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1) ISSN 2075-2717 

128 

 

利用 Moodle 訓練科技觀察之輔助教學方式 

Training of technology articles reading on Moodle platform 

高誌陽 

Chih-Yang Kao 

銘傳大學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Ming Chuan University 

摘要 

為了訓練學生利用網路電子資源閱讀專業電機電子資訊科技新聞，利用 moodle 的討論

區做為閱讀心得分享的工具，不但可以要求學生於課餘閱讀專業技術人士所撰寫的文章，

更可以提前讓學生訓練未來進入研究所或是科技公司實需要閱讀的 IEEE 專業論文。在這樣

的電子教學平台訓練之下，學生獲得專業文章閱讀之啟發和帶領，對於老師教學上也可以

引起學生對於課堂教授內容的興趣，進而改善學期成果。 

 
關鍵字：Moodle，線上教學平台，電子工程 

 

Abstract 

Using discussing regions of Moodle to lead students reading the professional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articles can improve the abilities of understanding on high technologies and can 

increase the passion on studying knowled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The 

brief reading IEEE journal articles are also required in this Moodle platform to make students 

early prepare the training for the future researching jobs or graduat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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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對於工程學系的大學生來說，理論和實務的結合是協助學生增加學習動力的主要原因

之一，現實生活中，是否有與課堂上所提到的理論相符合，將引發學生更深入的去探討理

論或是物理現象發生的原因。在網路以及資訊發達普遍的狀況下，一般人接收新的資訊不

外乎由電視或是網頁中獲得，雖然可以大量的或得新知，但是這些大量的資訊或是新聞是

否描述正確，目前也是許多網路文化議題正在探討的內容。如果一般的工程學系的學生，

利用上述所說的新聞和網頁資訊來獲得學習時所要的知識和訊息，在專業科系對理論的要

求下，其新聞的正確性和切確性將會是一大隱憂，如有不適當的敘述，甚至會造成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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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理論學習上的懷疑或是對課堂上老師所教授的內容不願意接受，導致學習成效無法更加

進不，當然也會影響到老師的教學品質。 

因此如果可以引導學生閱讀較為正確的新聞以及科技時事，將會輔助學生在學習上的

對專業技術或是名詞的了解，也可以讓理論在學生的心目中更接近實務。在 Moodle[1]的平

台上，有許多適合引導學生閱讀專業新聞或是文章的工具，討論區就是一個引導學生分享

所見所聞的功能。在要求學生自己尋找有興趣的專業新聞後，分享對新聞的感覺和心得，

引發其他學生的共鳴和討論，以期待理論教學可以有更順利的過程。於固定的閱讀專業新

聞後的分享行為，讓每個學生於閱讀科技文章的能力有逐漸提升，並且可以訓練撰寫科技

文章的基本能力。本論文第二單元將介紹大多數人閱讀科技新聞的習慣和過程，第三單元

介紹科技論壇的效應，第四單元對於專業科技新聞以及專業科技論文閱讀上的優點做介

紹，第五單元提供 Moodle 上執行專業科技新聞閱讀換撰寫心得的關節數據和影響，最後給

與結論。 

2. 科技新聞閱讀觀察 

對於一般工程科系的學生來說，獲得科技新聞或是知識最常接觸的管道不外乎三種，

電視、網際網路以及課堂上，其中因為資訊科技的發達，網際網路會是最容易接觸到各種

科技新知的來源。圖 1 為一般學生常用的入口網站之網頁，左圖為 yahoo.com[2]，右圖為

google.com[3]所呈現的網頁，如圖所示其中的新聞種類有許多種，科技也是其中一項主要項

目。這些科技新聞大多為入口網站收集各家平面新聞以及電子媒體公司所撰寫的新聞稿，

雖然每一篇科技新聞都是由新聞專業的記者所撰寫，但是畢竟科技技術或是科技相關敘述

並非一般人可以描述的清楚，所以即使專業的新聞記者參考了許多的文章後所撰寫出來的

新聞，在科技相關的老師眼中，仍不夠達到可以清楚闡述技術的門檻，並且擔心如果學生 

  

 圖 1 一般大學生所使用的入口網站新聞網頁 

  

 圖 2 科技新之於社群網站分享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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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了在入口網站上所刊登的文章，可能會對技術有所誤解或是產生喜惡，並影響到教學

和學生學習的興趣。 

社群網站的迅速發展，讓所有的人可以在社群網站上立即分享或是發表自己所見所

聞，在經由入口網站的新聞閱讀之後，獲得新的科技資訊和知識，可以立即運用社群網站，

如 facebook[4]，如圖 2 所示，圖中有網友分享 google map 推出台灣版及時路況的資訊，在

這樣的傳遞訊息之下讓更多的的人閱讀到新聞，也可以造成討論和回應，引起話題和對科

技技術的重視。 

對於社群網站而言，主題性並非其主要功能，因此許多學生為了獲得較為集中話題或

是主題的新聞或是技術知識，會去尋找專業論壇做為新知識獲得的其中一種方式，如圖 3

所示，mobile01 為國內知名之電腦以及通訊相關產品介紹以及使用心得的論壇網站。在這

樣的論壇中發表自己對於電腦與通訊科技新知的看法，更可以分享其使用心得和未來科技

的預測，使得很多的問題可以在這裡獲得基本的關碾解答或是知識的獲得。但以這樣的論

壇網站而言，畢竟仍是基本常識或是非專業人士的說法，也無所謂的審稿制度，單純只是

口語上的論述，難免會使得科技相關的學生在閱讀此論壇文章時，無法百分之百的確認其

專業知識和論壇文章之間的相關性和正確性。 

若要說到專業的文章，有許多的專業雜誌或是產品介紹文章在網路中，如圖 4 為例則

為一專業介紹產品或是電子資訊技術之網頁，大多為專業記者對於科技新知的撰寫，和入

口網站的科技新聞不同，可以將許多的圖和文一起介紹給讀者，由於專業的文章撰寫者，

也會有參考資訊和廠商的正式相關訊息，另外這樣的部落格，仍可以接受讀者的詢問或是

反應，提出意見和問題，讓這樣的新知可以一直回應下去，產生迴響，造成知識的傳播。

學生在這樣的網頁中，獲得新資訊和知識，皆是很好的習慣。但實質上，大多為產品的介

紹居多，如果需要技術發表或是技術深入介紹，則在此類的部落格中，鮮少出現，當然，

資訊電子相關的學生如果要獲得更專業的知識，則無法在此吸收，實為可惜。 

3. 專業電子資訊新聞 

3.1. 電子工程專輯 

為了引導學生隨時可以獲得新的電子資訊科技新知，並且更專業的內容和文章，電子 

  

 圖 3 資訊產品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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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專業科技新知部落格 

工程專輯[5]成為推薦學生閱讀的新聞文章，如圖 5 所示，從圖中可以簡單的觀察到，對於

科技名詞，電子工程專輯皆是以原文的方式呈現，例如圖中的 4G 以及公司的原始名稱，較

沒有一般新聞稿上面翻譯的問題，因為過多的翻譯內容和名詞，會導致學生在吸收這樣的

科技新知後，和書本上所學的或是課堂上老師所提到的相關內容無法連結，這也是本篇論

文中所強調並且推薦學生閱讀的原因。此新聞網頁除了報導新聞之外，還有專業技術文章，

這些專業技術的文章皆是介紹專業名詞的基本技術，讓讀者在閱讀新聞時，如果無法立即

了解新聞的名詞或是技術，還可以藉由這些文章了解技術層面的說明和真正的運作方法。

並且，這些專業技術文章的撰寫者大多為科技公司的高層人士所撰寫，並且經由電子工程

專輯的編輯審稿才刊出，如圖 6 所示。 

 

 圖 5 電子工程專輯網頁 

 

具名並且是
科技公司重
要人員

 

 圖 6 電子工程專輯文章中作者屬名之範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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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IEEE 電子資源網頁 

 

 圖 8 高年級學生閱讀之專業期刊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以及 IEEE Spectrum 

3.2. IEEE 期刊閱讀 

對於高年的學生，在教學的過程中，已經更能接受專業文字描述的敘述，經過低年級

於電子工程專輯文章上的輔助，到了三年級甚至研究所的學生，所要求課外閱讀的文章已

經可以是專業論文，因此於教學的過程中利用學校圖書資源中的 IEEE 資料庫[6]，要求學生

利用這樣的電子線上資源，搜尋學生感興趣的文章。可以更加強學生對於英文科技新聞的

閱讀，讓學生不只在課本上閱讀得到英文文章，也可以利用輕鬆的方式了解一個簡單的技

術介紹或是產品。其 IEEE 電子資源的網頁如圖 7 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到，和一般的入口網

站一樣，可以利用關鍵字搜尋感興趣的文章，或是依據老師建議的期刊閱讀，圖 8 為 IEEE 

communication magazine 和 IEEE Spectrum 兩本專業期刊。由於本人所教的科目與通訊和電

子有較高的相關性，指定學生閱讀此兩份期刊也期待引導學生未來升學甚至進入通訊電子

相關產業之前可以了解市場趨勢和培養基本的專業技術閱讀能力。對於文章的選擇以及內

容閱讀的量，於課堂上建議學生以單面的文章或者是只要單純的閱讀論文中簡介

(Introduction section)的部分，如圖 9 所示，圖中利用紅色線索框出的範圍則為建議學生閱讀

 的部分，另外，圖中也可看到 IEEE Spectrum 雜誌則較多一頁文章，以這樣的閱讀範

圍主要還是期待學生對於專有名詞以及技術演進有初步的了解，並且由於簡介部分原本就

是一篇論文中撰寫得最好的一部分，讓學生了解英文文章的撰寫方式，提供未來使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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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IEEE 論文閱讀之建議範例 

4. 輔助教學成果 

利用銘傳大學所提供的 Moodle 教學平台，除了可以將教材上傳以及利用平台收取做業

之外，另外一個對於課堂以外協助學生解惑或是教師推廣課程概念的工具就是討論區，由

於通訊以及電機相關的課程在教學上較多為數學推導以及電路分析，如果在 Moodle 的討論

區上要做到很完整的討論並非易事。而討論區基本上是一個可以讓課程延伸到生活上的一

個很好的工具，所以本篇論文使用討論區不做數學推倒也不做電路分析的討論，而是做為

 科技技術以及電機資訊新聞的討論區。利用前面章節所介紹的電子工程專輯以及 IEEE

期刊做為學生每個星期建議研讀的範圍，以要求學生訓練自己的專業文章閱讀能力以及對

專業技術的靈敏度。圖 10 為銘傳大學 Moodle 上使用討論區做為電子工程專輯文章閱讀以

及心得分享的討論區網頁，課程上美洲要求學生要閱讀一篇科技新聞，提供網頁連結，並

且依據不同的年級撰寫不同要求的心得，例如一年級只要撰寫 20~50 字，二年級撰寫 50~100

字，三年級撰寫 100~200 字，其討論區畫面以及心得分享知畫面如圖 11 所示。 

經過三年在 Moodle 上實行這樣的輔助教學方式之後，可以發現學生從開學到學期結

束，對於新聞的靈敏度有逐漸提高，並且選擇的文章越見其深度，也在心得的分享和撰寫

過程中願意運用專有名詞撰寫心得。於心得中的口語化形容詞，例如:科技越來越進步、人 

  

 圖 10 Moodle 討論區於每周使用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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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利用 Moodle 討論區發表電子工程專輯新聞閱讀心得畫面 

類生活越來越方便，….等，隨著學期進行，這樣的語句也逐漸減少，以大一學生為例，約

略估計由 90%降至 70%。在大三所訓練的 IEEE 專業英文文章的閱讀訓練下，讓畢業並且升

學就讀研究所的同學感受到可以很順利的開始閱讀研究所指定之論文閱讀文章，這也是利

用 Moodle 訓練科技文章閱讀所獲得的成果。 

5. 結論 

經由銘傳大學所提供的 moodel 線上教學平台，可以訓練學生利用網路電子資源閱讀專

業電機電子資訊科技新聞，不但可以獲得閱讀專業技術人士所撰寫的文章，更可以利用

Moodle 練習學生未來進入研究所或是科技公司實需要閱讀的 IEEE 專業論文。在這樣的電

子教學平台訓練之下，學生獲得專業文章閱讀之啟發和帶領，對於老師教學上也可以引起

學生對於課堂教售內容的興趣，進而改善學期成果。未來於討論區上如果可以由老師引發

更多的專業討論，將可以引發更多的創意和研究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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