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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成功大學自然與工程科學領域的「應用物理與實驗」通識課程中，我們設計內
容涵蓋了運動學、轉動、電學、磁學、光學與量子物理等6大知識面向的9個省錢
又有趣的主題實驗，用以提升培養學生觀察紀錄與探索分析的科學思辨能力；並
經由45個展演實驗，以及約500頁的物理發展史與原理說明的PPT，增加學生對
基礎物理與科技發展的了解。

其中部分的課程是仿效美國Carl J. Wenning教授的探究實作教學流程來進行的。
根據我們所修訂的六個層次：1.發現式學習、2.互動式演示、3.探究式課程、4.探
究式實驗、5.假設性探究、6.實際應用，設計了我們的教學流程，以期培育選課
的學生的科學素養。我們也建立了FB平台讓學生們繳交實驗結果與報告，以增進
學生之間的互相觀摩的機會並促進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

在此報告中，我們除了分享教學成果之外，我們將以主題實驗五「一起來玩戰鬥
陀螺-陀螺儀的原理與應用」為例，展現探究與實作模式的教學過程，供給各校
觀摩。另外，我們也將分析並比較108-2與109-1”科學態度量表”的檢測結果，
探討學生的科學態度的變化情形；同時也將以學生的回饋意見，呈現教學的成效
與需要改進之處。最後是我們的省思與建議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3計畫目標

成功大學針對成功大學的另一大半學生族群，文、法、商、管，設
計、社科等非理、工科學生，開設了通識課程「應用物理與實驗」。

1. 利用成大物理系普物實驗室與物理演示實驗室等優越的場域，精
進現有的實驗模組，開授具有探究與實作內涵的通識課程。

2. 經由動手做實驗去了解物理學科的內涵，體驗科學之美，增加他
們未來與科技對話的機會。

3. 認識自然科學的語言、思維模式與相關工具，以增進未來與理、
工科出身的科技人合作的可能性，增強跨域能力。

4. 在大學階段為那些遠離科學的公民，補強現代公民所必須具備的
科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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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學生前、後測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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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分析

大部分的學生都說這一門課是有趣，又能學到知識，真正有收穫的通識課。

7XXX5

前測: 從高中就對物理有興趣，課程特色為可以讓沒有修普物的
學生體驗物理，希望透過課程獲得實際操作與執行物理實驗

後測: 這個學期做了很多物理相關的實驗，因為自己以前高中念
的是自然組，其實一直對物理都很有興趣，但因為大學最後念的
是管理學院，變得很少接觸物理了，覺得很可惜，所以非常開心
能修這門課讓我繼續接觸我非常喜歡的物理！

7XXX1

前測: 課程規定, 實驗課感覺不錯，課程特色為(可以做實驗, 
沒有考試很棒)，希望透過課程獲得實驗科學上物理上的了
解，有趣的科學,而不是死死的文字資料。

後測: 謝謝老師與助教這學期的陪伴，好久沒遇到這麽無憂
無慮又可以學習的課了

7XXX6

前測: 想做物理實驗因為本系沒有，課程特色為動
手做實驗，希望透過課程獲得實作的能力、了解實
驗目的

後測: 難得在成大能修到輕鬆又能學到知識，真正
有收穫的通識課

6XXX0

前測: 缺學分,希望多碰物理，希望多碰實驗器材，
課程特色為麻煩、累，希望透過課程獲得如何消除
誤差,如何寫論文

後測: 很棒的一堂課，沒有可以抱怨的地方。

108-2 學生前、後測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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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XXX3

前測: 高中的時候就是自然組的，對自然小有興趣，聽同學介紹
這門課的實驗很有趣且不會很難懂。，課程特色為因為室開給沒
有修過物理實驗的同學上的，由高中的課程延伸，了解生活中基
本的物理。希望透過課程獲得探索生活中的物理,主動了解相關
科學知識

後測: 這堂課非常有趣，讓我們學到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物理，當
科學碰上生活就不會那麼的無趣，謝謝老師這個學期的用心講課，
也很喜歡助教在旁邊隨時給我們幫助，這堂課我覺得上的很開心！

8XXX9

前測: 想要在通識課多學一些和本系課程有些不同的東西,嘗試
接觸不同的領域, 增加自己的視野.，課程特色為有比較基礎的
物理觀念及實驗教學，希望透過課程獲得操作實驗, 紀錄與分
析數據，了解物理知識應用到生活的哪些層面, 對於各種物理
現象有更深入的認識

後測: 覺得能接觸到很多新的東西很有趣，同時也了解到了科
學與日常生活的關連性。整體負擔並不會太重，能讓一些原本
不專精於此的同學能有一些基礎的觀念。

7XXX5

前測: 覺得實驗應該蠻有趣的，課程特色為每一節課都能動
手做實驗，希望透過課程獲得多認識生活中的物理知識

後測: 這節課輕鬆又愉快，還可以學到東西！很棒！一定會
推薦給身邊的每個人的！

7XXX6

前測: 同學推薦, 加上自身對這門課非常感興趣(聽說會有很多
實驗課) ，課程特色為能夠親自動手做實驗, 了解物理原理，
希望透過課程獲得對於物理至少有基本認識, 希望能夠通過一
個個實驗了解物理奧秘, 提升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

後測: 這門課讓我獲益許多，雖然教授有時候的講解不太清楚，
但他讓我們操作的實驗非常有趣！我認為親手操作實驗比看
書上的實驗有趣多了，希望下學期還能抽到類似的通識課！

7XXX1

前測: 做實驗, 同學推薦; 想實作, 運用物理理論, 觀察結論, 因為
原科系與物理相差很大沒機會接觸物理相關課程;

後測:  這學期跟著老師一起實際動手做了許多實驗，也借由老
師上課的講解和報告去更了解各個實驗的觀念及理論，我認為
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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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XXX8

前測: 想接觸不同領域的老師, 課程,事務因為本身是一類組的, 若不特別去接觸, 
根本不會有機會，課程特色為物理生活化在生活中發現物理，希望透過課程
獲得對生活中的科學更加的敏銳

後測: 為什麼會選擇這堂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是一類組的學生，現
在的課系是法律系，也就代表，我已經很久沒有機會可以接觸到相關理科的課
目或是資訊等等，更不用說未來了。但也不想從此與理科無關，仍會對一些理
科相關的課普、新知、應用有興趣，但絕對不是要認真來上課、研究，不然我
幹嘛去選一類。這堂課就是剛好符合全部我的意願和需求，所以我就來選了。
上完一學期後，真心覺得這類型的通識，真的很棒，很適合非理科的學生來接
觸很久沒有辦法接觸的事物，而我覺得，也因著老師和助教的認真，這門課是
充實的。謝謝老師、助教，而這堂課真的有很大的意義，對於需要的學生。。

衝著這位法律系學生的回饋，應用物理與實驗這門課
就值得繼續開下去，團隊也會繼續努力精進課程內容。

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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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課程的建議：

少部分的學生希望：內容分量偏多；可再簡單一些；少講一些原理；
不要拖延到下課時間；線上課程效果不好。

76087

前測: 同學上學期有修過算推薦，加上上學期修的實驗課不算非常非
常有挑戰性，所有想改選看看其他課程。，課程特色為做實驗，希望
透過課程獲得學到較專業的科學知識，不期不待 不受傷害

後測: 線上課程的影片品質不太好，另外可能是因為疫情加上課程的
安排，一學期橫跨普通物理的所有內容有點太多，後來實體課程因為
進度關係也時常會晚下課，或許可以適當壓縮部分課程。

81394

前測: 想要跨越不同領域, 整天跟那些莊子孟子在一起很無聊，課
程特色為根據網路上描述為相當基礎, 給文組入門接觸的課程，希
望透過課程獲得物理實驗的經驗, 希望能有機會跟我本科專業結合、
簡單物理知識
後測: 我覺得阿，盡量可以在課堂上全部完成，作業不要有，因為
這東西好麻煩，另外期末報告可以給多一點方向，題目找好久都
找不到適合的，有點頭痛。

75021

前測: 想做實驗，想學習時做的課程, 也想嘗試不同跨域的
課程，課程特色為能認識更多於科學相關的內容, 也能動手
實作不同的實驗，希望透過課程獲得學習到很多的科學常
識以及生活上科學的運用

後測: 助教都很棒，每次我們組都有很多疑問助教和老師
都會幫我們回答～ 但希望不要那麼深奧的東西 對商科學生
來說有點難

71168

前測: 高中喜歡做實驗 , 名字聽起來很有趣 想學跟設計相差較
大的課

後測: 原理部分有點無聊 實在聽不下去哈哈另外我覺得線上
課程真的很不優 還有有時候需要考慮一下我們會有的環境再
安排實驗作業會更好 :)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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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學生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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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分析

本課程廣獲非理工科的學生肯定，說這一門課是有趣，又能學到知識，真正有
收穫的通識課，但仍有部分內容偏難、分量偏多，拖延到下課時間的問題。

109-1 學生修課的心得

6XXX1管理學院
這學期初選擇這堂課一開始的動機是想做做看物理實驗，因為四年
都在管理學院，做實驗的機會基本是零，高中的時候因為課程緊湊，
也幾乎沒有做過實驗，只有簡單的靜力平衡和滑車打點實驗，因此
趁著在成大的最後一年來體驗一下物理實驗。

一開始聽老師講一整大段的物理原理和公式，是真的很吃力，
尤其高中的時候物理也不是學得很好的科目，看著PPT上各種代號和
符號，真的像在看天書，但自己做過實驗之後，帶入實驗數據驗證，
就覺得親切了許多，雖然計算的部分還是讓人瞬間想放棄，但當看
到自己組的數據圖和老師給的相似，真的感受到了滿滿的成就感。
….

8XXX1社科學院
上完這學期的課程以後，某些高中的物理知識被重新喚醒了，雖然高中
沒有很喜歡物理，但在這三個多月，完全沒有高中時學習物理那樣痛苦，
比起高中死板的教學，老師教我們更多的是實際上的應用和操作，利用
一些基本物理知識，經過實驗驗證以前物理學家提出的理論和定律，我
覺得這是一堂非常有趣且有用的物理實驗課，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個
手機的app(phyphox),學到了如何用手機也可以做實驗與測量數據，最後
謝謝老師和助教辛苦的準備課程實驗和講義！

6XXX5規劃設計學院
上完一學期的課，跟當初選課時所有的緊張相去甚遠，本來以為這
會是ㄧ堂很硬的實驗課，需要做一大堆報告或是一大堆實驗，其實
不然，整個上課模式很輕鬆，能夠先經由老師講解有初步的背景知
識，再經由有趣的實驗將剛才的知識加以應用，其中最有印象的實
驗便是戰鬥陀螺的實驗，特別是讓人熱血沸騰的競賽讓大家更能參
與其中，本來在家測試的時候，我們的陀螺都蠻穩定的，但比賽時
因為發射器的不穩定導致很早就輸了，覺得很可惜。

8XXX4(醫學院職能治療系)
…另一方面是對於這堂課的第一印象，聽到教授說每個實驗結束之後都要寫
實驗報告，還有期中要交出小論文，這兩件事情聽起來都不算是太有趣的
事情，但是因為班上的同學也有修這堂課程，在他們的勸說之下，我也就
硬著頭皮努力聽聽看我能否消化課程內容。還記得第一堂課是教相機的原
理，這讓愛好攝影的我大大的產生興趣，並且幫助我更清楚單眼成像背後
的原理為何。漸漸的我發現這堂課程的用心之處，課程設計著重在生活上
的應用，透過結合生活中的科學來告訴我們這些現象背後的物理原理，雖
然講解過程有些艱澀難懂，但這讓我發現原來物理即是生活的一部分，在
之後每一次拿起相機拍照、和朋友玩陀螺、使用電磁爐煮火鍋，甚至是看
著午後灑落草地的陽光，都會讓我不斷地想起在這堂課中所做的有趣實驗，
我想，這就是我在這堂課程中最寶貴的收穫。真的非常感謝教授以及助教
的教導與付出，顛覆我對於物理的印象，讓物理透過實驗變得豐富且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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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五位選課學生的心得報告

8XXX2(外文系二年級，學期成績全班最高分)
回想最初選擇這門課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缺這方面的通識學分且不排
斥動手做實驗。上網查了查課程評價後覺得還可以接受就選了，….我
覺得自己跨出舒適圈去嘗試了自己並不那麼擅長的事物。…
儘管我們的組別曾經因為實驗誤差與其他組別相差太大而被排除在數
據之外，這也讓我們養成了細心謹慎的實驗態度。在之後的實驗中，
只要有任何的不了解和不確定，我們一定第一時間舉手發問。非常感
謝老師和政維助教一學期以來的悉心教導與幫助，尤其是政維助教不
厭其煩的解說、從旁協助和鼓勵。…
我是個喜歡探索新知的人，在文學中，每讀一個作品就如同進入不同
的世界中，我也疑惑過，究竟物理實驗也能否帶來如此新鮮、有趣的
體驗？答案在經歷過一學期後自然而然的浮現出來：它能！從學期初
的無感，到之後逐漸發展出的期待。我其實漸漸開始期待每周會做什
麼實驗，又有什麼沒看過的物理實驗等著我們？上課的教室總被我比
喻是個神奇百寶箱，各式各樣的實驗器材都有。曾經對於讀過三類組
的我來說是既痛苦又熟悉的物理公式，搖身一變成不同的、好玩的實
驗。這學期中我最喜歡的實驗是「用桌遊來學三用電表」，看著一個
個的零件被我們組裝成一個個不同但都可以運作的電路，感到有趣的
同時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但整體來說，這學期的上課經驗令我很享受（除了期中的小論文地
獄），之後我也會推薦學弟妹來上這堂課的！

8XXX2(外文系二年級)
高中是社會組的我其實根本把理科忘得一乾二凈，上課前都會
有一點壓力，但第一堂課之後，我發現跟我想像的上課方式不
一樣。沒有高中死板的觀念或是要死背，老師用實驗的方式讓
我重新認識物理，讓我知道生活中有什麼是物理的應用。這堂
課開給非理組科系真的是福音誒嗚嗚。我真的從沒想過可以再
次接觸到物理，甚至慢慢覺得有趣。老師跟助教都人有夠好的，
每次我都問一堆蠢問題但是助教還是很有耐心的回答我。印象
最深刻應該是在教電的時候，我拼那個積木拼的超開心的，也
重新複習了跟電有關的知識。還有寫小論文，雖然對我來說真
的是超級難的，但我很努力寫出來了，也是一個難得的體驗。
改裝陀螺也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第一次玩陀螺這麼認真哈哈
哈。我們這組改裝到超級晚的，最後比賽上面直接脫落還可以
拿第一名真是有夠扯。用一些日常的小東西讓我們去思考學習
物理，正是這堂課吸引人的地方，讓理科白痴都可以覺得有趣
好玩！如果要說可以給這堂課的建議，那就是一定要繼續開下
去啊啊啊，沒有上過這麼好玩的物理課。每堂雖然不能翹課，
但做實驗真的好好玩！也因為這堂課，認識了一些人，上課變
得更加有趣。最後再次謝謝教授以及助教一學期的教導及幫助，
辛苦了！

五位文學院學生的成績都在前標，且最高分是外文系二年級的學生。
可見此一套課程內容，對非理工科學生是相當適用的，當然這幾位文
學院的學生都是相當認真且用功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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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XXX2(中文系三年級)
相較於單純紙上談兵的理論課程，我認為親自動手參與實作的實驗課程更能幫助我
理解和記憶這些基礎的物理知識。這門課程除了讓我溫習了高中時曾經學過的內容
外，我也學到過去不曾接觸過的新知，以及更深刻的理解了它背後的原理。
我認為從日常生活中常接觸到的相機作為課程切入點，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難度
既不會太高又貼近生活，能適度引起學生的興趣，也讓未來有意願學習相關攝影課
程的我對於相機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也為未來的學習提前做了一些準備。
因為我在高中時就一直是文組，本來覺得這門課程的難度非常適合我這種對基礎物
理一知半解的文科人，直到課程進行到了「垂直衝突球」小論文作業，這個部分的
難度實在是有點超乎我的預料之外，也讓我再一次體會到高一時被物理作業支配的
恐懼。但是其他部分的課程內容和難度都讓我非常適應，既能學到知識，也不會對
本就繁忙的日常必修課程造成壓力。
說到作業就想到課堂上的學習單，希望未來學習單的問題能以引導式問答的方式進
行設計，這樣學生們比較容易能抓到答題方向，也能更快速的理解老師希望我們在
課程中學到的重要知識。
總的來說，在這門課的學習過程中，讓我一直是感到非常滿足的，因為課程內容會
結合許多有趣的生活常識，也能很好的引起我的興趣，讓我不至於因為滿滿的公式
和計算感到頭昏眼花，希望我未來在觀察各種生活中的現象時，能更好地應用這門
應用物理的所學，也提醒我看事物時不只要觀察其表象，背後的原理也是非常值得
探索的領域。

7XXX2(中文系三年級)
可以感受到老師的教學熱忱，也很努力地想要激發起大家對科學的興趣，不過在課
程的某些方面，我覺得應該還有可以改進的空間：
1、希望學習單上的問題可以描述得更清楚、更具體一點，如果能夠提供引導性作答，
提示一下回答的方向那就更好了。
2、還有時間分配的問題，前幾堂課都有拖到下課，老師可能在規劃課程內容時，就
要先預留一些彈性時間（至少要有十分鐘），這樣做實驗時才不會太趕，..。
3、最後是期中的小論文，我覺得對於文組生來說，一人一份小論文的負擔有點太重
了，如果能改成一組一份的話可能更好，大家互相分工，感覺也會比較輕鬆。如果
怕有人不做事的話，可以請同學另外附上分工表。

6XXX7文學院
當初在選課時，因為我發現課表上大部分已有的課程都是與文
學及語言相關，覺得課程類型太過單一，所以在填選通識志願
時就盡量選擇了平時不太會遇到的課程。也因為我以前時不時
會看一些科學的雜誌和Discovery的科學節目，但有些理論不是
太難理解，就是比較難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所以當我在這門課
的課程大綱看到「這是一門是專門為文學院、社科學院，管理
學院以及規劃設計學院的學生所開授的科學探索通識課程」這
句話，以及課程內容含有實驗操作時，當下便心動了。
上課前我對課程中「戰鬥陀螺改裝」的部分最感興趣，覺得這
是一個結合理論、實證及競爭趣味的很棒的課程設計。而在上
過課、將學習到的理論實際套用在操作時，我才發現，雖然要
在沒有精確器材下做出與理論相符的結果有點困難(譬如:找到
重量及大小都合適的改裝配件)，但這種不斷實驗、不斷改進的
過程十分有趣，而當我發現理論預期的結果真的在實作中應證
時，那種驚奇感更是我原先選課時沒有預料到的。
但這門課裡面也有一些我覺得理解起來比較困難的部分—主要
出現於光譜的觀測。我想，可能是因為我不確定自己在測量儀
器裡面看到的是不是正確的(因為每組同學看到的好像不太一
樣)，再加上我原先就對光和折射相關的理論不是很熟悉，所以
在操作這項實驗時會感到比較困惑。但很謝謝老師和助教一整
個學期的協助和解說，可能因為我們這組都是從高中開始便一
直待在文組的外文系學生，在理解科學方面的理論時會遇到較
多困難和不足之處，但因為有老師和助教不厭其煩地特地為我
們講解和檢驗實驗結果，我們才能順利地完成了這麼多實驗主
題。這堂課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經驗，也是我這個文學院學生
在大學生活裡第一次真正接觸了科學的相關課程，真的非常難
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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