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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驗分享



曾任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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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年到校服務迄今

曾任教課程

數學

離散數學、機率、隨機程序

硬體與系統

邏輯程式與計算機架構、數位電路概論、計算機組織、

計算機架構、微處理機系統設計

網路與應用

計算機網路概論、計算機網路、行動計算、

無線網際網路、網際網路規約、電子商務



綜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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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多項教育部與資訊學院課程改進計畫

 歷年教學反應問卷各項指標高

榮獲

 92 學年度電機資訊學院傑出教學獎

 99 學年渡交通大學傑出教學獎

 102學年度電機資訊學院在職專班傑出教學獎

 103學年度資訊學院傑出教學獎

軟體人才培育

協助成立資訊學院資科工研究所丁、戊組

協助成立資訊學院開源軟體社群基地

帶領學生參與全球 SDN網際網路建置專案(ONS 2016)



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教學準備

教學品質

教學發展

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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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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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問!

敎學理念: 從心出發，盡本分
– 教學是興趣，也是志業

– 讓學生認同更是一種成就

兼顧不同程度或特質的學生

適才學習(容後說明)

資訊工程本質
年輕的科學與工程, 但像管理或藝術

資訊工程課程廣泛、五花八門
同科不同單元: 看似獨立，卻相互為用

科與科之間 : 看似有別，卻相互為本

離散

軟
體

硬
體

系
統

理
論

離散

軟
體

硬
體

系
統

理
論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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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單一課程、總覽資訊學門全貌」

以單一課程延伸，串聯

建立資訊課程的關聯地圖

由關聯地圖，掌握全貌

認識學院教師與研究領域

開啟資訊領域研發之鑰



簡介

熱忱的心、親切的態度

基礎進階、理論實務兼具

 分段強迫學習

 評量方式

 有付出就有收穫

 鼓勵學生

 具鑑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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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準備



教學準備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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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忱的心、親切的態度

用熱忱: 

– 提升學習動力

以態度

– 拉近距離(降低仰角)

– 激發提問意願

 台灣國語、平輩稱呼、五四三、笑話

» (藝人?老師?XD)

先基礎後進階，理論與實務兼具

兼顧精英與一般學生的學習與成長

配合評量 (容後說明)



教學準備 –分段強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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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強迫學習

多個專題實驗

– 印證所學，培育研發能力

多次小考

– 分段強迫學習

– 減輕學生期中、期末考試負擔



教學準備 –評量方式 (1/3)

有付出就有收穫

以理解、學習為大目標

不吝惜分數(符合標準)

–但要有鑑別度

方法:

1) 難易不同的各式題型

2) 上課猜題、模擬解題

3) 引導式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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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準備 –評量方式 (2/3)

1) 難易不同的各式題型

基本題: 考古題、參考習題、實習專題、明示題

變化題: 稍加變化

進階題: 觀念性整合題型

2) 猜題與模擬解題

提醒重點，提示題目題型，示範解題

– 提高上課興致，引導思考，加強應考能力 (教學品質)

3) 引導式考題

設計一步步引導作答的題型

 避免挫折，兼具鑑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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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引導式考題 (3/3)

by Chien-Chao Tseng 教學觀摩 12



用心製作投影片

會說話

看的清

感受的到

擇你所適，用心調整

學而時習之

錄影上網

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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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製作投影片–會說話

表達流程或邏輯融入投影片

讓投影片引導自己、提醒自己、引導學生

善用項目符號與層次 (容後說明)

慎選標題

標題要具有宣示性 (宣示投影片內容)

:階層 …:順序 :定理或定義

:因果 :兩層因果 : 三層因果

:範例 :解答或發現 :註釋 (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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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製作投影片–看得清 (1/3)

圖文要清晰

字要大 (圖符縮小，留空間給文字) 

善用軟體工具輔助

–參考資料可能沒圖、圖太小或圖太簡陋!

–以軟體修改原圖或自行繪圖

範例:以Visio繪圖

Overlay Network:
Application-layer Networks 
on top of IP Networks Internet

Overlay

教學觀摩 15



用心製作投影片–看得清 (1/3)

範例:以小畫家修改原圖

1)原圖放大呈現

2) Prt Screen

3)貼到修圖軟體 (小畫家)

4)修改 (選取、剪接、複製)

5)貼回投影片

6)再加工 (合成、貼上大字說明或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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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製作投影片–看得清

原圖:

拉短間隔

 放大呈現、Prt Sc、修改、貼回、貼字及加註後的圖:

MIM: Multiple Interface Manager

MIM

也可加貼文字、框

範例: 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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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製作投影片–感受的到

避免冗長句子

善用層次、項目符號與字型

資訊分類呈現

分類呈現、標題示意

– 定義、背景介紹、

特徵、註解、優缺點等

資訊盡可能即時加註

簡寫即時附註

重點隨附說明

觀念提點、串聯



then





原:







包含







–
–

–

或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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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製作投影片–擇你所適

 教學沒一定方式

 “適合自己”就是最好!

例如: 數學課教學

– 有人說數學課適合用板書

– 有人選擇以投影片教學

 公式先留白，上課再跟學生一起補上去

但我個人?

– 字很醜，記性不好，打字又慢

以投影片教機率、離散數學

 依前述原則整理投影片

 在適當地方加註、對照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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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製作投影片–範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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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推導: (加註、對照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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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製作投影片–範例二

表: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 板書、投影片都不方便引用。



用心製作投影片–範例二 (製作)

分開放大、擷取、修圖、貼回、合成

  

合成

加上
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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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製作投影片–範例二 (呈現)

可再減少空白，在PPT可再放大



教學品質 –學而時習之

 e3:
大綱、公告、講義、參考資料等相關資訊

超哥部落格:

上課實況錄影，課後編輯上網

– 方便學生複習、缺課補習

講解檔網址: 

http://winws10.cs.nctu.edu.tw/plate/web/blog.jsp?UI=cctseng

鼓勵隨堂上課

– 效果好 (互動、臨場感、不錯失)

– 時間運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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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

資工系

薪傳計畫，輔導新進教師

資工系課程改進委員

教育部課程改進計畫

「通訊科技教育改進計畫」(特優:)

「VLSI與計算機架構教育改進計畫」(優等)

「RFID科技與應用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重點領
域資源中心」

「行動寬頻尖端技術跨校教學聯盟: 行動寬頻網
路與應用小細胞基站計畫」之SDN-NFV產學合
作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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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 –緣起

做中學:無適當的本

參與教育部課程改進計畫

自編課程與實驗教材榮獲:

– 特優:「通訊科技教育改進計畫」

– 優等:「VLSI與計算機架構教育改進計畫」

建置無線網路漫遊實驗環境

課程

碩士論文

研究中心 (執行建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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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 –其他課程改進

教育部課程改進計畫

「RFID科技與應用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重點領
域資源中心」

「行動寬頻尖端技術跨校教學聯盟: 行動寬頻網
路與應用小細胞基站計畫」之SDN-NFV產學合
作論壇

資工系

薪傳計畫，輔導新進教師

資工系課程改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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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 –精進

 實驗環境需要 (每位學生)

–多個網域，

–三台電腦、一台筆電及一張無線網卡

開課前，助教須

–規劃場域、架設伺服器

–預留多台筆電、添購無線網卡

耗時、耗工、耗經費。

改進方案:開發虛擬實驗環境

 成效: 自己筆電就可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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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 –進化

 開源網路模擬器 (OPenNet)

實體、虛擬整合之大型網路實驗平台

異質網路共存

– 傳統、軟體定義、WiFi AP和Femto (微基地台)

 原始碼共享( Github )

 2015/08上線，累計2650瀏覽，324下載，加速成長中



教學發展 –特殊人才培育

實作選才: 

資訊學院碩士班丁、戊組

–發掘特殊實作人才

–弭補頂尖大學傳統教學的不足

開源軟體人才培育:

協助成立開源軟體人才培育與匯集基地

本人實驗室以實作為主

–多位學生在開源軟體表現非常突出 (容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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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教學反應

任職近二十七年:獲得肯定，口碑與評鑑都不錯。

 102學年迄今授課明細與教學反應: 
學期別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修 修課人數 答卷人數 平均得點

102-1 5198 網際網路規約
選修 (碩)

(網工所6選3)
73 64 4.43

102-1 1215 機率 必修 (學) 86 85 4.42

102-2 5216 無線網際網路 選修 (在職碩) 27 19 4.71 

102-2 5201 無線網際網路 選修 (碩) 58 27 4.36

103-1 5210 論文研討 必修 (碩) 176 151 4.25

103-1 1211 計算機網路概論必修 (學) 92 89 4.38

103-2 5219 無線網際網路 選修 (碩) 44 34 4.46

104-1 1214 計算機網路概論必修 (學) 99 99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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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部落格(1/2)

曾經一個講解檔累計有2622人次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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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部落格(2/2)

中毒，多次重開

兩年前重開

限本校，校外需先用本校帳號，建立VPN連線

至今又已累計三萬多瀏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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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人才培育

1) 詹珉誠 (博四，現為美國ON.Lab Ph.D. Intern)

 AT&T局端資料中心CORD主要研發者

 10月將成為ON.Lab全職工程師

 ONOS貢獻全球排名第9

2) 黃秉鈞(碩班): 

 Mininet貢獻全球排名第7

 OpenWrt OVS貢獻全球排名第1

 Ryu貢獻全球排名第2

 ONOS貢獻全球排名第51

創立SDNDS-TW (台灣SDN開發者社群)

3) 卓家璘(碩班): Ryu貢獻者全球排名第34

4) 林則言(碩班): ONOS貢獻全球排名第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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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 Global SDN-IP Deployment (1/2)

參與全球SDN網際網路佈建計畫 (與國際接軌)

白牌硬體與開源軟體

 2016 Open Network Submit (ONS)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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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 Global SDN-IP Deployment (2/2)

NCTU Logo

交通大學與國際電信業者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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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S Voting Community 2016

教學觀摩 37116 voting members



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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