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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1學年度「教學獎」
教學觀摩

「學士班必修課程與全校性共同課程」候選人

陳明璋

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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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院別 通識教育委員會 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姓名 陳明璋
人事
代碼

T7312

職稱 副教授
任職
年資

28.5 年

基本 綱要

開課
對象

課程名稱
班
數

學
分

每班
人數

問卷
點數

大學部
幾何造形 7

28 ~ 42.2 ~ 4.23
數位內容設計與展演 5

研究所
數位學習素材製作專題(一) 2

8 ~ 32.8 ~ 4.59
數位學習素材製作專題(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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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AMA的環境

AMA ( 阿嬤 )

激發式動態呈現
Trigger-based Animation

結構式複製繪圖法
Structural Cloning

模糊操作、準確定位、掌握大量物件
Leaping Iterations

多項發明

「大學應幫助中小學」

背景 綱要

幾何造型
( 用數學來作畫 )

數學與科普藝術

資訊科技、數學、數學教育

認知心理學、知覺心理學

認知負荷理論、多媒體學習理論

數位內容設計與展演

( 數位學習素材製作專題 )

認知與數位教學

通識教育的課程規劃為基礎
跨領域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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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溝通性與同步性

Screen

Visual Information

Instructor

Presenter

Students

Audiences

guiding 

explaining 

questioning 

discussing 

Selection

Organiz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Relevant (essential )information is changing during instruction.

Students have to select and organize the information and then 
they can think, such process will be repeated.

In order to extract information  learners are forced to split their attention. 

Providing a more effective, friendly environment 

to reduce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loading,

and facilitate integration.

to locat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easily,

when

guiding  

explaining 

questioning 

discussing 

thinking

Students 

have enough time

to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delivered 

by the instructor

ControlControl

背景 綱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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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a Trigger-based Animation (TA)?

– a trigger is an object which controls (a sequence of) customized 
animations

– an object can be controlled by more than one trigger.

– Information can be triggered in predesigned or optional sequence.

背景 - 激發式動態呈現

Pascal’s Triangle
( Yanghui Triangle, 1303 AD  )All

18285670562881

172135352171

1615201561

T

15101051

14641

1331

121

11

B

A

C

Seq seq1

背景 綱要動態

InstructionalMaterials/MathPS-Math-巴斯卡三角-Web.ppt
Perception/2004視覺與互動.ppt
Perception/2004視覺與互動.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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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重 「訊息的掌握 及 注意力引導」

2. 涵蓋 認知心理學、認知負荷理論、多媒體學習理論、視覺搜尋理論等

3. 提升 學生投影片設計及展演的能力，強化學生的 職塲競爭力

4. 運用 範例的設計與評析，讓學生感受理論且能實作

課程內容 - 數位內容設計與展演

PowerPoint
進階運用

激發式
動態呈現

結構式
複製繪圖法

數位資源
之轉化

動態組合
及注意力引導

投影片
結構

學習認知理論

設計與展演
關聯

設計與展演
同步性

設計與展演
溝通性

認知負荷理論

設計與展演
SBS 

背景 綱要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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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移、旋轉、縮放、鏡射等
2D 幾何變換組合

之人機介面

Structural Cloning Method (SCM)

An Interfaces for 

combinations of 2D geometrical transformations

translation, rotation, scaling, shearing, reflection

背景 - 結構式複製繪圖法

Scaling  縮放 Rotation 旋轉 Shear 仿射Translation 平移

背景 綱要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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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結構式複製繪圖法 - 對稱構圖

p6 p6m

Structure in line segmentsGenerator

背景 綱要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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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結構式複製繪圖法 – 疊代 (iterations)

Initiator generator

安妮皇后的蕾絲
(Queen Anne's Lace)

背景 綱要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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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結構式複製繪圖法 – 用數學來作畫

生成子

generator
背景 綱要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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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 幾何造型

錯覺

光點系列

1D/2D對稱構圖

山水畫

伊斯蘭
幾何構圖 磚瓦鋪

編織 碎形 線段系列

M. C. Escher 

背景 綱要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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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 幾何造型 – 碎形

Transformations

Structural 

Self-cone Method 

(SSM)

Recurrent

Substitution

Artificial 

Nature

Characteristics 

of LBD

Contraction

Mappings

Growing 

Vine  Tree

MRCM

Classical

Fractals

Iterated Function 

System

L-system

Mandelbrot set 

& Julia set

Leaping IFS

Self-Similarity

Attractor of 

IFS

背景 綱要造型

Plants/2005MathPS-MRCM-tree.ppt
Plants/2005MathPS-MRCM-tree.ppt
IteratedFunctionSystem/2006MathPS-RecurrentSubstitution.ppt
IteratedFunctionSystem/2006MathPS-RecurrentSubstitution.ppt
ContractionMappings/2005MathPS-ContractionMappings.ppt
ContractionMappings/2005MathPS-ContractionMappings.ppt
ClassicFractals/AMA-IFS-ClassicalFractals.ppt
ClassicFractals/AMA-IFS-ClassicalFractals.ppt
Plants/AMA-ArtificialNature-OldVersion.ppt
Plants/AMA-ArtificialNature-OldVersion.ppt
IteratedFunctionSystem/2005MathPS-IFS-Attractort.ppt
IteratedFunctionSystem/2005MathPS-IFS-Attractort.ppt
IteratedFunctionSystem/2005MathPS-Attrator-Walking.ppt
IteratedFunctionSystem/2005MathPS-Attrator-Walking.ppt
InstructionalMaterials/Pythagoras'  Tree-T-tree only.ppt
InstructionalMaterials/Pythagoras'  Tree-T-tree only.ppt
Theory/2005MathPS-MandelbrotAndJuliaSet.ppt
Theory/2005MathPS-MandelbrotAndJuliaSet.ppt
Theory/2005MathPS-L-System.ppt
Theory/2005MathPS-L-System.ppt
Plants/2005MathPS-Straw.ppt
Plants/2005MathPS-Straw.ppt
Theory/2004ACTM-StructuralSelf-CloneMathod.ppt
Theory/2004ACTM-StructuralSelf-CloneMathod.ppt
Theory/2005MathPS-CharacteristicsOfLBD.ppt
Theory/2005MathPS-CharacteristicsOfLBD.ppt
IteratedFunctionSystem/2005MathPS-Self-similarity.ppt
IteratedFunctionSystem/2005MathPS-Self-similarity.ppt
Plants/2005MathPS-GrowingTree.ppt
Plants/2005MathPS-GrowingTree.ppt
Plants/2005MathPS-GrowingVine.ppt
Plants/2005MathPS-GrowingVine.ppt
Theory/MathPS-SCM-Jumping-IFS.ppt
Theory/MathPS-SCM-Jumping-IFS.ppt


18

課程內容 - 幾何造型 - Landscape Painting

背景 綱要造型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A.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A.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B.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B.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C.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C.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D.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D.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G.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G.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I.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I.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J.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J.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E.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E.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F.ppt
SCM/AMA-SCM-Chinese-LandScape-Paintings-F.ppt
SCM/AMA-SCM-LandScape-Paintings-Elements-Collections.ppt
SCM/AMA-SCM-LandScape-Paintings-Elements-Collections.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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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教學理念

• 採用「做中學、有感覺、多稱讚」的策略

• 理論融入 教學設計及展演

• 跨越領域，深入淺出

• 研發好的造形法，擴展創意空間

• 教學 與 班級經營 不可分

• 有趣、有成就感才能激發學生創意

• 適性隨堂作業

• 上課 就是 教學實驗

理念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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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教學理念

採用「做中學、有感覺、多稱讚」的策略

有趣、有成就感才能激發學生創意

「做中學」就是 邊做、邊體驗理論、邊實踐理論；

當學生實作過程，

有不一樣的成果時，我會適時適切的讚賞。

多年的嘗試，發現學生非常需要鼓勵，

「稱讚」是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的良方。

理念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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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教學理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具備「模糊操作、準確定位、掌握大量訊息」的能力

開發好的造形方法，擴展創意空間

練習如需要消耗大量的認知資源，

就沒有力氣更進一步的求變化、挖掘創意。

造形方法

都是經過精心設計評析，

如此，學生才能克服數位及技術障礙，

輕易的 完成實例，快速地 進入探索的空間。

讓設計的過程過充滿驚奇與創意。

理念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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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教學理念

教學內容跨越領域，深入淺出

將理論融入教學設計及展演之中

理論 與 實務 結合，

能 深入淺出 的介紹理論，

找尋有趣、有代表性的範例，實際的 操弄理論，
讓學生感覺理論、了解理論，而能實踐理論。

教學設計與展演過程融入「認知與數位教學」相關理論，

以及所研發的「SBS數位教材設計與展演」實踐理論。

理念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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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 工具

– E3 網路教學平台

– 電腦上機

– 廣播系統教學，掌握教學步調

– PowerPoint 2003 / AMA (Activate Mind Attention，阿嬤)

– 數位資源轉化軟體

方法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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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 課程與教材設計

– 課程教材皆為 自行設計

– 以激發式動呈現設計數位教材與教學展演

– 著重降低 視覺搜尋的負荷 與 注意引導

– 感受認知的歷程

• 靜態的範例轉化為激發式動態呈現

方法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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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 課程與教材設計

– 課程教材皆為 自行設計

– 以激發式動呈現設計數位教材與教學展演

– 著重降低 視覺搜尋的負荷 與 注意引導

– 感受認知的歷程

• 靜態的範例轉化為激發式動態呈現

方法 綱要

• 課前準備

– 上課前將上課過程實作一遍，複習上課流程、更新教材。

– 教材上傳至E3，公告上課內容及準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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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 課堂上的教學活動

– 著重 學習動機 與 注意力的引導

– 先行示範教學實作成果

• 每一主題實際操作一遍

• 分段示範，

• 給學生足夠的時間實作

– 學生實作時 巡視行列間，適時指導，公開稱讚

– 鼓勵與鄰座同學 合作學習

– 課程開設雙班時，對於比較複雜的主題，

會運用不同的方法教學，觀察學生的反應狀況，

作為改進教學的參考

方法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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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 隨堂作業

– 隨堂作業的策略是讓學生上課更為專注、課後能更為投入。

– 作業內容自訂，

• 包含課堂的練習成果、自己練習的成果。

• 最後ㄧ頁為自我評量、心得、見解及課程意見。

• 另外有加分內容(option) 

– 每份作業皆有編碼，以便觀察學生的整個學期的學習狀況。

• 期末專題

– 「幾何造形」的期末專題是運用一學期所學，自行選擇主題，設
計繪本。

– 「數位內容設計與展演」是運用一學期所學，自行選擇主題，設
計數位教材或展演內容。

方法 綱要



30

教學方法

• 隨堂作業

– 隨堂作業的策略是讓學生上課更為專注、課後能更為投入。

– 作業內容自訂，

• 包含課堂的練習成果、自己練習的成果。

• 最後ㄧ頁為自我評量、心得、見解及課程意見。

• 另外有加分內容(option) 

– 每份作業皆有編碼，以便觀察學生的整個學期的學習狀況。

• 期末專題

– 「幾何造形」的期末專題是運用一學期所學，自行選擇主題，設
計繪本。

– 「數位內容設計與展演」是運用一學期所學，自行選擇主題，設
計數位教材或展演內容。

方法 綱要



31

教學方法

• 允許兩次請假

• 課程評分
– 隨堂作業 8 次左右，佔學期成績 60%

– 期末專題 佔30%

– 其他10% 

方法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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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直接成效及反思

認知與數位教學

數學與藝術

數學 與 藝術

科普 畫展

數學 與 藝術

國際 畫展

對畫畫
更有信心

內容豐富、有趣

專注、微笑

期望來上課

上台報告

更具信心

提升競爭力

工作、課外活動

留學深造

幾何造型 / 數位內容設計與展演，共 12 個班，平均得點 4.23
網路學習素材製作專題(一)(二) ， 共 4 個班，平均得點 4.59

成果 綱要

AMA工作坊

種子教師培訓

大學教學精進

教師培訓

舉辦中小學

教師培訓

台中地區

醫院體系

演講及研習

兩岸交流

教學、研究及服務三者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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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直接成效及反思

 上課時

• 學期中

• 修課後

• 反思

1. 上課時當看到學生全神專注、或露出驚奇的笑容、
或甚至發出叫聲，
這是我上課時最大的鼓勵。

2. 當發現學生有突破或不一樣的創作時，學生高興，
我更高興！

3. 相鄰同學於實作作時互動多，相互學習，氣氛好。

4. 缺課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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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直接成效及反思

•上課時

 學期中

• 修課後

• 反思

1. 謝謝老師

2. 沒想到AMA在PowerPoint 發揮如此強的效果花輝

3. 又學到很多的東西，收獲相當的多

4. 很有趣！沒想到我也會作畫

5. 內容非常豐富的通識課程

6. 雖然壓力大但收穫很多

7. 老師身體多保重

8. 在別的課程專題報告時得到老師的稱讚。

9. 發很多時間，但很有成就感

10.老師讓我們有較多的時間實作

11.當然還有一些提醒的話，如作業壓力大！內容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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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直接成效及反思

•上課時

• 學期中

 修課後

• 反思

1. 社團活動時，得到同學及指導老師的稱讚！

2. 參加社團活動時主動參加美工宣選組！

3. 暑假工讀時主動協助主管做簡報，或得主管上賞識
，結果整個暑假都在作簡報！

4. 畢業後工作上，得到同事的稱讚！

5. 有同學出國深造，來信說：上台報告時得到老師的
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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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直接成效及反思

•上課時

• 學期中

• 修課後

 反思

1. 學生經常對評量的部份有意見！

• 由於過去工作過勞，造成免疫力衰退，體力較差，經
常的學期的後段過敏生病，以至於在課後的作業批改
方面無法如期完成，因此學生有所反應；未來需要安
排助教來協助。

2. 有些學生覺得作業有壓力，這是我需要深思的！

3. 發現原來學生在課程初期沒有熟習技巧，以至於後
段進階的作業及學習無法有效進行，造成壓力。

4. 要給學生更多的操作時間，範例還需要更為簡單而
有變化。

5. 很佩服哪些的評量點數能超過 4.5 的基礎課程教師，
他們的經營與用心必然有獨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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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 認知與數位教學方面

• AMA工作坊 - 長期培養高國中小種子教師

– 在學期中週三下午在通識教育中心舉辦AMA種子教師工作坊；

– 將工作坊分為四區，新北市區、台北市區、桃園區及新竹區；

– 除每月第二週在新竹之外，其他各週分別在各區的種子教師在職
的學校輪流分享教材。

– 目前種子教師約有五十人左右。

– 近年來通識教育中心在經費上級空間上均給予AMA工作坊許多
的支持，我在此感謝。

成果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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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 認知與數位教學方面

• 舉辦大學種子教師培訓

– 國立交通大學 : 精進教學計畫 ( 20 小時)

– 國立中興大學 : 精進教學計畫 ( 20 小時)

–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 精進教學計畫 ( 20 小時)

成果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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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 認知與數位教學方面

• 舉辦中小學種子教師培訓

– 定期與國家教育研究院合作：

• 過去兩年合作舉辦之研習約十班次，三天，每班約40~50人。

• 教學問卷成果皆在 4.5 上下。

– 縣市輔導團或教師工會邀請

• 舉辦研習活動或演講，主題圍繞在激發式動態教學以及結構式複製
繪圖法所衍生的內容，邀請單位主要是縣市教師輔導團，兩年來舉
辦約十多場。

– 國立中興大學師培中心

• AMA 數位教材設計與展演環境研習

• 102年2月1日~ 2月3日

成果 綱要



41

教學成果 - 認知與數位教學方面

• 台中地區醫院體系住院醫事人員講習

– 台中童綜合醫院

– 台中榮民總醫院

– 台中慈濟醫院

• 舉辦AMA初階研習

– 台中榮民總醫院

成果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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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 認知與數位教學方面

• 兩岸交流

– 新疆教育廳：

• 預計五月份來交大簽署合作備忘錄「新疆拔尖專案」

• 七月分正式培訓「種子教師」

– 北京師範大學等團隊

• 簽署合作備忘錄

– 中國教育學會基礎教育考察團 - 2012 0403 

– 北京師範大學“有效教學教師研修班” 參訪 - 2012 0516 

– 山東青島-全国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校长发展中心友谊校论坛
2012 1117~18 

– 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对外合作办学部 - 廈門 - 2013 0102~04

成果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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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 數學與藝術方面 - 科普畫展

時間 活動名稱
數
量

主辦單位 地點

2008/06/21  
2008/08/30

「以數學來作畫」作品展
80
幅

通識教育委員
通識教育中心

交通大學
圖書館

2008/09/17
2009/06/05

「以數學概念來作畫－
PowerPoint 新發現」作品展

70
幅

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

新竹科園
管理局探索

館

2011/09/07
2011/10/07

開啟數學與藝術的另一扇窗-
結構式複製繪圖法的世界

50
幅

交通大學
通識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交通大學
圖書館

2011/11/04
2011/11/27

開啟數學與藝術的另一扇窗-
結構式複製繪圖法的世界

55
幅

中興大學
教務處

中興大學
圖書館

2012/12/01
2012/12/02

2012國科會科教處數學教育學門
專題計畫結案報告暨成果研討會

30
國科會科教處
數學教育學門

台大天文館

2012/12/07
2013/01/31

2012中華民國數學年會暨研討會 30 AMA 交大科一館

成果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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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 數學與藝術方面 - 個人參展

時間 活動名稱
數
量

主辦單位 地點

2010/01/13
2010/01/16

2010 Joint Mathematics Meeting –
Math and Art Exhibition 

1
幅

AMS/MAA
San

Francisco

2010/07/24
2010/07/28

Bridges 2010 - Mathematics, Music, Art, 
Architecture, Culture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1

幅
Bridges

Organization
Pécs

Hungary,

2011/07/27
2011/07/31

Bridges 2011- Mathematics, Music, Art, 
Architecture, Culture

(Parrots, Chaotic Landscape Painting)

2

幅
Bridges

Organization
Coimbran
Portugal

2012/01/04
2011/01/07

2012 the Joint Mathematics Meetings 
Exhibition of Mathematical Art

(Rising Clouds over Woods, Flowing Curves)

2 

幅
AMS/MAA Boston

2012/07/25
2011/07/29

Bridges 2012, Mathematics, Music, Art, 
Architecture, Culture

(Unoccupied, Stillness)

2 

幅
Bridges

Organization
Baltimore

成果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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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 Escher 有機密貼圖

成果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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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間山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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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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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AMA ( 阿嬤 )

激發式動態呈現
Trigger-based Animation

結構式複製繪圖法
Structural Cloning

模糊操作、準確定位、掌握大量物件
Leaping Iterations

多項發明

「大學應幫助中小學」

背景 綱要

幾何造型
( 用數學來作畫 )

數學與科普藝術

資訊科技、數學、數學教育

認知心理學、知覺心理學

認知負荷理論、多媒體學習理論

數位內容設計與展演

( 數位學習素材製作專題 )

認知與數位教學

通識教育 的 課程規劃 為 基礎
跨領域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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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工具簡單

方法有效

過程充滿創意

抱持教學的熱忱

讓學生對課程有期待

讓學習變得有趣、有成就感

結論 綱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