師(Boud, 2001)。同儕共學並非單一無區別模式，Ulster 大學

羅列 10 種同儕學習模式(Griffiths, Houston & Lazenbatt, 1995)，從高年級教低年級學

生到修同一門同學形成同儕共學圈，其他像討論會、讀書團體、同好會、同儕互評、

諮詢、分組專題、實驗分組、專案分組、工作諮詢及社區活動(Griffiths, Houston & 

Lazenbatt 1995)。學生在講解問題中獲益良多，此外也在活動過程從同儕身上學習。

在同儕共學過程可以學習組織與規劃學習活動，更透過互動了解自身學習的盲點。

以學習成效觀點，同儕共學讓學習者具備教授者角色提升學習成效。若以能力培養

觀點，課程要培養給學生不單單只限於專業知識，還要培養終身可用技巧(Assiter, 

1995)及核心能力(Stephenson & Yorke, 1998)。這種終身學習的態度是所有課程要培

養學生具備的能力。Candy, Crebert and O’Leary (1994)指出同儕學習與自我引導學習

是大學部課程五種可以培養終身學習教學法的第一種。 

從研究文獻可以發現，採用同儕共學最多的學門是護士學門，無論是 Crawford & 

Cannon (2018)、Stenberg & Carlson (2015)。其中 Nelwati, Abdullah and Chan (2018)的

論文從 997 篇挑出 6 篇進行量化研究，得到同儕學習有助於大學護理學生個人發展

及專業發展，透過同儕學習可以增進自信、通通能力、情緒支持及增進社會化，這

些特質對於護理教育的專業養成幫助很大。而大學時期這些經驗有助於日後專業的

團隊合作、領導力、認知功能及關愛能力(Nelwati, Abdullah, Chan, 2018)。這種透過

同儕共學的學習經驗是純教師講授無法給予。 

本研究將應用筆者在台大 eprofessor 課程所學的翻轉教室知識及新創的同儕共學模

式，先將多年來的工程數學教材數位化並製作投影片，並利用 evercam 將其錄製成

課程影片。並創造漸進式翻轉教室的學習模式以及同儕共學的實驗，想了解這種半

翻轉教室的教學及同儕共學與傳統教學在誘發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

差異，這些研究成果將作為未來實施完全翻轉教室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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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從事工程數學(一)教學已有十幾年經驗，雖然學生給予評價不差，近五年教學評量平均

4.55，修課人數平均57人(含重修學生)，作為機械工程的必修課程，研究所的必考科目；

雖然個人對於教學內容有一定程度把握，然而，近年來由於少子化影響，學生的數理基

礎、學習動機與態度跟十幾年前相比差異很大。實例一:在最新學期的第一次小考時，約

定考試時間為8點半，然而真正準時出席的學生只占百分之六十，有近四成學生無法按

時出席考試。實例二:在評估微積分能力小考中，全班平均為20分，亦即10題的基本積分

考題，全班平均答對率是兩題。因此面對學習動機低落、時間管理不佳成程度嚴重落後

的班級，以往的數學教學模式勢必要加以修正與增強，然而數學教學仍然應該以觀念傳

授、公式推導、例題演練、反覆練習及案例應用等有系統的知識傳遞；然而因為學生程

度差異及學習態度改變，強化學習動機、適時得到學生反饋、改善教學方法及有效評估

學習成效便成為針對眾多教學現場問題的初步解答，這些教學現場的問題其實是當今學

生的共同問題，不僅出現在工程數學課程，在其他課堂同樣也會顯現。綜合而言教學現

場所要解決的問題如下: 

(1) 強化學習動機:學生的學習動機從學生上課時滑手機或睡覺可以傳遞其對這堂課不感

興趣，由於數理對於大多數同學是艱深困難的課程，加上工程數學的先備知識微積

分每個人的程度不同，因此如何強化其學習動機是非常根本的問題。雖然大學教育

理應強調自主學習與自我負責，然而對於自律性不佳的學生，如何利用科技方法或

同儕力量增強其學習動機，進而增強其學習成效變成為許多教學現場首先要解決的

問題。 

(2) 改善工程數學學習成效M型分佈曲線: 工程數學(一)是未來其他專業科目學習基礎，

舉凡材力的位移求解、生工的細胞成長、電機系的電子電路等工程問題無一不需要

用到微分方程，而影像、信號處理等也需要用到線性代數，這是為所有工程學系的

研究所必考工數的原因。然而因為學生入學的學測級分差距很大，加上學習微積分

的成效不一，造成這些同學在學習工程數學(一)時，其對課程內容的理解程度差異

很大，導致期中考、期末考及最後總成績形成M型分佈曲線，經常有一二十位同學

成績在30分以下，因此如何縮短同學這種學習落差，成為增進學習成效所需面臨的

重要問題。 

(3) 透過數位科技增加學習成效:千禧世代學生屬於網路原生世代，習慣利用網路蒐集資

料與學習，翻轉教學即是利用這個特點，將課程錄製後，請學生在上課前先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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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這種學習模式的成功關鍵在於學生於上課前是否有看過影片；如果學生不

看影片，課堂也不講授，那這些學生無法跟上進度，日積月累，不看影片的學生將

會自我或被課程放棄，因此翻轉教室的成功與否，固然跟影片錄製內容、方式有

關，然最重要關鍵仍然是學生是否養成觀看影片習慣。雖然在前幾年的工程數學

(一)的教學過程中，曾將課程隨堂錄影，然由於黑板字跡及影片品質，大都用於課

後補救教學。因此將上課筆記打字，重新錄製課程內容，研究如何應用影片改善學

生學習成效是本計畫想解決的另一個問題。 

(4) 建立多元評量機制:數理的學習由於有標準答案，因此一般課程的評量都是用作業、

小考、期中考及期末考等分數依權重比例相加而來。然而，如果一門課程的內容不

僅僅只是課程的知識面如工程數學的學理與應用，也可以同時開發學生情意方面的

認知，例如學習態度或團隊合作等精神，對於學生未來面對學習的態度或待人處事

方面都有很大助益。這種將課程學習從知識面延伸到其他層次也是工程認證亟欲推

廣的評量方式，然而由於學生已熟悉傳統的標準答案換算分數進而換算成績的計分

流程，因此如何評量給分以及讓同學接受知識面以外評分，這是本門課嘗試要解決

的問題。 

綜合以上，大學的教學現場由於少子化影響，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對於知識學習熱

情不高，因此如何喚起學生對於知識學習的渴望對於學生未來從事終身學習有很大

助益。因為學生入學的學測級分差距很大，因此如何利用漸進式的翻轉教室教學方

法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及鼓勵同儕共學以縮短同學之間的學習落差，將可縮小此學習

落差是本計畫關注的另一重點。而這些成效需要利用多元評量機制來評估學生的學

習成效，這些成果將可提供給其他教師作為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參考依據。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研究主題:本計畫的研究主題分別為 

1.漸進性翻轉教室數位教材預習階段提升學習動機影響如何?(提升學習動機) 

2.漸進性翻轉教室數位教材預習階段是否提升學習成效?(利用數位課技提升學習成效) 

3.同儕共學提升學習動機影響如何?(提升學習動機) 

4.同儕共學是否提升學習成效?(改善 M 行分布曲線) 

傳統翻轉教室的實施方式，需先錄製數位教材，將授課內容錄製成影片，本計畫預

計以錄製課程前半部一階及二階微分方程，共計 10 個單元，每個單元長度不超過 20

分鐘，這是為了減少同學觀看影片造成的壓力。因為一階微分方程的求解過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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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重積分，因此在一階微分方程的課程前會先複習積分，讓學生複習積分的觀念及

求解技巧。這些數位教材內容 

單元 1:  積分技巧複習:積分可分成三種類型(a)替代法(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b)部

分積分(integration by parts)(c)部分分式(integration by fraction) 

單元 2:  微分方程概念:何謂微分方程?一階微分方程 vs.二階微分方程?線性 vs.非線

性微分方程?何謂微分方程的解?解的幾何意義? 

單元 3:  一階微分方程題型:分離法，一階微分方程必有一積分常數。 

單元 4:  一階微分方程題型:積分因子法，積分因子的目的在於可積分。 

單元 5:  一階微分方程題型:正合，正合+積分因子，何謂正合?正合跟積分路徑無關

之間的關係，正合條件，非正合題型乘積分因子之後成為正合。 

單元 6:  一階微分方程題型:齊次，齊次函數定義，如何判別齊次函數，齊次函數題

型與分離法題型的關係。 

單元 7:  一階微分方程題型:柏努利方程式，非線性微分方程如何轉換成線性微分方

程，柏努利方程式與積分因子之間的關係。 

單元 8:  二階微分方程:齊解、特解的定義，解的線性相關、線性獨立。齊解題型分為

常係數及歐拉方程。 

單元 9:  二階微分方程: 降階法解齊解中的重根，特解解法用待定係數法。 

單元 10: 二階微分方程: 特解解法用參數變異法，待定係數法與參數變異法的比較。 

單元 11:  矩陣基本定義，矩陣四則運算，行列基本運算 

單元 12:  列梯形矩陣，利用高斯消去法解聯立方程式 

單元 13:  矩陣的秩，線性相關，線性獨立，rank 跟解的關係 

單元 14:  行列式定義，行列式定理，利用行列基本運算求行列式 

單元 15:  反矩陣，Cramer’s rule，特徵值，特徵向量 

單元 16:  克萊漢米爾頓定理，矩陣對角化，矩陣的冪次 

單元 17:  正交矩陣，旋轉矩陣，二次曲線標準式 

教學目標 

– 學習一階微分方程的各類題型及解法 

– 學習一階微分方程的相關工程應用 

– 學習二階微分方程齊解特解的物理意義及相關解法 

– 學習二階微分方程的相關工程應用 

– 學習矩陣基本運算(行列基本運算、反矩陣、rank、d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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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聯立方程式化成矩陣的幾何意義 

– 學習特徵值與特徵向量的物理意義 

– 學習對角化、正交矩陣對物理系統的意義 

教學方法 

  教師將利用暑假或課餘時間先行錄製上述 10 個單元，將使用 evercam 8.0 錄製，

教材綜合多本工程數學教科書編製成講義，此講義以深入淺出方式講授觀念、定理、

證明及例題，並結合影片練習題目、作業、每週小考及期中、期末考來檢驗學生的學

習成效。同學們除了提供數位教材供課前預習課後複習，並同時成立同儕共學制度。

同儕共學的目的在利用同儕力量讓更多同學可以跟上進度，工程數學不像介紹類課程，

需要大量先備知識，即使有數位教材，然而因為同學原先程度參差不齊，即使已多加

一門習題演練課，但仍然只能讓少數同學受益。因此利用多次考試成績，將學生分成

A、B、C 三級，讓同學自行配對分組，形成共學團體，其共學時段由其組員自行決

定，老師或助教不定時會提供諮詢服務。這樣學習模式跟漸進式翻轉教室(先提供數

位教材養成看影片習慣)一樣，都是一種以學生為本位的學習模式，目的是希望增進

學生的學習動機。 

成績考核方式 

– 作業:10%。作業係每週課程的補充題目，部分題目作為當週小考題目作為當週

學習效果評量指標。 

– 小考 30%。小考採每週考試方式進行，目的在於檢驗學生是否了解當週授課內

容。工數每週小考不僅可以縮小學生準備範圍，並可藉此培養同學養成共學及讀書習

慣及建立個人學習歷程，以觀察各種教學模式對學生的影響。 

– 期中考 30%、期末考 30%。期中考及期末考為整體大範圍考試，跟小考精神不

太一樣，其目的在於瞭解同學對於課程內容是否融會貫通，例如在一階微分方程題目，

有時可以用不同方法解題，便可了解同學對於這些方法的嫻熟程度；同樣的在二階微

分方程特解解法有待定係數法及參數變異法，同一題目可以指定或不指定解法，了解

同學對這些方法的熟悉程度。 

– 同儕共學 10%(加分)。同儕共學的目的在於利用同儕力量讓更多同學可以跟上

進度，賦予相當分數可以激勵同學踴躍參與，有利於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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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a)影片觀看 

學生上課前後觀看影片的次數可以從網路大學的影片瀏覽紀錄得知，課

程影片瀏覽紀錄如下圖所示。從 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1 月每月的訪客

人數及造訪量如表所示，其中影音教材平均觀看次數為 64.9 次，平均觀

看人數為 25 人，影片觀看完成率為 46.6%，低於 50%。此意謂在沒有外

在誘因與助力下，學生觀看影片的意願並不高。  

 

工程數學一數位教材觀看次數及完成人數(修課 53 人) 

影片名稱 觀看次數 完成人數 達成比例 

微分方程觀念 73 33 62.26% 

積分三種方法 95 27 50.94% 

分離法 60 28 52.83% 

積分因子 63 25 47.17% 

正合 91 29 54.72% 

齊次 85 31 58.49% 

替代法_白努利 65 26 49.06% 

二階微分方程基本概念_降階 56 20 37.74% 

待定係數法 33 13 24.53% 

參數變異法 28 15 28.30% 

平均次數/人數/達成比例 64.9 25 46.60% 

 

(b)學習動機前後測 

本計劃的學習動機係採用 Ryan & Deci (2000)的自我決定理論來解釋學習

動機的形成與影響。其理論根據維基百科說明係以「人的自然本質而

言，會出現持續正向而持續的信念，這樣的信念會反覆出現，努力達成

自我承諾又名為"內在增長趨勢"，同時人也具有與生俱來的心理需求，

用以做為自我激發(self-motivation)與個性整合(personality-integratio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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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自我決定論提出了三個與生俱來的需求，如果能滿足該需求，則

將會為個人帶來最佳的發展與進步。藉由個體經驗去嘗試達成以下三大

指標，如果有達成則得以滿足個體心理上的成就感，從而出現良好表

現；反之若未達成則會出現零碎/反作用/疏離的自我。自我決定理論分

成三個組成：勝任(Competence) (Harter (1978)、White (1963))、歸屬

(Relatedness)((Baumeister, & Leary (1995))及自主(Autonomy) (deCharms 

(1968)、Deci (1975))，這些需求視為是天生，並不需要經過後天學習。」

整體架構如下圖所示。 

 

 

 

 

 

 

 

 

 

 

 

 

學生的學習動機前測利用開學第二週進行測驗，後測利用期末考前完

成。問卷內容以勝任(compentnce)、歸屬(relatedness)與自主(autonomy)三個面

向各 5 題，探討學生在課堂經過影片教學與同儕共學等較學手段，其學習動機

的改變，問卷前測有 42 人接受測試，後測有 29 人接受測試，其結果可以作探

討學生的學習行為改變。此外，期末考前也作另一份問卷，探討兩種學習模式

對學生學習行為的影響。 

學習動機問卷內容如下: 

 

 

自我決定論三個面相:勝任(compentnce)、歸屬(relatedness)與自主(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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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號： 系級： 

 

 

 5=非常同意 4=同意 3=普通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1、我在班上表現得比別人好 5 4 3 2 1 

2、我能在課堂上學到新的知識技能 5 4 3 2 1 

3、我能在這門課上使用知識技能 5 4 3 2 1 

4、我可以提出關鍵問題 5 4 3 2 1 

5、我有批判性思考 5 4 3 2 1 

6、我在小組工時可以任意表達自己想法和意見 5 4 3 2 1 

7、在課堂外，我能在適當時候控制學習環境 5 4 3 2 1 

8、在課堂外，我在工作時候可以享受自由 5 4 3 2 1 

9、在課堂外，我可以控制我的學習速度 5 4 3 2 1 

10、在課堂外，我可以管理我的時間 5 4 3 2 1 

11、我可以在課堂上及課後與同年齡層的人互動 5 4 3 2 1 

12、在課堂討論時，我有更多機會與他人親近 5 4 3 2 1 

13、我喜歡和我一起討論的同學 5 4 3 2 1 

14、我喜歡在課堂上討論 5 4 3 2 1 

15. 小組討論可助於激發批判性的思維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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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動機前後測結果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我具有批判性思考

4.我可以提出關鍵問題

3.我能在這門課上有使用科技(網路大學、看影片)

2.我在課堂上有學到新的知識技能

1.我覺得自己在課堂表現得比別人好

學習動機前後測比較1

後側(29) 前側(42)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10.在課堂外，我可以掌控管理時間

9.在課堂外，我可以控制自己的學習速度

8.在課堂外，我可以掌握時間做作業

7.在課堂外，我可以適時控制學習環境

6.我在同儕(小組)討論可以任意表達自己想法和意見

學習動機前後測比較2

後側(29) 前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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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問卷題目 前側

(42) 
後側

(29) 
勝任 competence 我覺得自己在課堂表現得比別人好 2.89 2.9 
勝任 competence 我在課堂上有學到新的知識技能 3.93 4.13 
勝任 competence 我能在這門課上有使用科技(網路大學、看

影片) 

3.52 
3.9 

勝任 competence 我可以提出關鍵問題 3.11 3.35 
勝任 competence 我具有批判性思考 3.24 3.39 
自主 autonomy 我在同儕(小組)討論可以任意表達自己想

法和意見 

3.22 
3.97 

自主 autonomy 在課堂外，我可以適時控制學習環境 3.33 3.42 
自主 autonomy 在課堂外，我可以掌握時間做作業 3.2 3.32 
自主 autonomy 在課堂外，我可以控制自己的學習速度 3.35 3.48 
自主 autonomy 在課堂外，我可以掌控管理時間 3.2 3.35 
相關 relatedness 我在課堂上及課後能與同儕互動 3.59 3.81 
相關 relatedness 在課堂討論時，我有機會跟同儕更親近 3.22 3.58 
相關 relatedness 我喜歡和我一起討論的同學 3.33 3.71 
相關 relatedness 我喜歡在課堂上討論 3.3 3.6 
相關 relatedness 與同儕(小組)討論有助於激發批判性思考 3.41 3.7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15.與同儕(小組)討論有助於激發批判性思考

14.我喜歡在課堂上討論

13.我喜歡和我一起討論的同學

12.在課堂討論時，我有機會跟同儕更親近

11.我在課堂上及課後能與同儕互動

學習動機前後測比較3

後側(29) 前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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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 

本計畫想解決問題分別為: 

(a) 強化學習動機 

以自我決定理論量表評估，發現影片及同儕共學都可以有效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

後測中較高分數的選項分別為我在課堂上有學到新的知識技能、我能在這門課上有

使用科技、我在同儕(小組)討論可以任意表達自己想法和意見、我在課堂上及課後

能與同儕互動及與同儕(小組)討論有助於激發批判性思考。整體而言，自主面向的

整體得分較低，因此未來如何強化同學自主性，是增加學習動機可以著力的方向。 

(b) 改善工程數學學習成效 M 型分佈曲線 

工數一的學期成績如下圖所示，從結果而言，總成績在 20 分以下仍有 13 之多，因

此改善學習成效 M 型分佈曲線的目標並未達成。從小組訪談可以得知，同儕共學

對於學習落後同學有很大幫助。低分群同學有相當比例是已經放棄此科目，其出席

率非常低，因此了解低分群同學形成原因，並非影片與同儕共學方式可以達成。 

 

 

(c) 透過數位科技增加學習成效 

我能在這門課上有使用科技(網路大學、看影片)得到平均 3.9 的分數，但是相關影

片的完成率卻不到 5 成，因此如何培養學生建立課前觀看影片預習，課後利用影片

複習的習慣是未來努力的重點。 

(d) 建立多元評量機制 

本計計畫未能將影片觀看行為及同儕共學的進步納入評分，這將是未來計畫改善的

重點之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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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9 80-89 70-79 60-69 50-59 40-49 30-39 20-29 0-19

工數一學期成績人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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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學習回饋 

期末問卷 

 
姓名： 學號： 系級： 

 

 

 5=非常同意 4=同意 3=普通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期末問卷結果 

 

 

1. 影片教學對我學習工數有幫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97

1. 影片教學對我學習工數有幫助 5 4 3 2 1 

2、同儕共學對我學習工數有幫助 5 4 3 2 1 

3、我會主動觀看影片學習 5 4 3 2 1 

4、我會主動參與同儕共學學習 5 4 3 2 1 

5、我每週有進行作業練習 5 4 3 2 1 

6、如果不管成績高低，我覺得工數我有學到東西 5 4 3 2 1 

7、下列學習模式那些對你學習工數有幫助(複選題) 
(a) 影片教學 (b) 同儕學習 (c) 每周作業 (d) 每周

小考 (e) 每周助教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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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儕共學對我學習工數有幫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69

3. 我會主動觀看影片學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66

4. 我會主動參與同儕共學學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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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每週有進行作業練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0

6. 如果不管成績高低，我覺得工數我有

學到東西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23

0 5 10 15 20 25 30

影片教學

同儕學習

每周作業

每周小考

每周助教講解

7. 下列學習模式那些對你學習工數有幫助(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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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針對本計畫有以下的省思 

 學生對自己的信心並不是非常充足，如何強化學生自信與勝任程度，應該對其學習

動機與學習成效提升有所助益。 

 學生問卷自評影片學習較同儕共學對工數學習有效，其原因是同儕共學需處理人際

問題，且共學時間與彼此配合度都較影片學習複雜，因此認為影片學習較有幫助。 

 每週小考與作業與成績相關，對於學生的約束力大於沒強制性的影片學習或同儕共

學，如何將影片觀賞與同儕共學納入評分是未來努力的重點。 

 影片教學需搭配相關的測驗或練習，以利學生自我檢測對影片內容的了解程度。 

 同學觀看影片的行為需要誘導，這是翻轉教學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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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Appendix) 

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資料，可補充於附件，如學生評量工具、訪談問題

等等。 

 

學習動機問卷 

面向 問卷題目 

勝任 competence 我覺得自己在課堂表現得比別人好 

勝任 competence 我在課堂上有學到新的知識技能 

勝任 competence 我能在這門課上有使用科技(網路大學、看

影片) 

勝任 competence 我可以提出關鍵問題 

勝任 competence 我具有批判性思考 

自主 autonomy 我在同儕(小組)討論可以任意表達自己想

法和意見 

自主 autonomy 在課堂外，我可以適時控制學習環境 

自主 autonomy 在課堂外，我可以掌握時間做作業 

自主 autonomy 在課堂外，我可以控制自己的學習速度 

自主 autonomy 在課堂外，我可以掌控管理時間 

相關 relatedness 我在課堂上及課後能與同儕互動 

相關 relatedness 在課堂討論時，我有機會跟同儕更親近 

相關 relatedness 我喜歡和我一起討論的同學 

相關 relatedness 我喜歡在課堂上討論 

相關 relatedness 與同儕(小組)討論有助於激發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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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問卷 

 

期末問卷學生意見總整 

 

8. (反思)總結這一學期的工

數學習，我最需要改進的

事? 

9. 下學期如果仍有影片

教學，應該如何改進，

讓成效更好 

10. 下學期如果仍有同儕共

學，應該如何改進，讓成效更

好 

11. 給授課老師的回饋或建

議 

計算要小心 目前還沒有 花更多時間共學 

每週小考促使我都有看書

的習慣，在面對大考試準

備的更輕鬆 

把不會的東西早點搞懂 

我覺得持續這樣就可以

了 

如果額外開一堂是專門用於共

學的課，能讓大家讀書的意願

更高 

感謝老師這半年的指導，

還要用心做影片，我們也

會盡力去學習。 

改進讀書方式 沒意見 上課可以小組討論 棒 

需要更認真 上課認真點 約彼此有空的時間 很棒 

題目寫太少 多花點時間去看 多討論 上課多帶題目 

2. 影片教學對我學習工數有幫助 5 4 3 2 1 

2、同儕共學對我學習工數有幫助 5 4 3 2 1 

3、我會主動觀看影片學習 5 4 3 2 1 

4、我會主動參與同儕共學學習 5 4 3 2 1 

5、我每週有進行作業練習 5 4 3 2 1 

6、如果不管成績高低，我覺得工數我有學到東西 5 4 3 2 1 

7、下列學習模式那些對你學習工數有幫助(複選題) 
影片教學 (b) 同儕學習 (c) 每周作業 (d) 每周小考 (e) 每周助教講解 

8、(反思)總結這一學期工數學習，我最需要改進的事? 

9、下學期如果仍有影片教學，應該如何改進，讓成效更好 

10、下學期如果仍有同儕共學，應該如何改進，讓成效更好 

11、給授課老師的回饋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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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做練習減少算錯的機會。 

還是跟之前一樣不用改

進，影片說得比上課還

要詳盡，因為沒有時間

的壓迫。 

希望組員能將不會的提早整理

出來，不要問得問題已經回答

過了，過沒多久又問類似的觀

念。然後會盡可能的督促組員

去考試。 

下學期如果還有同儕共學

要分組進行的話，希望老

師能將遊戲規則一開始就

說清楚，不要到了學期快

結束時才說明白，這樣方

便我們在選組員時能慎選

隊友。然後關於教學影片

的部分，希望下學期能有

始有終，不要過了期中

後，連要看一個教學影片

複習或是預習的機會都沒

有。 

增加練習工數的時間及上課

專注力 

認為影片可有可無，認

真聽課反而比看再多的

影片來的有用 

希望自己先加強一些，才能教

導別人 

希望上課能多帶一點題

目，講解容易錯或是常考

的題型，而非都是在說明

理論和證明公式 

加強複習 看的時間拉長 多一點人 

謝謝，上課可以稍微慢一

點 

悟性不足，學後面忘前面，

可悲 

小考後要重看影片補足

自己不熟的部分 

我想去 BC 組讓真正擅長的人

來帶領他人 老師、助教辛苦了 

題目的觀念 無 無 無 

更努力 更努力 更努力 沒有 

觀念 要有實際成效 希望分到真的會想共學的同學 好 

。 。 

取消同儕共學，這是變相的懲

罰扣分 。 

小觀念不夠紮實 

要有吸引學生去點開的

動機吧？沒事不會去開

影片看 反而練習題目

比較多 

還好 主要是看同學有沒有主

動學習的心態跟組長的號召力 

不然很難有共識 

老師上課非常用心 很好理

解 也會不厭其煩的回答我

一直問的問題 收穫很多 

非常喜歡上工數課 

無確實訂正小考 盡量利用空餘時間 無 辛苦老師了 

要花更多時間寫作業，並上

課更多做筆記 

上課不懂沒聽清楚的觀

念透過影片複習 當週有問題就要解決 

老師除了要備課上課還要

錄影片，辛苦了 

前半學期很認真 而後半學

期有點分心 

應該上課前先預習 然

後上完課再複習 應該主動找組員 

老師教的很好 讓我覺得工

數沒有那麼難 

多練習題目，多看不同的題

型，花更多時間練習 聲音大一點 希望每次都能全到 

辛苦老師和助教這一學期

的教學 

更認真上課 多多複習之前的影片 多多共學 謝謝老師的耐心講解 

把證明題搞懂 多一點例題講解 

希望給的練習題，附詳解以便

我們對答案和找錯誤 作業可以早點附詳解 

還需要好好的做一次統整 

我覺得目前就已經很好

了 希望組員能更加認真 

我覺得老師可以再多講點

觀念 因為證明題有時都會

卡卡的。 

上課要再更認真 不需要改進 每週可以進行個兩次 

謝謝老師，這學期辛苦

了，讓我學到了很多 

預習 預習 預習 老師可以講解小考內容 

作業要寫 

每個章節都要有影片，

期中考之後就沒有了 我覺得目前都不錯 影片真的滿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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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認真 多看幾次 一起努力 讚 

積極度 非常棒 組員間關係要更親密 加油💪 

基本的加減乘除運算及看清

楚題目，把觀念弄懂比考試

分數重要，期勉自己以後能

做到更確實的預習及複習，

筆記能在當週內整理完，也

努力讓自己早八不要遲到 

不懂就看影片複習，還

可以先預習 

找成績相當的同儕共學，更容

易討論答案及釐清觀念 

希望老師可以都放影片上

網路大學，謝謝老師給我

許多意見及幫助，辛苦了 

基本的加減乘除運算及看清

楚題目，把觀念弄懂比考試

分數重要，期勉自己以後能

做到更確實的預習及複習，

筆記能在當週內整理完，也

努力讓自己早八不要遲到 

不懂就看影片複習，還

可以先預習 

找成績相當的同儕共學，更容

易討論答案及釐清觀念 

希望老師可以都放影片上

網路大學，謝謝老師給我

許多意見及幫助，辛苦了 

學習態度 每章都有 希望能更好 謝謝老師跟助教 

上課要認真 聲音太小 共學要認真 棒 

上課要認真，回家多複習上

課內容 有的聲音太小聲了 

共學前應該都先複習完，在討

論題目的時候效率會比較好 有時後講解速度有點快 

準時上課 不清楚 不清楚 

講課很清楚、麥克風太過

大聲，以至於需要戴耳塞

上課，連隔壁上課班級也

聽得清楚 

自主能力還是不夠 有時候會太小聲 覺得現在就很不錯了 

感受的出來老師用心，有

時候速度太快跟不上 

讀書時數不足 希望能講的更細節一點 希望能直接給個時間 希望課程能更連貫一些 

要多做練習 更詳細 自己分組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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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同儕共學日誌 

 

「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授課教師 
魏哲弘 

共學日期：12/13 共學地點：學生餐廳 
組別: 1 組長:張育愷 組員：張迪祥 組員：廖祥雲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上週上課內容複習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自行解題，組長從旁指導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雖然可以幫助同學學習，但同時也耽誤了自己的進度 
B 組:有人幫忙是可以加強很多，但還是需要自己多多練習 
C 組: 未到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特徵值與特徵向量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組長在教導組員特徵值的求法 
 



27 
 

「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授課教師 

魏哲弘 

共學日期：2019/12/11 共學地點： 
組別: 2 組長:邱維希 組員：江昱學 組員：常惠國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上課觀念 

上課習題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前一日請共學同學先行準備並複習課堂時出的題目，並於課餘之時進行講解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 第一次進行同儕共學，由於新的題目尚未上傳，所以先跟同組同學釐清觀念跟上課題目

而已，再根據下周小考進行調整 2019/12/11 

B 組: 透過組長把老師上課的題目再講一次能更瞭解一些重點 

C 組: 在共學之前，雖然上課有認真聽課並抄寫筆記，但是還是難免有觀念不清的情況，幸好

有共學制度讓我能在共學時向同學請益，讓我釐清觀念，像是 CayleyHamilton 定理，讓我能

更精準的寫題目，不會不知從何下筆。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下次組長應該多準備些習題以便驗收同學學習狀況 

 

助教回饋: 組長辛苦了!但我覺得老師出的回家作業是最好驗收方式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週三第四節課及午休時段的共學 

 

 



28 
 

「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授課教師 

魏哲弘 

共學日期：12/13 共學地點：703 
組別: 3 組長:陳奕君 組員：邱仲齊 組員：詹嘉炘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第 12 次作業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一起討論問題，觀念加強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同學學習意願比較高 蠻好教的 

B 組:我覺得越來越難了 一起學習幫助蠻大的 

C 組:從完全不會到會寫基礎的題目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證明題之類的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一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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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授課教師 
魏哲弘 

共學日期：2019/12/11 共學地點：703 教室 
組別: 第 4 組 組長:莊友豪 組員：梁睿騰 組員：蘇子恆 

一、 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1. 本周上課內容 
2. 上週作業內容 
3. 上週上課內容複習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1. 一起寫題目有不懂的就討論 
2. 對上課內容有不懂的地方討論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在討論時能發現自己不足的地方去補強。 
B 組:能把不懂的觀念釐清,對題目也有更深入的了解。 
C 組:透過同學的教導,能把不會的題目及觀念理解。 
四、 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1.矩陣的證明 
2.Cayley-Hamilton 定理 
3.多做題目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對不懂的地方進行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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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共學日期：2019/12/13 共學地點：宿舍房間 

組別: 第五組 組長:呂文傑 組員：張展誌 組員：謝明志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特徵值與特徵向量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利用筆記和作業互相討論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在教學中幫助同學，也幫自己複習。 
B 組:要算特徵值與特徵向量，特徵向量的計算比較複雜，但只要觀念正確就不難。 

C 組:有了共學我有很好的隊友可以幫助我，讓我更有效的學習工程數學。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題目的熟練度需要再加強。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練習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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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授課教師 
魏哲弘 

共學日期：108.12.12 共學地點：703 
組別: 6 組長:陳郁祥 組員：林冠瑋 組員：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講解上週作業題目及內容。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同學問問題，不會的題目提出來，組長再做說明。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可以與組員一起討論、解題，是個蠻不錯的經驗，但個人還是偏愛以往的讀書方式。 
B 組:組長很用心的在教導我，上課內容、解題、還有題目會遇到的計算細節，收穫很多！ 
C 組: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1.證明題的理解。 
2.希望共學可以不單單侷限在同一組，反倒能與其他組一起討論可能效益更大，例如有些題型

我也不太懂的話，如果和其他組的同學們相互討論，收穫會比同組共學來的多。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第 11 次作業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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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共學日期：2019/12/12（四） 共學地點：703 教室 
組別: 第七組 組長:謝佳臻 組員：高孝賢 組員：林鼎緒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第十一次作業和複習本週上課內容。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複習上課內容跟練習題目，不會的問題一次提出來大家一起討論並解決。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 雖然很開心可以幫助到同學的作業，但是這有點小小的打亂我的讀書速度，對我來說學

習幫助不大。 
B 組:自己還有很多觀念要記住釐清，有同學可以詢問討論，並有機會教同學能讓我更容易記

住。 
C 組:對 AB 組的同學有點不好意思，但對於他們還是樂意幫忙覺得很感激，也有吸收到許多

東西。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1.C-H 定理。 
2.希望日後可以有多一點跟其他小組討論的機會，因為有些問題不見得我們這組的人都會，而

且多一些人一起討論，多一點想法，問題比較容易解決。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 組員提出不會的問題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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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授課教師 
魏哲弘 

共學日期：12/11 共學地點：六樓造物社辦 

組別: 8 組長:蘇駿昇 組員：李典霖 組員：施禹丞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當週上課內容，特徵方程式，和特徵值特徵向量計算。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小組討論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教學中有理解到一些原本不懂地的部分。 
B 組:有更加理解上課內容 
C 組:有把不會算的過程搞懂了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特徵方程式裡面的細節，還要加強。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教學中 

 

  



34 
 

「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授課教師 
魏哲弘 

共學日期：108/12/12 共學地點：宿舍 B1 
組別: 第九組 組長:曾昱嘉 組員：王詳宇 組員：傅莉菲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複習本週及上週上課內容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講解觀念及題目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跟自己讀書的效率比慢很多，對自己學習幫助不大，但可以幫到別人也不差  
B 組:把小考不會的部分幾乎弄懂，複習老師當周上課的內容 
C 組:能夠把不清楚的觀念與當周進度弄懂 ，有幫助到學習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C-H 定理，練題目，希望可以跟其他組別討論，比較容易解決問題 

五、照片(一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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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共學日期：2019/12/13 共學地點：703教室 

組別: 第十組 組長:王毓嘉 組員：徐靖程 組員：許淳淯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當週上課內容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利用筆記和老師發的講義講解觀念及題目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在教學中除了幫助同學也把一些自己觀念較薄弱的地方加強 
B 組:這周要用矩陣算出 C0和 c1，還好只要解連立就好，沒有很難 

C 組:我認為共學對我的幫助還滿大的，因為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學習的話，一定馬上就遇到瓶

頸了，所以有人能幫我，真的讓我受益良多。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Caley-Hamilton 定理中不同矩陣和特徵向量重根 解矩陣次方所列的方程式的不同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練習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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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共學日期：2019/12/11 共學地點：703 教室 
組別: 第十一組 組長：高紳 組員：張宇辰 組員：陳彥羽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老師上課內容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組長利用上課筆記，教組員如何求特徵值與特徵向量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教會別人是件很辛苦的事，但能幫助到同學是件好事 

B 組:我覺得這樣當組長的會很辛苦，但因為這樣我會自己多認真一些，減少組長負擔 

C 組:非常有幫助，但自己還是需要多努力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我們共學會挪出一點時間一起聚著教學討論，但我們的共識是平時有問題就用通訊軟體，把

問題上傳到我們自己的群組在上面討論，因為要有共同有空的時間聚在一起有點難度，希望

下次照片能用討論的截圖代替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組長解釋何謂特徵值跟特徵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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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授課教師 

魏哲弘 

共學日期：12/13 共學地點：703 教室 
組別: 12 組長:M2A45 游竑偉 組員：M2A42 蘇濬明 組員：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Cayley-Hamilton 定理 

講義的題目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利用老師給的講義及題目跟組員一起討論，如果我們都不會就會跟別組的成員一起討論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在共學時可以知道自己有哪些部分是不瞭解的，可以跟自己的組員討論一起找出解題的

方法 

B 組:我覺得工數共讀對我的幫助蠻大的，現在星期五沒課就會到教室跟 A組同學共讀，一有

不會的就可以馬上問，覺得學到的東西蠻多的 

C 組: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我應該上完課後要回家複習一下，看看上課的筆記，這樣在共學的時候才不會浪費那麼多時

間，然後計算要再細心一點，現在算矩陣很容易出錯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寫講義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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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授課教師 

魏哲弘 

共學日期：20191209 共學地點：教室 
組別: 14 組長:黃郁君 組員：張耀麟(未

到) 

組員：陳冠瑋(未

到)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第 11 次作業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 

B 組: 

C 組: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證明的部分，還需要多算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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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數學(一)」課程「同儕共學日誌」 

共學日期：108/12/12 共學地點：7樓公共空間 
組別: 第十八組 組長:廖晨翔 組員：胡翔硯 組員： 

一、本周共學內容 ? (如:第幾次回家作業、第幾次考卷…等) 

討論自己不會的地方，哪方面比較弱。這次剛開始，還沒正式開始，下週討論以作業和上課

為主 

 

 

二、如何教導同學 ? (如:上台講解、小組討論教學…等) 

我目前無法很好的教同學，只能寫個大概和自己理解的部分 

 

 

三、同學感覺如何 ? 是否有幫助到學習 ? 

A 組:人很好。感覺很會教，下周共學就知道他是如何教 

B 組:我覺得學弟好認真，我也要努力一點 

C 組: 

四、覺得需要加強部分 

矩陣和證明題，和一些名詞的意思 

 

五、照片(一張即可) 

 
圖片敘述:討論內容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