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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即將於107學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國、高中新增了「資訊科技」
必修科目八學分，以因應未來人才培育之需求。為使課綱能符合不同學生需求，
並提供教師教學的彈性，已公布的「資訊科技」課綱草案力求精要，避免使教
與學流於僵化。由於課綱的學習內容僅臚列學習主題，而主題中究竟應涵蓋哪
些重要概念則付之闕如，為使教師或教科書作者更易掌握教學重點，本研究以
大慧調查法聚焦專家的意見，歸納專家們認為在「資訊科技」科目學習中所應
包含的重要學習概念。研究者首先邀請6位學者專家根據課綱，發展出包含117
項學習概念之問卷初稿；接著邀請21位專家進行三回合的問卷調查，最後共有
92項概念達高度共識；未達高度共識概念則依照專家問卷回饋意見，探究其可
能原因並提出教學相關建議。本研究所得結果可提供未來「資訊科技」科目教
師教學、師資培訓、教科書撰寫、及教材發展之參考。
關鍵詞：十二年國教、資訊科技課程、重要學習概念、大慧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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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Learning Concepts for the New Computing Curriculum in Taiwan
Secondary Schools-- A Delphi Survey

By
An-Tsu Wang

The new computing curriculum for Taiwan secondary schools is scheduled to
launch in 2018. To provide teachers with great flexibility, the curriculum only
outlines themes and topics for students to learn, without further details on key
concepts to be covered. It will certainly be a challenge to the textbooks writers and
the computing teachers to decide which concepts to teach and which to skip. This
study intends to give suggestions for the "key learning concepts" to be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The Delphi technique was employed to collect different views and
derive consensus from a panel of twenty-one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experts,
including computing teachers in schools and professors in universities.
The first draft of Delphi survey questionnaire consists of six themes
(programming, algorithms, data representation,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IT
applications, IT and human society) and 117 learning concepts developed from the
computing curriculum. After three-rounds of survey, the expert panel derived 92 key
learning concepts. Concepts which are not yet get consensus from the experts had
been examined and provided recommendations for when included in learning. The
results serve as useful references for computing teachers and textbook authors when
implementing the new curriculum.
Keyword：Computing curriculum, Secondary schools, Learning concepts, Delphi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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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資訊化社會的來臨以及資訊科技的不斷進步，資訊科技產品之使用已
漸普及於社會大眾生活之中，資訊素養與技能儼然已成為人人生活中必備的條
件。如何使國民具備生存於資訊化社會及因應資訊科技發展的知能，遂成為各
國教育的共同議題。
資訊科技能力之培養在世界各先進國家中皆備受重視，同時中小學階段之
資訊科技課程亦漸落實於各先進國家，然而資訊科技課程除了學習資訊科技工
具使用外，作為一門科學課程，內容應亦需包含資訊科學的內涵，藉由了解資
訊科學原理，培養學生應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與職業問題的基本能力。因此，
除重視資訊科技相關知識與技能外，近年來大都藉由電腦科學 (資訊科技) 課
程實施，期望培養學生具備「運算思維」之能力。
「運算思維」自 2006 年被 Wing (2006) 提出以來，此概念不斷地在電腦科
學界被討論，並在教育上有許多應用，舉凡美國電腦科學教師協會 (Computer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國際教育科技協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大學先修電腦科學 (AP Computer Science) 課程、英
格蘭的運算 (Computing) 課程以及澳洲的數位科技 (Digital Technology) 課程
等，都開始強調關於運算思維的能力養成，足見各國資訊教育對於運算思維能
力的重視。
台灣於 2004 年實施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將資訊科技列為重大議題，
將資訊教育的重點放在資訊科技工具的使用與邏輯思維之養成，目標為使學生
能利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與學習問題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3) 。在最新提出
的科技領域課程綱要 (教育部，2016) 中，於資訊科技課程內容納入許多關於
運算思維能力培養之規劃，期望我國學生能透過修習資訊科技課程，養成運算
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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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惠淇 (2014) 之研究便是基於我國資訊科技課綱雖預計規劃以運算思維
能力培養為主軸的課程，對其內涵及重要學習概念卻無一專家認定之準則，故
盼藉其研究能對學生運算思維能力之培養有所幫助。然而，在建立運算思維能
力指標後，面對新的課程綱要，現場教師們，乃至於編撰教科書的個人或小組，
都仍需要重新針對資訊科技課綱中的內容與概念有全面的了解。
我國科技領域課綱草案 (教育部，2016) 將資訊科技課程的學習重點分為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向度。「學習表現」指學生在核心素養 (知識、
情意、技能、能力) 的具體表現，是教師評量之依據；「學習內容」分為六大
類別，其中列出各年級之重要知識主題，作為未來課程設計、教材發展及教科
書編撰之依據。然而依照目前課綱所規劃之架構，學習內容所列出的項目僅為
教學主題，例如「程式設計」類別中的「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能及應用」，
對於實際授課內容並未多加詳述其具體概念或給予建議。
由於新課程已不同於過去以資訊科技應用為主，係以培養學生「運算思維」
為主軸進行發展規劃，若對於新課程之內容概念未有太多具體規範或建議，未
給予輔助指引，可能造成教科書編撰者或實際教學中教師對授課內容中重要概
念之認知不一，而導致課程教學內容混亂的情形。
故此，本研究著眼於新課綱實施前，能針對課綱所列的學習內容進行探討，
希望藉由專家的力量，建立一套學習概念以供編纂教科書者及現場教師作為實
務上的參考依據。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大慧調查法 (Delphi Survey) 規劃十二年國民教育「資訊科技」課
程綱要學習內容下的重要學習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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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第一節探究中小學資訊科技課程在世界各國之發展 (以美國、英格蘭、
澳洲為例) ，第二節則從我國「資訊科技」課程綱要角度出發，並討論其他國
家對我國「資訊科技」課綱研修之影響。第三節為針對「學習概念」之定義、
探討。第四節說明大慧調查法之進行概況、特色與實施步驟及適用時機等。第
五節則探討大慧調查法應用在課程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美國、英格蘭、澳洲中小學資訊科技課程
世界各先進國家目前於中小學階段教育皆已開設「資訊科技」課程，如：
美國、英國、德國、荷蘭、以色列、澳洲、日本、中國、香港等，其中美國、
英格蘭與澳洲等皆已於近年內研修之「資訊科技」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中明列
運算思維能力培養相關內容，而我國亦於 2016 年公布涵括運算思維能力培養
之課程綱要 (草案) 。以下將就美國、英格蘭、以及澳洲「資訊科技」課程內
容進行概述。

壹、美國資訊科技課程
美國電腦科學教師協會 (CSTA) 、國際教育科技協會 (ISTE) 以及美國大
學理事會 (College Board) 所提供的 AP 課程 (Advanced Placement，大學先修
課程) 皆針對「資訊科技」課程提出明確指引，並將運算思維能力納入課程核
心概念中，各課程指引概述如下。

一、電腦科學教師協會 (CSTA) 之 K-12 電腦科學課程標準
為了讓中小學生能學習應有的電腦科學知識與培養相關技能，CSTA 訂定
了 K-12 的電腦科學課程標準，認為中小學電腦科學課程應達到以下目標：學
生能瞭解電腦科學的本質和地位、電腦科學概念和技能間的緊密關係，並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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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使用電腦科學技能 (特別是運算思維) 於其他學科的問題解決活動，且能
擴增學校現在所提供之資訊科技課程及大學先修電腦課程 (CSTA, 2011) 。課
程包含五個重要面向，包括：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 、合作
(Collaboration) 、運算實作與程式設計 (Computing Practice & Programming) 、
電腦與通訊設備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s Devices) 、及社會全球與倫理
議題 (Community, Global, and Ethical Impacts) ；其中在運算思維面向的目標為
學生於小學階段時，能理解簡單運算思維之概念；中學階段時，能將運算思維
應用於問題解決，並將其視為一解題工具；當高中階段面對真實世界問題時，
能利用運算思維設計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

二、ISTE 學生資訊科技能力指標
美國 ISTE 提出國家資訊科技應用指標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NETS) ，範圍涵蓋學生、教師、行政人員、資訊支援人員及電腦教
師，期望能在學習、教學及領導面，利用科技來提升高層次思考技能。在學生
資訊科技能力指標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Students) 中，
明定以下六大能力標準 (ISTE, 2007) ：
(一) 創造及創新
學生利用科技展現出創意思考、建構知識、發展創新作品與步驟流程。
(二) 溝通及合作
學生利用數位媒體與環境進行遠距溝通及共同合作，包含支援個人學習，
並對他人的學習提供幫助。
(三) 研究及資訊之熟悉運用
學生使用數位工具，以蒐集、評估與使用資訊。
(四) 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及做決策
學生使用批判性思考技能，以計畫與進行研究、管理專題、解決問題，並
利用適當的數位化工具和資源做出明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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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數位公民
學生瞭解與科技相關的人類、文化及社會之議題，並能實踐符合法律與道
德之行為。
(六) 科技操作及概念
學生展現出對科技概念、系統與操作之良好認識、觀念、技術、制度及行
動。
ISTE雖未於此能力指標中明確提及「運算思維」，但已將屬於運算思維能
力之概念融入其標準中，例如：使用數位工具蒐集與評估資料、設計問題解決
步驟、有效地解決問題及探索不同的議題等。此外，ISTE (2011) 與 CSTA 共
同合作制定了 K-12 運算思維之操作型定義，同時提供運算思維相關教材資源
供各界參考。

三、College Board 的 AP Computer Science Principles
本課程著重在電腦運算 (computing) 的創新面向以及運算思維的實踐，旨
在幫助學生認識電腦科學的基本原理，學習電腦運算基礎技能，瞭解電腦運算
應用對真實世界的影響，以及培養學生程式設計素養而設計。
課程架構分為兩大面向，第一個面向為運算思維實作 (Computational
Thinking Practices) ，包含六個子項目 (College Board, 2014) ：電腦運算與我
(Connecting computing) ；製作運算作品 (Creating computational artifacts) ；抽
象化 (Abstracting) ；分析問題和作品、Analyzing problems and artifacts) ；溝通
(Communicating) ；以及合作 (Collaborating) 。第二面向為大概念 (Big Ideas) ，
包含：創造力 (Creativity) ；抽象 (Abstraction) ；資料與資訊 (Data and
Information) ；演算法 (Algorithms) ；程式設計 (Programming) ；網際網路 (The
Internet) ；以及全球影響 (Global Impact)等七個向度。新課程將於 2016 年秋
天實施，並於 2017 年 5 月進行第一次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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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課程是為鼓勵更多人能夠參與電腦科學以及其他STEM的學習，其重點
並不是要教授特定的程式語言或工具，而是幫助學生能應用資訊科技及程式設
計來解決問題及製作個人相關之作品。課程中冀望看到學生能像藝術家、作家、
電腦科學家、或工程師一樣，不斷的重複著進行創新方案的設計及執行。

貳、英格蘭資訊科技課程
英格蘭於 2013 年 9 月公佈的國定課程綱要，將原有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課程更名為電腦運算 (Computing) ，列為中小學必
修，自2014年起實施。課程內容包含三大要素：電腦科學、數位素養以及資訊
科技，目標在培養學生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3)： (1) 理解與應用電腦
科學的基本概念，例如抽象化、邏輯、演算法以及資料表示方法等； (2) 能以
電腦運算語彙分析問題，並具充分的撰寫程式解決問題經驗； (3) 能評估及使
用資訊科技 (包括新的或不熟悉的科技) 來解決問題； (4) 成為負責任、有能
力、有自信、及具創造力的資訊科技使用者。
在此課程中學生要學習的關鍵概念 (key concepts) 包括(Computing At
School, 2012)：程式語言、機器、及運算，資料與表示方法，通訊與協調
(coordination) ，抽象化與設計，以及電腦運算的相關概念。在學習過程中，學
生要經歷的關鍵過程 (key processes) 則是運算思維，包括抽象化 (Abstraction)
和程式設計 (Programming) 兩大項；抽象化包含了模型化、解構、及通則化，
程式設計包含設計及撰寫程式、抽象化機制、及程式除錯及測試等。學生藉由
此課程應學會下列內容 (Computing At School, 2012) ：演算法 (Algorithms) 、
程式 (Programs) 、資料 (Data) 、電腦 (Computers) 、通訊與網際網路，最後
則有進階主題供學生進行選修。除了課程標準外，課程規劃亦提供教師引導手
冊，包括課程規劃、教學、評量，並整理教學所需資源的相關連結等，以輔助
整個課程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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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澳洲 F-10 數位科技課程
澳洲課程、評量及報告局 (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Reporting
Authority, ACARA) 於 2013 年發布更新版全國中小學的課程綱要，其課程綱
要之目標為培養學生的語文、數學、資訊通訊科技 (以下簡稱 ICT) 、批判和
創意思考、個人和社交能力、倫理價值觀以及跨文化理解等基本能力，其中，
學生的ICT能力，應包含五項核心能力 (ACARA, 2013b) ： (1) 使用ICT時，
社會和資訊倫理之實踐； (2) 使用ICT進行探究； (3) 使用ICT進行創作； (4)
使用ICT進行溝通管理； (5) 操作ICT。
除此以外，在科技課綱中，明定了科技教育課程包含「設計與科技」和「數
位科技」兩科目，學習內涵皆包含知識與理解、過程和生產技術等兩類。數位
科技學習內容包括 (ACARA, 2013a) ： (1) 知識與理解：認識數位系統的組成
(軟、硬體與網路) 、資料如何呈現與結構，以及資訊系統的使用、發展、與人
之間的交互作用和衝擊； (2) 過程和生產技術：收集、管理和分析資料，並藉
由定義、設計、執行、評估、合作與管理等過程創造數位解決方案。
而在數位科技課程綱要中著重的兩個要點分別為『資訊系統』與『運算思
維』。前者在於數位硬體和軟體組成 (數位系統) 、資料、處理過程與那些藉
互動去創造、控制並溝通資訊的人們的結合；後者則是一個問題解決的方法，
包含各種可藉由數位系統實做的技術和策略。技術和策略可能包括邏輯性地組
織資料、把問題分解成許多小部分、定義抽象概念，還有設計並使用演算法、
模式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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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中小學資訊科技課程
我國教育部公布的十二年國教總綱 (教育部，2014) 中將「科技」設為新
的學習領域，包括「生活科技」及「資訊科技」二個科目，各八學分，分別為
國中六學分及高中二學分，國小階段「科技」課程融入各學科中學習。各科目
前已進行課綱之擬定，並於 2016 年公布科技領域課程綱 (草案) ，預計將於
2018 學年度開始實施。
「科技領域」課程綱要 (草案) (教育部，2016) 中陳述資訊科技課程的主
要目標為：透過「資訊科技」理論與應用，培養學生高階思考能力與重要關鍵
能力，包括問題解決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創造力及溝通表達能力等，以期能
面對 21 世紀中生活與職涯之挑戰。此外，課程規劃亦幫助學生建立當今資訊
社會中應有的態度，透過對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相關議題之了解，養成正確的
資訊科技使用習慣，遵守相關之倫理、道德及法律，並關懷資訊社會的各項議
題。
資訊科技的教育目標主要分為： (1) 國小階段：以認知、基本應用技能學
習為主，強調資訊科技與學習的結合； (2) 國中階段：以應用資訊科技解決問
題學習為主，強調資訊科技與生活的結合； (3) 高中階段：以資訊科學概念學
習為主，強調資訊科技與資訊科學的關係。而邏輯思維、運算思維的培養及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ematics) 理念的實踐，將貫穿
於所有學習階段。
資訊科技課程總目標為培養學生下列知識、技能及態度 (國教院，2013) ：
理解資訊系統之運作原理、應用及發展；應用運算原理與方法於解決問題；整
合運算思維與資訊系統於創作分享；實踐數位公民素養。
「資訊科技」的課程研修特別著重「運算思維」能力的培養。此次課綱草
案 (教育部，2016) 將學習重點分為四大面向，包括：「運算思維與問題解決」、
「資訊科技與合作共創」、「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及「資訊科技使用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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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用資訊科技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若能瞭解資訊科技解決問題的原理、原則、
及方法，將更有助於有效的解決問題。
我國最新課程綱要中，將課程分為六大類別，分別為「程式設計」、「演
算法」、「系統平台」、「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資訊科技應用」、「資
訊科技與人類社會」，各類別中再逐一列出學習內容。而「程式設計」及「演
算法」二類別之建議授課時數即佔總授課時數五成以上，與文獻回顧中其他國
家或地區的教學規劃類同，期望學生能藉由程式設計與演算法達到運算思維能
力培養之目的顯而易見。
如前所述，舉凡美國、英格蘭、澳洲等，近來之「資訊科技」課綱研修無
不將重點置於運算思維能力之培養，而我國此次資訊科技課綱研修重點也不外
於此，資訊科技課程的重點已不再只是資訊科技工具應用，重要的是學生能藉
由此課程的學習培養出在生活中運用運算工具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課程教學
內容之安排就更顯為重要。故本研究便希望能對課程教學內容之安排提出重要
學習概念建議，以幫助課程正式推行時能更順暢地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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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習概念
在課程的範疇中，「概念」被定義成一個有組織的想法，或是一個主題焦
點的類別 (Campbell & Harris, 2001) 。然而概念的學習並不是僅以知識拼湊就
可以達成，需要作一番的認知分析的工作，而概念陳述便是讓課程集中焦點在
該主題最重要且最具普遍性的觀點上。
進行概念陳述，與學習內容緊緊相關，而學習內容的選擇，多半都還是操
縱在教課書編撰者或授課者手中 (黃政傑，1989)，若此趨勢並未改變，針對新
課綱邀請專家進行課程主題下之學習內容的建議便有其必要。
而課程編寫團隊經常面臨一個問題：「何種知識是最值得學習的？」對此
問題， Campbell 與 Harris (2001) 提出有效的概念陳述具有以下五種特色： (1)
概念陳述應該做重要的「概括論述」； (2) 概念陳述應該要廣義； (3) 概念陳
述應該將焦點置於學習的內容而非方法； (4) 概念陳述的文字敘述雖然不多，
但應該要有助於定義單元的範圍； (5) 概念陳述應該要適合學生的發展程度。
吳慧珠、李長燦 (2003) 提到『概念是認知最基本的內涵，Vygotsky認為，
概念包含「自發的概念」：不經由特定的教育就能自然獲得的概念，與「科學
的概念」：有明確的定義，可藉由一套技術性的教育方式來教導學生學習。』
課程的規劃，便是要給予學生明確定義的「概念」，於簡短敘述中幫助定義單
元的範圍 (Campbell & Harris，2001) ，以進行既定主題的教授，達到課程綱要
所訂之學習目標。本研究中之學習概念即為科學的概念，應給予明確定義並藉
由技術性的教育方式來教導學生學習。
概念並非如何學習，而是學什麼，應為具體內容，且概念的陳述應該是幫
助單元範圍的定義，使單元範圍不至於太過廣泛而使課程規畫者或學習者如大
海撈針。關於課程內容則應以學生發展程度作為考量，因此「重要學習概念」
更是要考量學生的心智發展，為本次研究進行大慧調查問卷之主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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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實際的課程規劃中，課程綱要所提供之學習內容仍過於抽象，例如：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能及應用」，不同的人對此敘述均各有見解，若沒有
提出更一般化、明確的概念，恐會使現場教師及學生無所適從。因此需要釐清
何為概念，並提供一套適合於課綱的重要學習概念以供大眾參考，此為本研究
之最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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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慧調查法
壹、大慧調查法之起源與應用
Delphi 一詞原指古希臘的太陽神阿波羅的神廟，是阿波羅給予神諭幫助人
們解決疑難雜症的地方。也有學者認為大慧指的是在阿波羅神廟中幫忙解決問
題的女先知，這個意義就更被擴大成為一個可以幫助解決疑難的調查工具。
大慧調查是一個源於 1950 年代美國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DELPHI計畫之技術，乃藉由一系列問卷之回饋，得到一群專家之最可信之意
見共識 (Dalkey & Helmer, 1963；Dalkey, Brown & Cochran, 1969；Linstone &
Turoff, 1975) 。Dalkey (1969) 指出，大慧調查是設計以小組協調溝通過程來達
到一個議題較為細節的討論，目的是要設置一個目標、政策的研究，或是預測
一個將要發生的事件等。其應用領域由最早之軍事及工業，擴展至人文社會科
學、教育等領域 (Linstone & Turoff, 1975) 。

貳、大慧調查法之特點
根據相關研究文獻，本研究整理大慧調查法之特點包含 (Dalkey, Brown &
Cochran, 1969；Linstone & Turoff, 1975；Helmer & Helmer-Hirschberg, 1983) ：
(一) 專家多元性：小組成員應代表不同背景經驗或專業知識觀點，有高度
的異質性。
(二) 匿名性：採用匿名問卷填答，個人可根據自身相關專業知識做出貢獻，
也可避免因權高位重者之意見而造成的從眾效應。
(三) 書面表達：不受「開會」的時空影響，能有彈性且充足的時間可反覆
考量所需解決之問題，能提出較周詳之意見。
(四) 反覆回饋：每一回合結束後，會將該次問卷資料進行統整，並將結果
呈現於次回合問卷中，供專家參考，並重新檢視是否有修正意見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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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持續數回後，最後取得共識。
(五) 意見統計：使用團體意見之統計表示結果，能反映大多數專家真正之
意見，而非掌權者之個人意見。
Barnes (1987) 認為大慧調查很簡易，不需要用更複雜的數學性技巧再進行
設計、實現、分析。因為 Delphi 提供的信度是已經解決了很多障礙，例如某
些專權者勉強描述不普遍的觀點、否定他人說法等狀況。Rowe 與 Wright (1999)
則認為，Delphi採用匿名式之群體參與方式，一方面保有專家集體決策與集思
廣益的優點，另一方面也避免專家成員於面對面溝通時，對討論議題可能產生
的干擾。
然而，大慧調查法並非完全沒有限制。Mitroff 與 Turoff (1975) 曾指出，
大慧調查法所得到的並不一定是真實的共識，仍有可能是某些操作、折衷的結
果。本研究根據Mitroff 與 Turoff (1975) 、Barnes (1987) 以及葉重新 (2005) 所
提關於大慧調查法之限制，列出以下兩個主要的點：
(一) 時間限制：調查總花費時間長，研究過程較為繁複，比記名小組會議
花更多時間，所需時間相當可觀 (普遍約三十至四十五天) ，且需參
與專家小組成員的配合。
(二) 專家限制：多次填答問卷，容易產生厭煩心理，且若對問題的背景知
識了解不充足或不願合作，則研究結果的品質欠佳；若意見相左，則
不容易客觀整合，結果可能有消除極端立場的趨向，並強制達到中立
的共識；以少數學者專家做研究對象，所獲得的結論易具有高度同質
性。

參、大慧調查法之實施步驟
依據 Issac 與 Michael (1981) 、Cuhls (2000) 、葉重新 (2005) 及莊謙本
(1997) 之見解，大慧調查法進行步驟可歸納為下列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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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確定問題
在進行意見溝通前，需先確定所要探討之議題，再行編製問卷；
並於發放問卷時，清楚描述所研究之問題，以利填答者瞭解研究問題
與目標。
(二) 選定專家
大慧調查法主要以專家為調查對象，而符合專家最基本之條件則
是具備相關專業知識或實務經驗者，然而，太「專」於領域時，往往
會造成難以妥協、固執己見或偏執等問題 (Cuhls, 2000) 。因此，專
家之選定除了符合最基本條件外，尚須具備溝通協調之能力、宏觀之
視野及參與冗長研究之熱誠。
(三) 編製問卷
第一次問卷應包含開放式問題供專家表示意見，並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進行評估項目之重要性，將分別以眾數、平均數及標準差來
討論。
(四) 問卷回收與分析
根據前一回合問卷統計結果，將每題專家評估後之結果及意見，
附於下一回合問卷中，供每位專家參考，並重新思考自己是否需要更
改答案。重複進行此動作三至四回合，以求專家間之共識。
(五) 撰寫報告
根據回收之問卷，可將資料分為「質」與「量」兩部分進行分析。
在質的部分，研究者將問卷之意見分析統整，統計相似意見之次數，
並分析不同意見之原因；在量的部分，以眾數、平均數及標準差進行
分析，排列出項目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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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大慧調查法可以持續進行直到達到所預定之共識。然而Brooks
(1979) 、Ludwig (1994, 1997) 、Custer，Scarcella與Stewart (1999) 指出，在大
部分案例中，三回合的問卷已足夠收集到所需資訊並達到共識。

肆、大慧調查專家小組人數
關於專家小組的人數，Dalkey (1969) 認為，如果大慧專家小組至少有 10
人時，則群體的誤差可降至最低，其群體的可信度最高。Delbecq等人 (1975) 建
議，若小組成員的同質性高時，其成員的數量為15至30位；若為異質性的小組
或包括多種不同性質的團體，可能就要數百人參加了。
鄭湧涇 (1995) 所歸納大慧調查法之重點：因大慧調查本質上是一種意見
或判斷的調查，其調查的對象不一定要多，唯一的要求是就擬探究的課題而言，
必須都是「專家」，其意見才具有徵詢及參考的價值。實際上應有多少人參與，
並沒有一致的結論，端看研究所需而彈性進行調整。而在大慧專家小組成員的
選取經研究小組確認後，即進行聯絡的工作。為促進受訪者的合作和責任，在
聯絡時必須說明研究問題的性質、實施程序、所需時間、協助事項以及報酬等
事項。

伍、大慧調查法之共識標準
專家小組對個別題項是否達共識之檢定主要是以統計數據，了解專家對個
別題項的態度趨向，主要是以眾數、中位數或四分位差來顯示專家小組對個別
題項意見的集中或變異程度。實際上所以採用的檢測方式，則視研究問卷的形
式不同而有所區別。
McKenna (1994) 認為，眾數的參考標準為：在單一題項中若有 51% 以上
的專家表達相同意見，則表示取得共識；Murry 與 Hommons (1995) 以 75% 的
相同意見作為共識的標準；Green, Jones, Hughes and Williams (1999) 則以 80%
以上的專家表達相同意見作為共識標準。在調查過程中，個別專家意見經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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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詢答之後，極端意見可能會趨向多數意見聚合，若發現前後二回合中，專家
對某特定題項皆未達成共識，則需視專家對該項意見的分佈是否達到穩定。一
般而言，專家對某題項在前後問卷的意見更改人數未達總人數的 20% ，則表
示專家意見已呈一致性穩定狀態 (Murry & Hommons，1995)，即可判斷為達到
共識。
整體問卷的一致性檢定部分，即專家小組對所有題項之共識的程度，若取
得專家共識的題項與意見分布趨於穩定的題項數達到統計上一致性的標準，則
可認為整體問卷的一致性在專家小組中達到意見上的一致與共識，然不同的研
究對於整體問卷的一致性有不同的標準。Payne 等人 (1976) 認為專家意見在
55% 以上的題項達到一致，則視為達到共識，可終止反覆詢答；Mead (1992) 則
認為須達到 80% 以上的題項在專家小組中產生一致性，才可以稱為對整體問
卷產生一致性的共識。
然而不論是以何種方式作為檢定標準，在大慧調查法的相關文獻中，並沒
有明確定義一致性的標準 (Williams & Webb, 1994) ，皆由研究者端看研究需求
定義之。

陸、小結
本研究之目的為針對全國性課程綱要提出建議，故須採用專家之建議來進
行研究，且課程教學內容建議亟需中立不偏頗，加上課程內容需要一再反覆思
考並需有時間進行多面向考量，綜合上述原因，涵蓋專家小組、匿名性、書面
進行等特性之大慧調查法是為最適當之研究方法。而本研究由於係針對全國中
學資訊科技課程之學習內容之建議，故問卷進行過程中則採用 Green 等人
(1999) 之研究所用的方法，以 80% 以上的專家表達相同意見作為共識標準，
此標準係為一高標準，盼能藉此得到專家最為一致的共識與最合適之建議。在
整體問卷一致性檢定方面，由於時間、地點等因素之考量，本研究最初即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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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進行三次的問卷實施，所有經過三次問卷仍未達本研究共識標準之概念將一
併根據三次調查的結果、專家意見和文獻進行是否納入重要學習概念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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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大慧調查法於教學課程相關研究
其實「該敎什麼」已是教育活動中長久存在的課程議題，特別在教育改革
的過程中，專業教育人士以團體方式，盼經多次溝通後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共識，
課程的發展與研究不時遭遇到「決定」的問題 (游家政，1996) 。
然而，在團體決議歷程中，常有人會獲得較多決定權或扮演較重要的角色，
導致最後的課程規劃之結果有偏頗，進而引起課程實施上的困難。課程的相關
研究多藉由會議的方式進行，而大慧調查則可避免會議式討論的缺點，省去面
對面易遇到的問題，如 (王雅玄，1998) ：重要成員對全體決議的影響力、浪
費時間或精力於討論不重要或分支的議題上、個人的判斷受群體壓力改變、避
免長篇大論、對先前論點的辯護、愛面子的心理因素影響、從眾效應等。
首先將大慧調查應用於教育的是 Helmer (1966) ，他匯集各相關領域的意
見，來規劃政府籌募教育基金的目的及外來的使用方針。此後，大慧調查就被
應用在教育與課程的相關研究。
姚文隆等人 (2008) 〈科技大學精密模具設計分析專業學程課程發展之研
究〉係以功能分析法界定精密模具行業之設計分析專業技術能力指標與重要等
級，依此分析與文獻探討之結果，建構相關課程內涵之問卷；接著運用大慧調
查法，諮詢業界與學界的專家，將問卷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以評估各課程內容
之重要性與可行性。
黃佳媛、許良榮、陳欣琦 (2011) 〈小學奈米科技核心概念之研究〉先以
文獻探討方式歸納奈米科技概念項目，初步發展為「奈米科技核心概念」問卷，
後採取大慧調查法諮詢28位專家 (包括大專院校之理工科系教授、科學教育學
者及小學教師) ，經三次問卷後，建立出各年級國小學生應具有的奈米科技核
心概念。
辛懷梓 (2011) 〈發展國民中小學環境教育概念暨分析國民小學教科書內
容涵蓋環境教育概念之研究〉針對我國「環境教育概念綱領草案」中的內容，
18

藉由大慧調查法研擬得到 36 項適合國中小學不同年級學童的環境教育概念，
並根據這些概念分析現行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內容所涵蓋環境教育概念之分布情
形，其結果可提供教科書編著者及國中小教師作為設計教材之參考。
在課程發展方面，尤其是未來的課程規劃，期望學生學習內容增加，但教
學時間與課程容量有限，故在眾多課程內容中選擇主要的學習指標就顯得特別
重要 (吳雅玲，2001) 。而透過大慧調查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經過數次問卷
往返所產生的決策，對於課程的發展與規劃產生一定的共識，較能符合大眾的
需求。
上述研究皆使用大慧調查法，藉由專家的力量來建立一套可靠的教學內容
或課程評量標準，此法可降低最後結果偏向某一傾向之可能，且藉由匿名、多
次的意見提供，讓專家小組成員能不斷重新思考、檢視而作出最合適之評估和
建議。而欲進行之重要學習概念之建構時，必須注意其與課程之關聯，應密切
呼應學習內容與學習核心概念，並且應以公正之方式進行建構，因此本研究將
採取特點合乎以上所描述之建構原則的「大慧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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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旨在整合專家意見以提出對於新課綱之學習概念建議，因此專家小
組成員需對整個資訊科技課綱有全盤理解，並且對於所提及之名詞及其內涵有
相同水平之領會。
大慧調查專家需考量：在該領域有精深的專業知識和廣博學問的專家、其
應答的代表性 (如不同學派、單位、地區、經歷等) 等。本研究在邀請專家時，
考量其對資訊科技課程之熟悉程度，且應為在資訊領域的專業知識上受過扎實
訓練者，故至少須具備資訊相關碩士學位。
另外，因本研究與中學課程密切相關，故除考量大學教授或研究人員外，
亦須包括高中、國中教師。因前者對資訊科技教學的規劃屬於專業知識面，具
前瞻性，但對於教學現場的主角—中學生的認識就較為不足，反之後者雖可能
沒有前者的優勢，卻對中學資訊科技之教學現場實務面勢必較為理解，他們能
夠針對學生心智成長的情形做出最適合學生學習概念的判斷。考量研究的目的
後，這二者的互相配合勢必為最適合的選擇。
因此，本研究之專家邀請標準包含以下兩項：
(一) 熟悉資訊科技 (學) 者：具備資訊科學 (工程) 、資訊管理、資訊教育
或相關碩士學位；
(二) 曾參與或熟悉資訊科技課程綱要之訂 (修) 定者，或熟悉中小學資訊科
技課程綱要者。
本研究在考量不同專家的學經歷背景、教學領域，並資訊科技課程綱要研
修委員協助推薦幾位專家人選後，共徵詢 24 位國內專家之參與意願，包括 12
位大學教授以及 12 位國高中老師，最後其中共有 21 位專家同意參與，組成
本研究大慧調查之專家小組，包括 9 位大學教授、9 位高中教師及 3 位國中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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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大慧調查問卷。問卷初稿以我國十二年國教資訊科技
課程綱要之學習類別與學習內容為架構，本研究邀請資訊科技課程綱要研修委
員協助擬訂各學習內容下之學習概念後將其製成問卷。每項重要學習概念敘述
皆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來決定其合適性，共進行三次專家問卷調查，以電子郵
件寄發並收回。每一次問卷皆有「合適作為重要學習概念」及修改建議欄位。
專家需先判斷題項「是否合適作為該年段重要學習概念」，然後可選擇性填答
「修改建議」及對每類別整體的建議。
本研究第一次問卷為專家針對本研究初擬之重要學習概念進行填答。第二
次問卷則反應專家群於第一次問卷所表達的整體意見，並附上第一次統計資料，
作為專家群重新判斷之參考。若第二次結果已完全達成共識且無任何建議修改
項目，則不進行第三次問卷調查。
問卷設計為五點量表，以超過八成的專家選擇「4」或「5」 (即 17 人) ，
且其中選擇「5」者達 8 人以上為「高度共識納入」門檻值，以超過八成的專
家選擇「1」或「2」 (即 17 人) ，且其中填「1」者達 8 人以上為「高度共
識刪除」門檻值。若未達門檻值則表示專家小組對於該項概念未達本研究設定
之共識標準，因此仍會在次回合問卷中予以保留，以供專家重新檢視。
問卷結束後，若仍有概念未達本研究設定之共識標準，則視其三次問卷之
收斂情形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最終納入之項目表示本研究參考專家小組成員
建議後，認為該項概念有其重要性及合適性，本研究即依此原則與方法建構重
要學習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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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施流程
本研究之大慧調查目的為整合專家意見以提出對於新課綱之學習概念建
議，因此實施前必先編制調查問卷、選定專家，實施後進行統計分析並修正問
卷。
在編製問卷方面，本研究依照「資訊科技」課綱草案 (教育部，2016) 之
學習內容進行重要學習概念之初擬，並製成第一次大慧調查問卷，分為六大類
別：「程式設計」；「演算法」；「系統平台」；「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
「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每一類別皆以課綱之「學習內
容」劃分為主題，共 117 項概念待填答。
在專家選定後，便開始進行三次大慧問卷調查，依統計分析及專家小組成
員意見反應結果作修正，依此方法進行直到問卷整體達到共識。考量實施時程
後，若經過三次問卷仍有項目未達本研究所訂之共識標準，則以放寬達共識標
準進行分類並參考專家三次問卷之回覆意見的方式，將這些概念進行最後的討
論，決定是否納入為重要學習概念。最後彙整所獲得之資料並整理出達高度共
識之重要學習概念，並將歸納結論與建議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問卷的實施程序依次說明如下：
(一) 第一次問卷調查
邀請專家針對本研究初擬之重要學習概念問卷之每一概念是否
合適作為「重要學習概念」進行填答。本研究將概念的合適程度以 1~5
點表示，「1」表示「不合適」到「5」表示「合適」。在每一主題及
各類別下方皆留有建議欄位供專家提供建議或提出須增列之概念。
(二) 第二次問卷調查
在回收第一次問卷後，本研究將其結果彙整，並將每一項概念之
次數分配列出，將已達高度共識之概念以灰色字體呈現，第二次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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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再需進行填答，並參考專家第一次問卷中所提供之概念新增建議
將新增概念 (以藍色字體呈現) 列於第二次問卷中提供專家群對其合
適程度進行填答。
(三) 第三次問卷調查
本次問卷為針對前兩次問卷未達本研究所訂達高度共識標準之
概念進行合適程度調查，在回收第二次問卷後，處理方式與第二次大
致相同，將已達高度共識之概念以灰色字體呈現，並參考專家前兩次
問卷中所提供之概念修改建議將概念進行修改後 (以藍色字體呈現)
呈現於第三次問卷中提供專家群繼續對其合適程度進行填答。
三次問卷預計為期五週，每次問卷專家填答時間為七天，且兩次
問卷間有七天整理統計分析的時間，實際問卷調查期間為三月下旬至
五月上旬 (如表 3-1 所示) 。三次問卷實施進度如表 3-1 所示，回收
率皆為 100%。因三次問卷回收後，未全數達到高度共識，故後續分
類討論「重要學習概念」之定位。

表 3-1

三次問卷時程進度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研究者寄發問卷

2016.03.24

2016.04.11

2016.04.28

專家群寄回問卷

2016.03.31

2016.04.18

2016.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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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首先呈現大慧調查問卷的結果，並對此結果進行討論與分析。

第一節 大慧調查問卷結果
本研究之大慧調查問卷共分為三次實施，皆以電子問卷方式進行。於 105
年 3 月 25 日寄發第一次問卷，至 105 年 5 月 5 日回收第三次問卷。參與
填答的專家共有 21 位，其中有 9 位大學教授， 9 位高中教師，以及 3 位國
中教師。每一次之問卷皆含有「是否合適作為重要學習概念？」、「修改建議」
及「對類別整體建議」等三個欄位。專家需先判斷該項概念「是否合適作為該
年段重要學習概念」，然後可選擇性填答「修改建議」及「對類別整體建議」。
本研究大慧調查問卷設計為五點量表，1 為非常不合適，5 為非常合適。
共識標準為：以超過 80% 的專家選擇「4」或「5」 (即 17 人) ，且其中選擇
「5」者達 8 人以上為「高度共識納入」門檻值，以超過 80% 的專家選擇「1」
或「2」 (即 17 人) ，且其中填「1」者達 8 人以上為「高度共識刪除」門檻
值。

壹、第一次問卷結果
回收第一次問卷後，彙整勾選人數及意見之結果，將達高度共識之概念及
其專家選填次數分配以灰色字體呈現，表示專家下次無需再做填答，其中達高
度共識「納入」 76 項 (63%) ，「刪除」 0 項。在參考專家問卷回饋之建議
後，修改 1 項概念之敘述，並新增概念 4 項。另因在類別 4 「資料表示、處
理及分析」類別之高中的授課建議時數超過課綱擬定之時數而稍有調整，故有 5
項原已達高度共識之概念亦需請專家重新檢視。此外尚有未達高度共識之概念
41 項，因此一共 50 項概念尚需填答，皆列於第二次問卷中，並於填答欄位附
上第一次問卷之專家填答次數分配提供專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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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二次問卷結果
第二次問卷彙整方式如同第一次之問卷，將達到高度共識的概念直接「納
入」或「刪除」，專家群不需再作填答，其中於本次問卷達高度共識「納入」
之概念共有 11 項，「刪除」 0 項。經兩次問卷後，達高度共識之概念共有 82
項 (68%) 。此外，參考專家前兩次問卷回饋之建議，於第三回合發出問卷中修
改 4 項概念。

參、第三次問卷結果
第三次問卷彙整方式如同第二次之問卷，並參考專家之建議修改 4 項概念
之敘述。其中於本次問卷達高度共識「納入」之概念為 10 項，達高度共識「刪
除」之概念為 3 項。三次問卷結束後，達高度共識「納入」之概念共 92 項 (76%) ，
達高度共識「刪除」之概念共 3 項 (2.5%)，未達高度共識需進行後續討論之概
念共 26 項 (21.5%) 。
表 4-1

各次大慧調查問卷後各類別「重要學習概念」數
題數

類別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結果

原概
念數

納入

刪除

增加

納入

刪除

納入

刪除

納入

刪除

1. 程式設計

23

14

0

0

0

0

1

1

15

1

2. 演算法

22

5

0

1

5

0

1

1

11

1

3. 系統平台

19

14

0

2

1

0

3

1

18

1

4. 資料表示、處理及
分析

17

5*

0

0

2

0

5

0

12

0

5. 資訊科技應用

12

11

0

0

1

0

0

0

12

0

24

22

0

1

2

0

0

0

24

0

117

71

0

4

11

0

10

3

92

3

-

-

6.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
會
總計
每次問卷後，未達高
度共識之概念數

50 (41%)

39 (32%)

26 (21.5%)

*原為 10 項，惟因第一次問卷後時數調整而使其中 5 項概念需再次進行填答，
故第一次問卷該類別達高度共識概念總計由 10 項減少至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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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達高度共識概念
在進行三次問卷後，未達高度共識之概念尚有 26 項，本研究依照專家於
問卷中，專家對各項概念「作為重要學習概念」之合適程度的回應，將這些概
念放寬達共識標準，進行「共識程度」分組，分為「中高度共識」、「中度共
識」、「中低度共識」以及「無共識」等四組。其中，共識又可分為：「納入」
(選擇合適，即選擇 4 或 5 者) 及「刪除」 (選擇不合適，即選擇 1 或 2 者)。
以下分別說明各分組的定義：
(一) 「中高度共識」：「納入」或「刪除」之專家人數達 16 人 (75%) 者，
共有 6 項概念。
(二) 「中度共識」：「納入」或「刪除」之專家人數達 14 人 (66%) 者，共
有 5 項概念。
(三) 「中低度共識」：「納入」或「刪除」之專家人數達 11 人 (50%) 者，
共有 9 項概念。
(四) 未達上述共識程度則歸為「無共識」
，共有 6 項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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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節將問卷結果以「達高度共識納入」 (或刪除) 及「未達高度共識」兩
方面依照各類別進行分析與討論。各類別之問卷調查結果依主題排序呈現於表
4-2 至表 4-7。
壹、程式設計
在「程式設計」的 23 項學習概念中，第一次問卷調查後，達到高度共識
的概念有 1.1.2、1.1.3、1.2.1、1.2.2、1.2.3、1.2.4、1.3.1、1.3.3、1.4.1、1.4.2、
1.5.1、1.6.3、1.6.4 及 1.7.2，共 14 項；第二次問卷調查後，達到高度共識的概
念沒有增加；第三次問卷調查後，達到高度共識的有 1.3.2 及 1.7.3，共 2 項。
達高度共識納入為「重要學習概念」者共 15 項，達高度共識刪除之概念共 1 項，
其餘未達高度共識之概念共 7 項，分佈如表 4-2 所示。

表 4-2

「程式設計」問卷結果

主題

達高度共識納入

達高度共識刪除 未達高度共識

1.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能
1.1.2 1.1.3
及應用

1.1.1

1.2 結構化程式設計－循序 1.2.1 1.2.2
與選擇結構、重複結構 1.2.3 1.2.4

1.2.5

1.3 陣列程式設計實作

1.3.1 1.3.3

1.4 模組化程式設計的概念

1.4.1 1.4.2

1.3.2
1.4.3

1.5 模組化程式設計與問題
1.5.1
解決實作
1.6 陣列資料結構的程式設

1.6.3 1.6.4

1.6.1

1.6.2

1.7 重要演算法的程式設計
實作－遞迴結構、搜尋
1.7.2 1.7.3
演算法、排序演算法、
分而治之演算法

1.7.1

1.7.4

計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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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達高度共識概念
達高度共識刪除的概念 1.3.2「二維陣列」在問卷初稿時擬定的概念為「多
維陣列」，經過第一次問卷實施後，專家們便不約而同的提出多維陣列應放在
高中階段的看法。亦有專家建議改為二維陣列即可，不需特別提及「多維」。
因此研究者在考量後，於第三次問卷發出前修改此概念文字為「二維陣列」。
在經過第三次問卷實施後，專家們便達成「不合適」 (刪除) 的高度共識。歸
納專家建議，得出專家群認為此概念不合適作為「重要學習概念」的原因為：
『多維陣列較抽象，建議延後至十年級學習。』而專家小組在高中階段的概念
1.6.4「二維陣列與解題實作」達高度共識納入，也證明專家最後一致認為超過
一維以上的陣列概念應留待高中再進行學習。

二、未達高度共識概念
未達高度共識概念分別為 1.1.1、1.2.5、1.4.3、1.6.1、1.6.2、1.7.1 及 1.7.4。
其中，列為「中高度共識」的概念有 1 項，列為「中度共識」的概念有 2 項，
列為「中低度共識」的概念有 3 項，「無共識」者有 1 項，以下依序說明。
針對概念 1.1.1「程式語言的種類」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3 人，列為「中
低度共識納入」。本概念在三次問卷中，皆屬於中低度或無共識程度，歸納原
因在專家群提出的兩點建議：(1) 『程式語言的種類有其教授必要，但不應該
限制在某種語言或要求背誦』，有幾位專家係因有此疑慮，擔心在教學實施上
會造成學生過多的負擔而選擇不合適；(2) 程式語言的種類無需獨立為一項，
建議修改其敘述或與 1.1.2 合併為一個概念。因此，本概念建議不納入為重要學
習概念，但可考慮納入概念 1.1.2 成為「程式語言的概念：種類、資料型態、變
數、輸入/輸出、算術運算、邏輯運算」或改為「程式的運作與種類」。
針對概念 1.2.5「程式設計問題解決：解題步驟規劃、解題歸納模式」選擇
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5 人，列為「中度共識納入」。本概念在第一次問卷中之
內容為「程式設計問題解決：歸納模式 (Finding pattern) 、解題步驟規劃
28

(Algorithm design)」，後經考量後，於第三次問卷中修改其敘述文字。歸納本
概念未達高度共識的原因：(1) 有專家考量大學生在歸納與規劃解題上的表現
後，認為此內容對七年級生可能會太過艱深；(2) 此概念應與演算法之概念相
輔相成，但幾位專家對此概念與「演算法」類別中的概念是否有重疊產生疑慮。
然根據十二年國教「資訊科技」課程綱要中所建議之教學實施建議：『「演算
法」與「程式設計」教學，宜教導學生運用「演算法」分析問題、設計解題方
法，兼以「程式設計」實踐解題程序以解決問題，兩者環環相扣，不宜分別教
學。』因此若排除內容重疊的疑慮，專家小組成員應仍認為此概念合適作為重
要學習概念。
概念 1.4.3 「變數的有效範圍 (視域，scope) 與生命週期 (life time)」為「無
共識」之概念。此概念在第一次問卷中有 15 位專家選擇「合適」，然有專家
持提出建議，認為『應先讓學生了解變數在記憶體中的存放概念，以及程式運
作的流程 (coding, compile, load, link, execute 等等，再介紹 scope 與 life
time) 』，而專家群在第二次問卷中再次進行考量後，有 10 位選擇合適，而
表示無意見 (選擇 3 者) 有 7 位，有選擇不合適的趨勢出現，並有專家回應『講
local variable 的概念就行了，不必端出視域與生命週期這些專有名詞』。在第
三次問卷中，僅剩 4 位選擇合適，有 7 位選擇不合適，有 10 位專家選擇了
無意見，仍未有任何分類獲得至少 11 位專家的贊同，因此本概念便歸類為「無
共識」，不納入重要學習概念。然或可修改為「變數的有效範圍：區域變數與
全域變數」作為建議參考之學習概念。
針對概念 1.6.1「記憶體連續性、隨機存取性、記憶體配置方式」選擇「合
適」的專家人數為 16 人，列為「中高度共識納入」。此概念在三次問卷中所
獲得的結果差異不大，歸納未達高度共識原因為有專家認為授課時間不足，然
若排除授課時間之考量，此概念仍建議納入。
針對概念 1.6.2「有序陣列中插入或刪除元素的時間複雜度」選擇合適的專
家人數為 11 人，列為「中低度共識納入」；選擇不合適的專家亦有 7 位。歸
29

納本概念未達高度共識及專家群中仍有三分之一成員認為不合適的原因為：考
慮「分析複雜度」對高中生過於艱深，認為學生程度可能導致此概念教授的困
難。亦有專家提及或許可考慮修改本概念的文字。根據專家意見，此概念建議
不納入，但仍可作為課程內容之參考，由教師視學生程度進行教學。
針對概念 1.7.1「遞迴、函式呼叫與堆疊」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5 人，
列為「中度共識納入」。此概念在三次問卷中所獲得的結果差異不大，第一次
選擇合適的專家有 16 位，第二次有 13 位。歸納未達高度共識原因為有專家
認為不適合教授「遞迴」概念。然若從高中課程的角度來看，現行高一數學的
課程中，亦包含遞迴的相關概念 (高中數學第二冊) ，學生應已有學習遞迴所
需的認知能力，因此在資訊課程中教授「遞迴」概念應不會造成學生的負荷。
故，此概念仍建議納入作為重要學習概念。
針對概念 1.7.4「分而治之演算法之解題實作 (例如：快速排序、合併排序)」
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3 人，列為「中低度共識納入」。此概念同樣在三次
問卷中所獲得的結果差異不大，第一次問卷調查中選擇合適的專家有 14 位，
第二次則有 13 位。然在第二次及第三次問卷中，選擇不合適之專家人數皆有 7
位，歸納此概念未達高度共識的原因為有幾位專家認為『授課時間不足』，『可
能教不到分而治之』所致。若單就課綱內容來考量，本主題中所涵蓋之「分而
治之」的部分，屬於選授的範圍，因此專家對於本概念是否會因授課時數不足
而無法教授之考量，正好合於課綱列本概念為選授的想法，因此本概念建議為
不納入，但若教師有時間或學生程度允許，仍建議可參考此項概念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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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演算法
在「演算法」的 23 項學習概念中，第一次問卷調查後，達到共識的概念有
2.1.6、2.2.1、2.4.1、2.5.1 及 2.6.1，共 5 項；第二次問卷調查後，達到共識的
概念有 2.1.1、2.1.3、2.1.4、2.1.7 及 2.4.2，共 5 項；第三次問卷調查後，達到
共識的有 2.1.2 及 2.2.2，共 2 項。達高度共識納入為「重要學習概念」者共 11
項，達高度共識刪除之概念共 1 項，其餘未達高度共識之概念共 11 項，詳細
分佈如表 4-3 所示。

表 4-3

「演算法」問卷結果
主題

達高度共識納入

2.1.1 2.1.2
2.1 演算法基本概念－問題解
2.1.3 2.1.4
析、流程控制
2.1.6 2.1.7
2.2 陣列資料結構概念與應用 2.2.1
2.3 基 本 演 算 法 的 介 紹 － 搜
尋、排序

達高度共識刪除

未達高度共識

2.1.5
2.2.2
2.3.1

2.3.2

2.4.3

2.4.4

2.4.5

2.4.6

2.5 重要演算法的概念與應用
－遞迴結構、分而治之演 2.5.1
算法

2.5.2

2.5.3

2.6 演算法效能分析

2.6.2

2.6.3

2.4 重要資料結構的概念與應
用－樹、圖

2.4.1 2.4.2

2.6.1

一、達高度共識概念
達高度共識刪除的概念 2.2.2「二維陣列的概念與應用」，在第一次問卷時
已有 15 位專家選擇「合適」，然在修改建議中，如針對概念 1.3.2 一般，有專
家認為二維陣列『對國中生而言太深，過於抽象』，亦有專家建議『二維陣列
或許可放在十年級 (高中) 』，並於第二次問卷進行過程中促使其他專家重新
審視，而在第二次問卷中變為有 13 位專家選擇「不合適」，進而在第三次問
卷中達到「高度共識刪除」的標準。亦有專家在修改建議中提到，『若回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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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3，八年級多維不教，這邊也應配合取消 2.2.2』，由此可見，此概念與其
相對應之概念 1.3.2 皆為專家認為較不適合於國中階段教授之概念，最後結果顯
示亦同時達到專家群的高度共識將二者排除在「重要學習概念」之外。

二、未達高度共識概念
未達高度共識概念分別為 2.1.5、2.3.1、2.3.2、2.4.3、2.4.4、2.4.5、2.4.6、
2.5.2、2.5.3、2.6.2 及 2.6.3。其中，列為「中高度共識」的概念有 4 項，列為
「中度共識」的概念有 1 項，列為「中低度共識」的概念有 3 項，「無共識」
者有 3 項，以下依序說明。
針對概念 2.1.5「演算法的表示方法：流程圖、虛擬碼」選擇合適的專家人
數為 16 人，列為「中高度共識納入」。此概念在第一次選擇合適的專家有 14
位，第二次和第三次則有 16 位，顯示已有近八成專家認為合適，然亦有 4 位
專家選擇不合適。歸納未達高度共識原因為：(1) 認為此概念與 2.1.2 「流程圖
運用與繪製」有重疊之處；(2) 認為七年級生的學習要點應是將問題用流程圖、
虛擬碼表示，較屬於「程式設計」範圍，不一定要放在「演算法」之下。然按
照課綱所規劃的演算法課程與程式設計應是要一起授課的，故此概念仍建議納
入作為重要學習概念之參考，並且建議搭配概念 2.1.2 進行教學。
針對概念 2.3.1「搜尋：循序、二元」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6 人，列為
「中高度共識納入」。此概念在三次問卷中選擇合適的專家皆有 16 位，顯示
始終有近八成專家認為合適，且選擇不合適的專家至第三次問卷時僅有 1 位。
歸納此概念未達高度共識原因為專家對於此概念『對學生過於抽象』有疑慮，
並建議『教授「循序搜尋」即可』。因此本概念建議納入，但仍可視實際授課
時數及學生程度來考量是否兩種搜尋法都要教授。
針對概念 2.3.2「排序：選擇、氣泡」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3 人，
列為「中低度共識納入」。本概念在三次問卷中，皆屬於中低度共識程度，歸
納原因有兩點：(1) 專家認為『排序演算法較複雜』、『太過艱難的理解會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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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學習動機』，有幾位專家係因有此疑慮而傾向選擇「不合適」；(2) 亦有專
家認為『多數人只需要使用 sort()函式去解決問題，不見得需要知道 sort()是怎
麼製作的』，加上『時間不夠』，建議只教一種排序或只需舉一個最簡單的排
序方法引起興趣即可。由於本概念之主軸－「排序」屬於課綱內容，因此本概
念建議納入，但僅需選擇一種排序方法進行教學即可。
針對概念 2.4.3「樹的走訪」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6 人，列為「中高度
共識納入」。針對概念 2.4.4「圖的表示法：陣列或串列」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
為 16 人，列為「中高度共識納入」。針對概念 2.4.5「二元樹、traversal 概念
與應用」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2 人，列為「中低度共識納入」。針對概念
2.4.6「圖的點、邊線、表示方法與應用」選擇不合適的專家有 8 位，選擇無意
見 7 位，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6 位，未有任何分類獲得至少 11 位專家的贊
同，因此本概念便歸類為「無共識」。專家群針對以上四項概念提出之建議主
要有以下三點：(1) 授課時間不足，因『樹和圖本身就需要較多的授課時間』，
若依序講下來，『講到二元樹就沒了』；(2) 建議減少項目，『2.4.3 至 2.4.5
應合併為一小節，重點在於概念與應用』；(3) 概念 2.4.6 建議省略或列為補充
項目。歸納專家意見，概念 2.4.3「樹的走訪」與 2.4.4「圖的表示法：陣列或串
列」建議納入為重要學習概念，概念 2.4.5「二元樹、traversal 概念與應用」納
入並搭配概念 2.4.3「樹的走訪」進行教學，而概念 2.4.6「圖的點、邊線、表示
方法與應用」則建議不納入，但可視學生程度作為補充概念。
針對概念 2.5.2「遞迴結構：與迭代之關係、終止條件 (stop condition) 、
遞迴關係 (recurrence relation) 、範例與應用」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4 人，
列為「中度共識納入」。歸納此概念未達高度共識的原因與概念 1.7.1 同，是因
專家在是否要教授遞迴觀念上有些意見上的出入。但如同針對概念 1.7.1 合適程
度的討論，遞迴應不會造成高中生學習上的負荷。故本概念仍建議納入為重要
學習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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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概念 2.5.3「分而治之演算法之概念與應用 (例如：快速排序、合併排
序)」選擇無意見的專家人數為 11 人，選擇「合適」者 4 人，選擇「不合適」
者 6 人，列為「無共識」。歸納其無共識之原因為：專家認為教授此概念或有
其必要，但以排序作為例子對學生來說可能難度過高，需要有更簡單的例子來
進行教學。故本概念建議為不納入，建議修改其舉例後再評估是否合適作為重
要學習概念。
針對概念 2.6.2「演算法之效能分析與比較 (例如：搜尋或排序演算法的分
析與比較) 」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2 人，列為「中低度共識納入」。歸納
其未達高度共識之原因，雖有專家認為效能分析與比較的觀念很重要，卻也需
要考量學生是否能吸收，像是『高一數學是否提供足夠學生做效能分析的能力』
，
特別是排序演算法的部分，因此亦有專家建議引導學生使用『簡單的效能分析
的工具和方法，幫助學生了解優化的概念』。本概念建議為不納入，但仍可視
學生程度進行補充。
針對概念 2.6.3「空間複雜度之概念」選擇「不合適」者 10 人，選擇「合
適」者 6 人，因未有任何分類獲得至少 11 位專家的贊同，故本概念列為「無
共識」。專家群未達高度共識但較傾向刪除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1) 有專
家認為學生『連時間複雜度都不容易理解，空間複雜度可能更難』；(2) 另有
專家認為此概念『屬於進階內容』，不必要在高中教授。綜合專家之意見回覆，
本概念建議不納入重要學習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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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系統平台
在「系統平台」的 21 項學習概念中，第一次問卷調查後，達到共識的概
念有 3.1.1、3.2.1、3.3.1、3.3.2、3.3.3、3.3.4、3.3.5、3.4.1、3.4.2、3.4.3、3.4.4、
3.6.1、3.6.2 及 3.6.3，共 14 項；第二次問卷調查後，達到共識的概念有 3.4.5，
共 1 項；第三次問卷調查後，達到共識的有 3.2.2、3.5.1、3.5.2 及 3.5.3，共 4
項。達高度共識納入為「重要學習概念」者共 18 項，達高度共識刪除之概念
共 1 項，其餘未達高度共識之概念共 2 項，詳細分佈如表 4-4 所示。

表 4-4

「系統平台」問卷結果
主題

3.1 系統平台重要發展與演進

達高度共識納入

達高度共識刪除

3.1.1

未達高度共識
3.1.2

3.2 系統平台之組成架構與基
3.2.1 3.2.2
本運作原理
3.3 網路技術的概念與介紹

3.3.1 3.3.2
3.3.3 3.3.4
3.3.5

3.4 網路服務的概念與介紹

3.4.1 3.4.2
3.4.3 3.4.4
3.4.5

3.5 系統平台之運作原理－工
作管理與資源分配、分散式 3.5.1 3.5.2
系統、網路路由
3.6 系統平台之未來發展趨勢

3.6.1 3.6.2
3.6.3

3.5.3

3.6.4

一、達高度共識概念
達高度共識刪除的概念 3.5.3「網際網路階層式的路由方法，以及常見的路
由演算法，例如 RIP、OSPF、BGP 等」，在第一次問卷結果中，選擇「合適」
的專家有 8 位，然在修改建議中，有專家提到『RIP、OSPF、BGP 對高中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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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了解』，亦有專家建議『僅選擇一到兩個演算法介紹，避免在學生基礎尚不
穩固之下過於深入』，『…或許可當成選授內容』。至第二次問卷結果呈現有 14
位專家選擇「不合適」，並且附議上述的建議，亦有專家提出『路由演算法實
在不必要，知道路由器會判斷路徑遞送就夠』的看法。至第三次結果則有 20 位
專家選擇「不合適」， 1 位選擇「無意見」。歸納專家群的看法，此概念並非
完全不重要，而是因專家群對於「路由演算法」的授課內容有疑慮而致「刪除」
的結果。

二、未達高度共識概念
未達高度共識概念分別為 3.1.2 及 3.6.4。其中，列為「中高度共識」的概
念有 1 項，列為「中度共識」的概念有 1 項，以下依序說明。
針對概念 3.1.2「資訊科學發展重要人物」選擇「不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5
人，列為「中度共識刪除」。專家群傾向刪除的原因歸納有以下兩點：(1) 擔
心在臺灣的教育現況下，會使得此概念之內容淪為死背的考試題目，而失去其
意義，認為『演進歷程應著重在以故事引起學生興趣，避免流於考試背誦』，
建議將此概念內容內含至概念 3.1.1 中；(2) 亦有專家考量「重要人物」的界定，
認為選擇時可能會有爭議，並且學生認識之後『也不會影響他們在生活中運用
資訊科技的能力』，因此建議不納入此概念，然可以「科學史人物故事」引起
動機的型態融入於各主題中。
針對概念 3.6.4「高速運算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例如：平行計算、
叢集計算或格網計算等)」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8 人，列為「中高度共識納
入」。本概念雖有 18 位專家 (超過八成) 選擇合適，但因選擇「5」的專家數
不足八人，因此未達設定之共識標準而被歸類為未達高度共識之概念。本概念
在第一次及第二次問卷中並沒有舉例，因此專家群對此似有些疑慮，便有專家
於第二次問卷中建議『明確指出是平行計算、叢集計算或格網計算』。因此在
第三次問卷發出前便修改此概念為「高速運算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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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平行計算、叢集計算或格網計算等) 」，而在第三次問卷專家群對此概
念之合適程度便有選擇「合適」之傾向，惟因選擇「5」的專家數不足故僅被列
為「中高度共識」的概念，或此概念內容仍有需修改之處，然因專家問卷已有
「合適」納入的趨勢，故建議納入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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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
在「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的 17 項學習概念中，第一次問卷調查後，
達到共識的概念有 4.1.1、4.1.2、4.2.1、4.2.2 及 4.2.3，共 5 項；第二次問卷調
查後，達到共識的概念有 4.4.3 及 4.5.1，共 2 項；第三次問卷調查後，達到共
識的有 4.4.1、4.4.2、4.5.2、4.5.3 及 4.5.4，共 5 項。達高度共識納入為「重要
學習概念」者共 12 項，無達高度共識刪除之概念，其餘未達高度共識之概念
共 5 項，詳細分佈如表 4-5 所示。

表 4-5

「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問卷結果
主題

達高度共識納入

達高度共識刪除

未達高度共識

4.1 資料數位化之原理與
4.1.1 4.1.2
方法
4.2 數位資料的表示方法

4.2.1 4.2.2
4.2.3

4.3 資料處理概念與方法
－資料整理與整合、資
料壓縮、資料轉換
4.4 巨量資料的概念

4.3.1 4.3.2
4.3.3 4.3.4
4.3.5
4.4.1 4.4.2
4.4.3

4.5 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 4.5.1 4.5.2
的基本概念
4.5.3 4.5.4
一、達高度共識概念
在「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類別中，沒有達高度共識刪除的項目。
主題 4.1「資料數位化之原理與方法」與 4.2「數位資料的表示方法」中的 5
項概念皆於第一次問卷調查中便達到專家的高度共識。在高中階段 (主題 4.4
「巨量資料的概念」及 4.5 「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的基本概念」) 的 7 項概念
在第二次問卷發出前，因修正「建議授課時數」而致使第一次問卷結果原達到
高度共識的 5 項概念亦須由專家重新在第二次問卷中進行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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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群在經過第二次及第三次問卷 (調整時數後) 的填答後，此二主題中
的 7 項概念皆達到高度共識。針對此四主題之學習概念，專家群僅一位提出建
議，認為可考慮將「4.5.4 與 4.5.2 整合入 4.5.1 與 4.5.3 中」。

二、未達高度共識概念
未達高度共識概念為 4.3 主題中的五項概念，4.3.1 至 4.3.5。其中，列為「中
度共識」的概念有 1 項，列為「中低度共識」的概念有 2 項，「無共識」者
有 2 項，以下依序說明。
針對概念 4.3.1「資料清理 (data cleaning) ：整合重複的資料，找出錯誤的
資料，填補遺失的資料」選擇「不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1 人，列為「中低度
共識刪除」。故本概念建議為不納入重要學習概念。
針對概念 4.3.2「資料壓縮原理 (e.g. jpg , mp3 , zip)」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
第一次為 16 人，第二次為 13 人，第三次則為 15 人，列為「中度共識納入」，
而選擇不合適之專家則有 3 人。有專家提出建議，認為『學生連時域到頻域的
轉換概念都還沒建立，也還沒建立 entropy 概念，不適合學壓縮』。但亦有專
家提出，此主題不需太深的理論，可有概念的簡介，並給學生動手實作的機會。
歸納專家建議，本概念建議納入為重要學習概念。
針對概念 4.3.3「資料轉換概念」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1 人，列為
「中低度共識納入」。而概念 4.3.4「資料格式轉換」以及概念 4.3.5「基本資料
轉換方法」則皆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專家選擇「3」，對於此結果，推測是因專家
在問卷中所給予的回饋，認為概念 4.3.3 至 4.3.5『很類似，建議整合成在一起』。
整體而言，專家群對此五項概念之三次問卷變動的結果是偏向於「無意見」
，
歸納專家回覆之建議，可能原因為： (1) 專家認為目前的規劃可能『會將此主
題帶到太深，建議減少時數，讓學生了解方法與實作即可，不需太過強調理論』；
(2) 亦有專家提到，此主題中的概念『都不夠明確，都與大主題相同』。歸納
專家意見後，推測後者為造成此 5 項概念未達共識的主因，需要再做概念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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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修改，建議如：概念 4.3.3 可納入 4.3.4 與 4.3.5，修改敘述為「資料轉換概
念：資料格式轉換與基本資料轉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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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訊科技應用
在「資訊科技應用」的 12 項學習概念中，第一次問卷調查後，達到共識
的概念有 11 項 (僅剩概念 5.2.1) ；第二次問卷調查後，概念 5.2.1 亦達到共識。
12 項概念皆達高度共識納入為「重要學習概念」，如表 4-6 所示。

表 4-6

「資訊科技應用」問卷結果
主題

達高度共識納入

5.1.1
5.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資料
5.1.3
搜尋、資料組織與表達、資
5.1.5
料運算與分析
5.1.7
5.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多媒
體應用專題、程式設計應用 5.2.1
專題

5.1.2

5.3 數位合作共創的概念與工 5.3.1
具使用
5.3.3

5.3.2

達高度共識刪除

未達高度共識

5.1.4
5.1.6

5.2.2

本類別中所有概念皆達到「高度共識納入」為「重要學習概念」，在專家
回覆整體分佈上也無太大差異，惟提出兩點專家建議進行討論：
(1) 『5.1.4~.7 可否舉例些工具，比較好評估此類內容是否合適』；『九年
級所學之系統平台或資料表示處理與分析之概念與方法要以程式設計專題呈現
嗎？』針對此二項建議，由於該學習概念已達到專家高度共識，又此為偏向教
學實施的相關建議，本研究於問卷中並未繼續討論，然此確為有益於本研究之
建議及能進行舉例之處，以供現場教師們在實際教學中可參考之範例。
(2) 『5.1.2 應該融入到各具體主題內』。有專家針對概念 5.1.2 「定義問
題」提出此建議，認為定義問題應該是在每一個應用專題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獨
立出來的一項概念。因在問卷調查過程中未有太多針對此點的討論，且因已達
到專家高度共識而納入，故未作出修改調整，然此建議確可作為後續研究中的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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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
在「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的 25 項學習概念中，第一次問卷調查後，達
到共識的概念共有 22 項 (除了 6.3.2、6.12.1 及新增概念 6.5.0 以外，其餘概念
皆達到共識)；第二次問卷調查後，達到共識的概念有 6.5.0 及 6.12.1，共 2 項；
第三次問卷調查後，僅概念 6.3.2 仍未達高度共識。達高度共識納入為「重要學
習概念」者共 24 項，無達高度共識刪除之概念，未達高度共識之概念共 1 項，
詳細分佈如表 4-7 所示。

表 4-7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問卷結果
主題

達高度共識納入

6.1 個人資料保護

6.1.1

6.2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

6.2.1 6.2.2

6.3 資訊安全

6.3.1 6.3.3

6.4 資訊科技重要社會議題

6.4.1 6.4.2

6.5 資訊倫理與法律

6.5.0 6.5.1
6.5.2 6.5.3

6.6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 6.6.1
響
6.7 資訊科技相關職業類科之 6.7.1
升學進路
6.8 資訊科技相關職業類科之 6.8.1
生涯發展
6.9 資訊科技的合理使用原則

6.9.1 6.9.2
6.9.3

6.10 個人資料的保護

6.10.1

6.11 資訊科技的重要社會議題

6.11.1

6.12 資訊科技對人類社會影響

6.12.1

6.10.2

6.13 資訊科技領域性向之自我 6.13.1
理解
6.14 資訊科技相關行業之進路 6.14.1 6.14.2
與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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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高度共識刪除

未達高度共識

6.3.2

一、達高度共識概念
本類別無「達高度共識刪除」之概念，且近九成的概念已於第一次問卷中
便達到專家群的高度共識，但其中專家群對升學進路或生涯發展相關的幾項主
題和概念有一些意見交換。有專家認為『關於職業試探、生涯發展的內容，應
可由輔導室、生涯課來進行，資訊教師可供諮詢不一定必需列入課程』。另有
專家回應，認為『還是可以由資訊教師做相關科系的了解，會比輔導老師較為
深入』，且雖然資訊相關技術、觀念等皆已融入人類社會，卻『惟資訊教師可
就資訊角度對學生講解』。

二、未達高度共識概念
未達高度共識的概念 6.3.2「程式安全防護」，選擇「合適」的專家人數為
11 人，列為「中低度共識納入」。此概念在第一次問卷的結果中，選擇「合適」
的專家有 16 位，然在第二次問卷結果中，選擇「合適」的專家便僅剩 11 位。
可能原因為有專家針對主題 6.3「資訊安全」提出：『建議放到八年級課程。這
部分以簡單案例強調重要性即可，不須介紹到防護方法，畢竟學生對於資訊技
術的認識還有限』，而因此促使專家群對於「防護方法」之授課深度重新考量
而反應於問卷填答結果上。根據專家選擇的趨勢及建議，本概念建議不納入為
重要學習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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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依照「資訊科技」課綱草案 (教育部，2016) 之學習內容進行重要
學習概念之初擬，作為編制問卷之根據，並製成第一次大慧調查問卷，並邀請 21
位專家組成大慧專家小組進行連續三次問卷調查，以規劃國高中在不同階段應
學習的「資訊科技」重要學習概念。
三次問卷結束後，結果顯示 121 項概念中達高度共識適合 (納入) 作為
「重要學習概念」者共 92 項，達高度共識不適合作為「重要學習概念」 (刪
除) 者共 3 項，未達高度共識者共 26 項。在未達高度共識的概念項目中，依
照專家三次問卷所給予的意見回饋，本研究將其區分為以下幾類進行討論：「中
高度共識納入」共 6 項，「中度共識納入」共有 4 項，「中度共識刪除」共
1 項，「中低度共識納入」共 8 項，「中低度共識刪除」共 1 項，「無共識」
共 6 項。經結果討論後呈現如表 5-1，納入概念共 92 項，刪除概念共 3 項，
建議納入概念共 15 項，建議不納入概念共 11 項。
在六個學習類別中，專家著墨較多且最多概念未達高度共識的部分為「程
式設計」及「演算法」，而「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則是未達共識概念較多
之類別。若與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進行對照，便可知道專家在此三類別之意
見較無法達到共識有其原因。九年一貫資訊課程的規劃理念為「培養國民資訊
科技基本知識與技能為主要目標」，所著重的較偏向「資訊科技應用」以及「資
訊科技與人類社會」等類別，而更早期之資訊科技課程規劃亦有此傾向，專家
們在現行課程實施的影響下，加上對於新課程內容較不熟悉，勢必對與以往版
本課綱不同之趨勢會多有考量。
本研究在經歷三次大慧調查問卷後，整理專家回覆意見，發現在大學任教
與在中學任教之專家確實對「重要學習概念」提出不同層次的看法，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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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問卷中，中學教師多提出較著重在教學實務面的意見和問題，希望學生
能有動手操作的機會，認為理論可以少一點、實作多一點，同時也考慮到課程
的銜接性等面向；而在大學任教的專家較多著重在各主題所包含的教學內容及
概念本身，考慮其深度、廣度或需要的先備知識等，特別在「程式設計」及「演
算法」兩類別中。然在第二次及第三次的意見回覆中可看出有彼此補足的情形，
如此產生共識亦使調查結果能更具說服力。這亦支持了本研究在邀請專家時認
為專家小組要能兼具大學教授對資訊科技教學知識面，較具前瞻性的看法，以
及中學教師對教學現場實務面和學生心智成長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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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重要學習概念規劃研究調查結果及建議
主題

重要學習概念
1.1.1 程式語言的種類

結果
建議不納入

1.1 程式語言基本概

1.1.2 程式語言的概念：資料形態、變數、輸入/輸出、算術運算、邏輯運

念、功能及應用

算

納入

1.1.3 程式的功能與應用

納入

1.2.1 循序指令

納入

1.2 結構化程式設計

1.2.2 選擇結構、巢狀選擇結構

納入

－循序與選擇結構、

1.2.3 重複結構、巢狀重複結構：For loop、While loop

納入

重複結構

1.2.4 選擇與重複結構之整合運用

納入

1.2.5 程式設計問題解決：解題步驟規劃、解題模式歸納
1.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1.3.1 一維陣列

納入

1.3.2 二維陣列

刪除

1.3.3 一維陣列與解題實作：陣列與迴圈的整合應用

納入

1.4.1 模組化的優勢：重用性 (reuse)、結構性、開發效率 (易於分工、除
錯)
1.4 模組化程式設計
的概念

建議納入

1.4.2 函數 (function) ：函數傳遞參數 (function with parameter) 、函數回
傳值
1.4.3 變數的有效範圍 (視域，scope) 與生命週期 (life time)

1.5 模組化程式設計

1.5.1 函數程式設計與問題解決：歸納模式 (Finding pattern) 、規劃解題步

與問題解決實作

驟 (Algorithm design) 、分解問題 (Decomposition)
1.6.1 記憶體連續性、隨機存取性、記憶體配置方式

納入

納入
建議不納入
納入
建議納入

1.6 陣列資料結構的

1.6.2 有序陣列中插入或刪除元素的時間複雜度

建議不納入

程式設計實作

1.6.3 一維陣列與解題實作

納入

1.6.4 二維陣列與解題實作

納入

1.7 重要演算法的程

1.7.1 遞迴、函式呼叫與堆疊

式設計實作－遞迴結

1.7.2 循序搜尋與二分搜尋之解題實作

納入

1.7.3 選擇與氣泡排序之解題實作

納入

構、搜尋演算法、排
序演算法、分而治之
演算法

2.1 演算法基本概念
－問題解析、流程控
制

建議納入

1.7.4 分而治之演算法之解題實作 (例如：快速排序、合併排序)

建議不納入

2.1.1 問題描述、簡化、模型建立、類比

納入

2.1.2 流程圖運用與繪製

納入

2.1.3 演算法簡介

納入

2.1.4 演算法與程式設計的關係

納入

2.1.5 演算法的表示方法：流程圖、虛擬碼
2.1.6 問題解析：歸納模式 (Finding pattern) 、規劃解題步驟 (Algorithm
design) 、分解問題 (Decomposition)
2.1.7 流程控制：選擇(if、if else)、重複 (for loop、while loop)

建議納入
納入
納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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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重要學習概念

結果

2.2 陣列資料結構概

2.2.1 一維陣列的概念與應用

納入

念與應用

2.2.2 二維陣列的概念與應用

刪除

2.3 基本演算法的介

2.3.1 搜尋：循序、二元

建議納入

紹－搜尋、排序

2.3.2 排序：選擇、氣泡

建議納入

2.4.1 樹狀結構

納入

2.4.2 二元樹、二元搜尋樹

納入

2.4 重要資料結構的

2.4.3 樹的走訪

建議納入

概念與應用－樹、圖

2.4.4 圖的表示法：陣列或串列

建議納入

2.4.5 二元樹、traversal 概念與應用

建議納入

2.4.6 圖的點、邊線、表示方法與應用
2.5 重要演算法的概
念與應用－遞迴結
構、分而治之演算法

2.5.1 迭代與重複結構

納入

2.5.2 遞迴結構：與迭代之關係、終止條件 (stop condition) 、遞迴關係
(recurrence relation) 、範例與應用
2.5.3 分而治之演算法之概念與應用 (例如：快速排序、合併排序)
2.6.1 時間複雜度之概念

2.6 演算法效能分析

3.1 系統平台重要發
展與演進

建議不納入

建議納入
建議不納入
納入

2.6.2 演算法之效能分析與比較 (例如：搜尋或排序演算法的分析與比較)

建議不納入

2.6.3 空間複雜度之概念

建議不納入

3.1.1 系統平台演進歷程：大型主機 (mainframe) 、個人電腦、後 PC 時
代 (post-PC era)
3.1.2 資訊科學發展重要人物

納入
建議不納入

3.2 系統平台之組成

3.2.1 系統軟硬體架構：作業系統、CPU、memory、I/O

納入

架構與基本運作原理

3.2.2 開源軟硬體的趨勢

納入

3.3.1 電腦網路的概念與發展歷史

納入

3.3.2 網際網路的重要概念

納入

3.3.3 無線區域網路的重要概念

納入

3.3.4 無線個人區域網路的重要概念

納入

3.3.5 行動通訊系統的重要概念

納入

3.3 網路技術的概念
與介紹

3.4.1 網際網路服務 (例如電子郵件、全球資訊網、即時通訊、隨選視訊
等)

納入

3.4 網路服務的概念

3.4.2 物聯網系統

納入

與介紹

3.4.3 雲端運算系統

納入

3.4.4 其他新興的網路服務

納入

3.4.5 社群平台介紹

納入

3.5 系統平台之運作

3.5.1 常見的排程 (scheduling) 演算法，例如 FIFO , LRU , LFU 等

納入

原理－工作管理與資

3.5.2 分散式系統的概念與常見的應用系統

納入

源分配、分散式系
統、網路路由

3.5.3 網際網路階層式的路由方法，以及常見的路由演算法，例如 RIP、
OSPF、BGP 等

刪除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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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3.6 系統平台之未來
發展趨勢

重要學習概念
3.6.1 物聯網系統 (Internet of Things)

納入

3.6.2 資料中心 (Data Center)

納入

3.6.3 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

納入

3.6.4 高速運算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例如：平行計算、叢集計
算或格網計算等)
4.1 資料數位化之原
理與方法

結果

4.1.1 數位化原理與方法：取樣、量化
4.1.2 資料數位化應用：圖片數位化、地圖圖資數位化、音訊數位化、視
訊數位化

建議納入
納入
納入

4.2.1 資料表示法的概念

納入

4.2 數位資料的表示

4.2.2 編碼概念

納入

方法

4.2.3 二進位資料表示法：位元概念、數值編碼、文字編碼 (ASCII) 、繁
體中文碼 (Big5) 、統一碼 (Unicode)
4.3.1 資料清理 (data cleaning) ：整合重複的資料，找出錯誤的資料，填

納入

建議不納入

4.3 資料處理概念與

補遺失的資料

方法－資料整理與整

4.3.2 資料壓縮原理 (e.g. jpg, mp3, zip)

建議納入

合、資料壓縮、資料

4.3.3 資料轉換概念

建議納入

轉換

4.3.4 資料格式轉換

建議納入

4.3.5 基本資料轉換方法

建議納入

4.4.1 巨量資料 4’v 特性 (volume , velocity , variety , veracity)

納入

4.4.2 巨量資料處理與分析簡單實例：資料清理 (data cleaning)、資料理解
4.4 巨量資料的概念

(data understanding) 、 資 料 分 析 (data analysis) 、 資 料 視 覺 化 (data

納入

visualization)
4.4.3 巨量資料的挑戰與價值 (data to information) ：巨量資料在不同領域
的應用 (感測裝置網路、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網際網路與搜尋

納入

引擎、社群網路、醫療、大規模的電子商務等)

4.5 資料探勘與機器
學習的基本概念

4.5.1 資料分類概念

納入

4.5.2 機器學習的概念與應用實例

納入

4.5.3 資料探勘的概念與應用實例

納入

4.5.4 模式識別 (Pattern Recognition) 的概念與應用實例 (如電腦視覺、自
然語言處理、生物特徵識別等)
5.1.1 以實作方式整合應用資料搜尋、組織與表達、運算與分析之概念與
方法
5.1.2 定義問題
5.1 資料處理應用專
題－資料搜尋、資料
組織與表達、資料運
算與分析

納入

納入
納入

5.1.3 資料搜尋：有效率進行文件、影像、聲音、圖像與其他數位資料之
搜尋

納入

5.1.4 資料組織與表達：應用工具進行資料視覺化

納入

5.1.5 資料組織與表達：應用工具組織與整合各種資訊

納入

5.1.6 資料組織與表達：應用工具有效陳述概念與表達

納入

5.1.7 資料運算與分析：應用工具進行資料運算與分析以獲取所需資訊

納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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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5.2 資訊科技應用專
題－多媒體應用專
題、程式設計應用專
題

重要學習概念
5.2.1 多媒體應用專題：須能以實作方式應用多媒體處理與分析之概念
與方法

結果
納入

5.2.2 程式設計專題：須能以程式實作方式應用「七年級或八年級所學
之程式設計概念與方法」以及「九年級所學之系統平台或資料表示處理

納入

與分析之概念與方法」
5.3.1 專案管理概念

納入

5.3 數位合作共創的

5.3.2 版本控制概念

納入

概念與工具使用

5.3.3 合作共創工具的應用 (文件、多媒體或程式共創工具、專案管理
工具)

6.1 個人資料保護
6.2 資訊科技合理使
用原則

6.1.1 網路與檔案資料的隱私權保護 (帳號管理、權限管理)
6.2.1 數位作品之合理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原則 (以範例說明重
要原則，非僅列舉法條)

納入
納入
納入

6.2.2 創用 CC

納入

6.3.1 資料安全防護

納入

6.3.2 程式安全防護

建議不納入

6.3.3 通訊安全防護

納入

6.4 資訊科技重要社

6.4.1 網路成癮

納入

會議題

6.4.2 網路交友

納入

6.5.0 網路言論之法律責任

納入

6.5.1 網路霸凌

納入

6.5.2 網路詐欺

納入

6.5.3 網路駭客

納入

6.6.1 資訊科技對食衣住行之影響與衝擊

納入

6.7.1 資訊相關科系之學習內容概述

納入

6.8.1 資訊科技相關職業簡介

納入

6.9.1 數位作品之合理引用與編輯原則

納入

6.9.2 創用 CC

納入

6.9.3 數位作品之授權

納入

6.3 資訊安全

6.5 資訊倫理與法律

6.6 資訊科技對人類
生活之影響
6.7 資訊科技相關職
業類科之升學進路
6.8 資訊科技相關職
業類科之生涯發展
6.9 資訊科技的合理
使用原則

6.10.1 資訊科技對個人隱私之影響 (網際網路、社交媒體、大資料、行
6.10 個 人 資 料 的 保
護
6.11 資 訊 科 技 的 重
要社會議題
6.12 資 訊 科 技 對 人
類社會影響

動裝置、網路銀行與政府)

納入

6.10.2 資訊科技對個人隱私之保護方法

納入

6.11.1 網路之公民參與

納入

6.12.1 資訊科技對各種行業、人類文明、社會變遷之影響與未來發展

納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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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6.13 資 訊 科 技 領 域
性向之自我理解
6.14 資 訊 科 技 相 關

重要學習概念

結果

6.13.1 選擇資訊相關科系所需之性向與特質

納入

6.14.1 大學資訊科學相關科系簡介

納入

6.14.2 資訊科技相關行業簡介與生涯規劃

納入

行業之進路與生涯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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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根據上述結論，從課程教學、後續研究及研究結果利用、等方面提出
建議。

壹、課程教學之建議
本研究針對調查結果，於課程規劃有兩點建議，分別給國內資訊科技課程綱
要工作小組及中學資訊教師參考，分述如下。

一、供目前國內資訊科技課程綱要研修小組參考
依據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專家特別在幾項學習內容的主題上有討論，撇除
背景不同而造成的思考面向差異，主要原因在於專家對於新課綱內容的規劃還有
疑慮，如學生是否能接受程式設計和演算法這些需要較多抽象能力的內容，或是
未曾實施過而考量授課時數是否會不足等。以下提供兩點建議：
(一) 統一提供資訊教師們新舊課綱比較文件或是舉辦資訊教師工作坊等類
活動，以幫助教師能更有自信面對在新課綱下的教學。
(二) 若有機會再調整課綱內容，可參考本研究問卷中專家的意見回應進行
調整依據，例如是否要於課綱中納入「遞迴」、「樹和圖」的概念等。

二、供國內中學資訊教師參考
透過參與本研究之專家群所提出之觀點及研究者本身所發現，提供以下幾點
建議：
(一) 在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教「資訊科技」課程綱要前，可多翻閱課綱中所
列的說明部分，搭配本研究所規劃之「重要學習概念」作為授課參考。
(二) 對於較為理論性的概念，避免引導學生使用背誦考試的方式進行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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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解資訊科技課程並非要培養學生都成為程式設計專業人員，而是要
幫助學生培養運算思維以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建立正向資訊科技使用
態度。

貳、後續研究及研究結果利用之建議
針對本研究大慧調查法實施時所發現之現象及未來可研究之方向提出兩點
建議，分述如下。

一、大慧調查法
（一） 問卷發放及填寫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雖已於發放問卷前寄發投影片進行研究說明，但
在第一次填答時，似乎仍有專家不太清楚調查進行的方式，建議可直接
召開說明會議，以確保每位專家都了解填答方式，並能採用同一標準進
行問卷填答，若標準不一，就可能導致結果的誤差。
另外，在專家填寫問卷的過程中，宜考慮增加個別專家與研究者間
即時回饋之功能，建議可用線上填寫問卷的方式進行，若專家在填寫過
程中有任何疑慮，或研究者針對專家之回覆有疑問等，都可進行較為即
時的增修建議，以避免回收問卷後發現有填寫上的問題而耽誤整個問卷
調查的時程甚或導致不同的結果。
（二） 專家選定
課綱規劃國中階段課程雖占有 6 學分，但在本研究之大慧調查邀請
的專家中，3 位國中教師比起大學與高中教師各 9 位，人數明顯不足，
導致國中階段意見表達上較為缺乏，且本研究所邀請之國中教師皆為台
北市的國中，建議可再增加其他地區國中教師參與專家問卷調查。
另外，由於專家小組成員的大學教師、高中教師、國中教師比例分
配，因其背景所思考的面向不同，亦可能導致有些概念無法達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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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日後所邀請之專家背景能盡量平均分布。
（三） 後續分析
本研究之大慧調查問卷有許多專家所留下之關於課程實施、教學的
建議，因與本研究之目的無直接相關，故並未有太多的分析和討論。然
這些建議都有其後續使用的價值，特別是在課程實施的預備上，無論是
對現場教師或是教科書編撰者都會是很好的參考資料。因此若後續再有
繼續的相關研究，亦可針對這些質性資料進行更深入之整理分析。
另外，本研究並未特別針對不同背景專家進行意見的分析與討論，
但不同背景所帶來對相同議題之不同層面的看法勢必是亦是一個值得
討論的課題。如：專家在實務面與專業面兩造之認知上的衝突實無可避
免，若再有遇到類似的情形，研究者亦可針對「應教授但有困難的概念」
進行整理，以幫助教師增能的進行，而達到最合適之教學。

二、正式上路後教材開發
待教育部正式課程綱要發布後，對於課程教材、教學設計等都必須及時跟上，
此時對於教材的開發與評估便會成為亟需關注的要點。特別是在國中階段的資訊
科技課程，由重大議題變為必修科目，在教科書的編撰上勢必有其需要，亦可針
對各大出版社所編著之教科書進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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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十二年國教「資訊科技」學習主題及大慧問卷調查建議學習概念
七年級
學習主題 (課綱草案)

學習概念 (大慧問卷調查內容)

1.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能及
應用 (4 小時)

1.1.1 程式語言的種類
1.1.2 程式語言的概念：資料形態、變數、輸入/輸出、算術
運算、邏輯運算
1.1.3 程式的功能與應用

類別

程式設計

演算法

資訊科技應
用

資訊科技與

1.2 結構化程式設計－循序與選
擇結構、重複結構 (14-18 小
時)

1.2.1
1.2.2
1.2.3
1.2.4
1.2.5

2.1 演算法基本概念－問題解析、
流程控制 (4-6 小時)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循序指令問題解決
選擇結構、巢狀選擇結構
重複結構、巢狀重複結構：For loop、While loop
選擇與重複結構之整合運用
程式設計問題解決：歸納模式 ( Finding pattern)、規
劃解題步驟 (Algorithm design)

問題描述、簡化、模型建立、類比
流程圖運用與繪製
演算法簡介
演算法與程式設計的關係
演算法的表示方法：流程圖、虛擬碼
問題解析：歸納模式 (Finding pattern) 、規劃解題步
驟 (Algorithm design) 、分解問題 (Decomposition)
2.1.7 流程控制：選擇 (if、if else) 、重複 (for loop、while
loop)

5.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資料搜
尋、資料組織與表達、資料運
算與分析 (12-14 小時)

5.1.1 以實作方式整合應用資料搜尋、組織與表達、運算與
分析之概念與方法
5.1.2 定義問題
5.1.3 資料搜尋：有效率進行文件、影像、聲音、圖像與其
他數位資料之搜尋
5.1.4 資料組織與表達：應用工具進行資料視覺化
5.1.5 資料組織與表達：應用工具組織與整合各種資訊
5.1.6 資料組織與表達：應用工具有效陳述概念與表達
5.1.7 資料運算與分析：應用工具進行資料運算與分析以獲
取所需資訊

6.1 個人資料保護

6.1.1 網路與檔案資料的隱私權保護 (帳號管理、權限管理)

6.2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

6.2.1 數位作品之合理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原則 (以
範例說明重要原則，非僅列舉法條)
6.2.2 創用 CC

6.3 資訊安全

6.3.1 資料安全防護
6.3.2 程式安全防護
6.3.3 通訊安全防護

人類社會
(2 小時)

合計 (36-4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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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級
學習主題 (課綱草案)

類別

程式設計

學習概念 (大慧問卷調查內容)

1.3 陣列程式設計實作 (8 小時)

1.3.1 一維陣列
1.3.2 多維陣列
1.3.3 一維陣列與解題實作：陣列與迴圈的整合應用

1.4 模組化程式設計的概念 (8 小
時)

1.4.1 模組化的優勢：重用性 (reuse)、結構性、開發效率 (易
於分工、除錯)
1.4.2 函 數 (function) ： 函 數 參 數 傳 遞 (function with
parameter)、函數回傳值
1.4.3 變數的有效範圍 (視域，scope) 與生命週期 (life
time)

1.5 模組化程式設計與問題解決
實作 (12-16 小時)

1.5.1 函 數 程 式 設 計 與 問 題 解 決 ： 歸 納 模 式 (Finding
pattern)、規劃解題步驟 (Algorithm design)、分解問題
(Decomposition)

2.2 陣列資料結構概念與應用
(2 小時)

2.2.1 一維陣列的概念與應用
2.2.2 二維陣列的概念與應用

2.3 基本演算法的介紹－搜尋、排
序 (4-8 小時)

2.3.1 搜尋：循序、二元
2.3.2 排序：選擇、氣泡

6.4 資訊科技重要社會議題

6.4.1 網路成癮
6.4.2 網路交友

6.5 資訊倫理與法律

6.5.1 網路霸凌
6.5.2 網路詐欺
6.5.3 網路駭客

演算法

資訊科技與
人類社會
(2 小時)

合計 (36-4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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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級
學習主題 (課綱草案)

類別

系統平台

資料表示、
處理及分析

資訊科技應
用

3.1 系統平台重要發展與演進
(2 小時)

3.1.1 系統平台演進歷程：大型主機 (mainframe)、個人電
腦、後 PC 時代 (post-PC era)
3.1.2 資訊科學發展重要人物

3.2 系統平台之組成架構與基本運
作原理 (4-6 小時)

3.2.1 系統軟硬體架構：作業系統、CPU、Memory、I/O

3.3 網路技術的概念與介紹 (4 小
時)

3.3.1
3.3.2
3.3.3
3.3.4
3.3.5

3.4 網路服務的概念與介紹
(4-6 小時)

3.4.1 網際網路服務 (例如電子郵件、全球資訊網、即時通
訊、隨選視訊等)
3.4.2 物聯網系統
3.4.3 雲端運算系統
3.4.4 其他新興的網路服務

4.1 資料數位化之原理與方法
(4 小時)

4.1.1 數位化原理與方法：取樣、量化
4.1.2 資料數位化應用：圖片數位化、地圖圖資數位化、音
訊數位化、視訊數位化

4.2 數位資料的表示方法 (2 小
時)

4.2.1 資料表示法的概念
4.2.2 編碼概念
4.2.3 二進位資料表示法：位元概念、數值編碼、文字編碼
(ASCII)、繁體中文碼 (Big5)、統一碼 (Unicode)

4.3 資料處理概念與方法－資料整
理與整合、資料壓縮、資料轉
換
(8 小時)

4.3.1 資料清理 (data cleaning)：整合重複的資料，找出錯
誤的資料，填補遺失的資料
4.3.2 資料壓縮原理 (e.g. jpg, mp3, zip)
4.3.3 資料轉換概念
4.3.4 資料格式轉換
4.3.5 基本資料轉換方法

電腦網路的概念與發展歷史
網際網路的重要概念
無線區域網路的重要概念
無線個人區域網路的重要概念
行動通訊系統的重要概念

5.2.1 多媒體應用專題：須能以實作方式應用多媒體處理與
5.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多媒體應
分析之概念與方法
5.2.2 程式設計專題：須能以程式實作方式應用「七年級或
用專題、程式設計應用專題
八年級所學之程式設計概念與方法」以及「九年級所
(6-8 小時)
學之系統平台或資料表示處理與分析之概念與方法」
6.6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響

資訊科技與
人類社會
(2 小時)

學習概念 (大慧問卷調查內容)

6.6.1 資訊科技對食衣住行之影響與衝擊

6.7 資訊科技相關職業類科之升
6.7.1 資訊相關科系之學習內容概述
學進路
6.8 資訊科技相關職業類科之生
6.8.1 資訊科技相關職業簡介
涯發展

合計 (36-4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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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類別

學習主題 (課綱草案)

1.6 陣列資料結構的程式設計實作
(4 小時)

1.6.1 記憶體連續性、隨機存取性、記憶體配置方式
1.6.2 有序陣列中插入或刪除元素的時間複雜度
1.6.3 一維陣列與解題實作
1.6.4 二維陣列與解題實作

1.7 重要演算法的程式設計實作－
遞迴結構、搜尋演算法、排序
演算法、分而治之演算法
(10-12 小時)

1.7.1 遞迴、函式呼叫與堆疊
1.7.2 循序搜尋與二分搜尋之解題實作
1.7.3 選擇與氣泡排序之解題實作
1.7.4 分而治之演算法之解題實作 (例如：快速排序、合併
排序)

2.4 重要資料結構概念與應用－
樹、圖 (2-4 小時)

2.4.1 樹狀結構
2.4.2 二元樹、二元搜尋樹
2.4.3 樹的走訪
2.4.4 圖的表示法：陣列或串列
2.4.5 二元樹、traversal 概念與應用
2.4.6 圖的點、邊線、表示方法與應用

2.5 重要演算法的概念與應用－遞
迴結構、分而治之演算法 (4
小時)

2.5.1 迭代與重複結構
2.5.2 遞迴結構：與迭代之關係、終止條件 (stop condition)、
遞迴關係 (recurrence relation)、範例與應用
2.5.3 分而治之演算法之概念與應用 (例如：快速排序、合
併排序)

2.6 演算法效能分析 (2 小時)

2.6.1 時間複雜度之概念
2.6.2 演算法之效能分析與比較：兩種搜尋演算法的分析與
比較、兩種排序演算法的分析與比較

3.5 系統平台之運作原理－工作管
理與資源分配、分散式系統、
網路路由 (3-4 小時)

3.5.1 常見的排程 (scheduling) 演算法，例如 FIFO, LRU,
LFU 等
3.5.2 分散式系統的概念與常見的應用系統
3.5.3 網際網路階層式的路由方法，以及常見的路由演算
法，例如 RIP、OSPF、BGP 等

3.6 系統平台之未來發展趨勢
(2 小時)

3.6.1 物聯網系統 (Internet of Things)
3.6.2 資料中心 (Data Center)
3.6.3 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
3.6.4 高速運算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4.4 巨量資料的概念

4.4.1 巨量資料 4’v 特性 (volume, velocity, variety, veracity)
4.4.2 巨 量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簡 單 實 例 ： 資 料 清 理 (data
cleaning)、資料理解 (data understanding)、資料分析
(data analysis)、資料視覺化 (data visualization)
4.4.3 巨量資料的挑戰與價值 (data to information)：巨量資
料在不同領域的應用 (感測裝置網路、自然科學研
究、社會科學研究、網際網路與搜尋引擎、社群網路、
醫療、大規模的電子商務等)

4.5 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的基本概
念

4.5.1 資料分類的概念
4.5.2 機器學習的概念與應用實例
4.5.3 資料探勘的概念與應用實例
4.5.4 模式識別 (Pattern Recognition) 的概念與應用實例
(如電腦視覺、自然語言處理、生物特徵識別等)

程式設計

演算法

學習概念 (大慧問卷調查內容)

系統平台

資料表示、
處理及分析
(5-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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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應
用

資訊科技與
人類社會
(2-4 小時)

5.3 數位合作共創的概念與工具使
用(2 小時)

5.3.1 專案管理概念
5.3.2 版本控制概念
5.3.3 合作共創工具的應用 (文件、多媒體或程式共創工
具、專案管理工具)

6.9 資訊科技的合理使用原則

6.9.1 數位作品之合理引用與編輯原則
6.9.2 創用 CC
6.9.3 數位作品之授權

6.10 個人資料的保護

6.10.1資訊科技對個人隱私之影響 (網際網路、社交媒體、
大資料、行動裝置、網路銀行與政府)
6.10.2資訊科技對個人隱私之保護方法

6.11 資訊科技的重要社會議題

6.11.1網路之公民參與

6.12 資訊科技對人類社會影響

6.12.1資訊科技對各種行業、人類文明、社會變遷之影響與
未來發展

6.13 資訊科技領域性向之自我理
解

6.13.1選擇資訊相關科系所需之性向與特質

6.14 資訊科技相關行業之進路與
生涯發展

6.14.1大學資訊科學相關科系簡介
6.14.2資訊科技相關行業簡介與生涯規劃

合計 (36-4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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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大慧調查問卷一

十二年國教「資訊科技」課程重要學習概念規劃
第一次大慧調查問卷
各位資訊科技領域專家，您們好：
十二年國教「資訊科技」課程綱要草案 (附件一) 已訂定相關學習主題，惟在各學習主題之下並
未明訂所應學習之重要概念，我們將以大慧 (Delphi) 調查研究法 (附件二，新修改請參閱) 來徵得專
家共識以訂定這些概念。
本次課綱研修之課程基本理念為運算思維，其定義包括：
--定義問題及構思解法的過程，並將解法以可執行的形式呈現。 (Wing, 2011)
--與運用電腦解題相關的「思考歷程」 (如：abstraction, algorithm design, decomposition, pattern
recognition 等) 及「具體產出」 (如 automation, data representation, pattern generalization 等)
(Explor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Google)
希望專家們在進行問卷填答時，能以「運算思維」理念的角度來提供您的意見。
懇請於 3 月 31 日前完成填寫並以電子郵件方式寄回。填寫問卷的過程中，若有任何問題或意見，
歡迎隨時連絡王恩慈： (02) 7734-3917；atwang@ntnu.edu.tw。再次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提供協助，耑
此。敬頌
時
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吳正己 博士
共同主持人：林育慈 博士
研 究 生：王恩慈 敬上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4 日

1 程式設計
不合適
1

2

合適
3

4

5

七年級
1.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能及應用 (4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1.1.1 程式語言的種類

☐☐☐☐☐

1.1.2 程式語言的概念：資料形態、變數、輸入/輸出、算術運算、邏輯運算

☐☐☐☐☐

1.1.3 程式的功能與應用

☐☐☐☐☐

修改建議 (選填)：
1.2 結構化程式設計－循序與選擇結構、重複結構 (14-18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1.2.1 循序指令問題解決

☐☐☐☐☐

1.2.2 選擇結構、巢狀選擇結構

☐☐☐☐☐

1.2.3 重複結構、巢狀重複結構：For loop、While loop

☐☐☐☐☐

1.2.4 選擇與重複結構之整合運用

☐☐☐☐☐

1.2.5 程式設計問題解決：歸納模式 ( Finding pattern)、規劃解題步驟 (Algorithm design)

☐☐☐☐☐

修改建議 (選填)：

八年級
1.3 陣列程式設計實作 (8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1.3.1 一維陣列

☐☐☐☐☐

1.3.2 多維陣列

☐☐☐☐☐

1.3.3 一維陣列與解題實作：陣列與迴圈的整合應用

☐☐☐☐☐

修改建議 (選填)：
1.4 模組化程式設計的概念 (8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1.4.1 模組化的優勢：重用性 (reuse)、結構性、開發效率 (易於分工、除錯)

☐☐☐☐☐

1.4.2 函數 (function) ：函數傳遞參數 (function with parameter) 、函數回傳值

☐☐☐☐☐

1.4.3 變數的有效範圍 (視域，scope) 與生命週期 (life time)

☐☐☐☐☐

修改建議 (選填)：
1.5 模組化程式設計與問題解決實作 (12-16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1.5.1 函數程式設計與問題解決：歸納模式 (Finding pattern) 、規劃解題步驟 (Algorithm

☐☐☐☐☐

design) 、分解問題 (Decomposition)
修改建議 (選填)：

高中
1.6 陣列資料結構的程式設計實作 (4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1.6.1 記憶體連續性、隨機存取性、記憶體配置方式

☐☐☐☐☐

1.6.2 有序陣列中插入或刪除元素的時間複雜度

☐☐☐☐☐

1.6.3 一維陣列與解題實作

☐☐☐☐☐

1.6.4 二維陣列與解題實作

☐☐☐☐☐

修改建議 (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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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適
1

2

合適
3

4

5

1.7 重要演算法的程式設計實作－遞迴結構、搜尋演算法、排序演算法、分而治之演算法
(10-12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1.7.1 遞迴、函式呼叫與堆疊

☐☐☐☐☐

1.7.2 循序搜尋與二分搜尋之解題實作

☐☐☐☐☐

1.7.3 選擇與氣泡排序之解題實作

☐☐☐☐☐

1.7.4 分而治之演算法之解題實作 (例如：快速排序、合併排序)

☐☐☐☐☐

修改建議 (選填)：

◎對「程式設計」學習類別的整體建議 (選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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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演算法
不合適
1

2

合適
3

4

5

七年級
2.1 演算法基本概念－問題解析、流程控制 (4-6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2.1.1 問題描述、簡化、模型建立、類比

☐☐☐☐☐

2.1.2 流程圖運用與繪製

☐☐☐☐☐

2.1.3 演算法簡介

☐☐☐☐☐

2.1.4 演算法與程式設計的關係

☐☐☐☐☐

2.1.5 演算法的表示方法：流程圖、虛擬碼

☐☐☐☐☐

2.1.6 流程控制：選擇 (if、if else) 、重複 (for loop、while loop)

☐☐☐☐☐

2.1.7 問題解析：歸納模式 (Finding pattern) 、規劃解題步驟 (Algorithm design) 、分解問題

☐☐☐☐☐

(Decomposition)
修改建議 (選填)：

八年級
2.2 陣列資料結構概念與應用 (2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2.2.1 一維陣列的概念與應用

☐☐☐☐☐

2.2.2 二維陣列的概念與應用

☐☐☐☐☐

修改建議 (選填)：
2.3 基本演算法的介紹－搜尋、排序 (4-8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2.3.1 搜尋：循序、二元

☐☐☐☐☐

2.3.2 排序：選擇、氣泡

☐☐☐☐☐

修改建議 (選填)：

高中
2.4 重要資料結構的概念與應用－樹、圖 (建議授課時 2-4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2.4.1 樹狀結構

☐☐☐☐☐

2.4.2 二元樹、二元搜尋樹

☐☐☐☐☐

2.4.3 樹的走訪

☐☐☐☐☐

2.4.4 圖的表示法：陣列或串列

☐☐☐☐☐

2.4.5 二元樹、traversal 概念與應用

☐☐☐☐☐

2.4.6 圖的點、邊線、表示方法與應用

☐☐☐☐☐

修改建議 (選填)：
2.5 重要演算法的概念與應用－遞迴結構、分而治之演算法 (4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2.5.1 迭代與重複結構

☐☐☐☐☐

2.5.2 遞迴結構：與迭代之關係、終止條件 (stop condition) 、遞迴關係 (recurrence relation) 、

☐☐☐☐☐

範例與應用
2.5.3 分而治之演算法之概念與應用 (例如：快速排序、合併排序)
修改建議 (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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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適
1
2.6 演算法效能分析 (2 小時)

2

合適
3

4

5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2.6.1 時間複雜度之概念

☐☐☐☐☐

2.6.2 演算法之效能分析與比較：兩種搜尋演算法的分析與比較、兩種排序演算法的分析與比

☐☐☐☐☐

較
修改建議 (選填)：

◎對「演算法」學習類別的整體建議 (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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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平台
不合適
1

2

合適
3

4

5

九年級
3.1 系統平台重要發展與演進 (2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3.1.1 系統平台演進歷程：大型主機 (mainframe) 、個人電腦、後 PC 時代 (post-PC era)

☐☐☐☐☐

3.1.2 資訊科學發展重要人物

☐☐☐☐☐

修改建議 (選填)：
3.2 系統平台之組成架構與基本運作原理 (4-6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

3.2.1 系統軟硬體架構：作業系統、CPU、memory、I/O
修改建議 (選填)：
3.3 網路技術的概念與介紹 (4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3.3.1 電腦網路的概念與發展歷史

☐☐☐☐☐

3.3.2 網際網路的重要概念

☐☐☐☐☐

3.3.3 無線區域網路的重要概念

☐☐☐☐☐

3.3.4 無線個人區域網路的重要概念

☐☐☐☐☐

3.3.5 行動通訊系統的重要概念

☐☐☐☐☐

修改建議 (選填)：
3.4 網路服務的概念與介紹 (4-6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3.4.1 網際網路服務 (例如電子郵件、全球資訊網、即時通訊、隨選視訊等)

☐☐☐☐☐

3.4.2 物聯網系統

☐☐☐☐☐

3.4.3 雲端運算系統

☐☐☐☐☐

3.4.4 其他新興的網路服務

☐☐☐☐☐

修改建議 (選填)：
高中
3.5 系統平台之運作原理－工作管理與資源分配、分散式系統、網路路由 (3-4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3.5.1 常見的排程 (scheduling) 演算法，例如 FIFO, LRU, LFU 等

☐☐☐☐☐

3.5.2 分散式系統的概念與常見的應用系統

☐☐☐☐☐

3.5.3 網際網路階層式的路由方法，以及常見的路由演算法，例如 RIP、OSPF、BGP 等

☐☐☐☐☐

修改建議 (選填)：
3.6 系統平台之未來發展趨勢 (2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3.6.1 物聯網系統 (Internet of Things)

☐☐☐☐☐

3.6.2 資料中心 (Data Center)

☐☐☐☐☐

3.6.3 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

☐☐☐☐☐

3.6.4 高速運算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

修改建議 (選填)：
◎對「系統平台」學習類別的整體建議 (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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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
不合適
1

2

合適
3

4

5

九年級
4.1 資料數位化之原理與方法 (4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4.1.1 數位化原理與方法：取樣、量化

☐☐☐☐☐

4.1.2 資料數位化應用：圖片數位化、地圖圖資數位化、音訊數位化、視訊數位化

☐☐☐☐☐

修改建議 (選填)：
4.2 數位資料的表示方法 (2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4.2.1 資料表示法的概念

☐☐☐☐☐

4.2.2 編碼概念

☐☐☐☐☐

4.2.3 二進位資料表示法：位元概念、數值編碼、文字編碼 (ASCII) 、繁體中文碼 (Big5) 、統

☐☐☐☐☐

一碼 (Unicode)
修改建議 (選填)：
4.3 資料處理概念與方法－資料整理與整合、資料壓縮、資料轉換 (8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4.3.1 資料清理 (data cleaning) ：整合重複的資料，找出錯誤的資料，填補遺失的資料

☐☐☐☐☐

4.3.2 資料壓縮原理 (e.g. jpg, mp3, zip)

☐☐☐☐☐

4.3.3 資料轉換概念

☐☐☐☐☐

4.3.4 資料格式轉換

☐☐☐☐☐

4.3.5 基本資料轉換方法

☐☐☐☐☐

修改建議 (選填)：
高中
4.4 巨量資料的概念 (6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4.4.1 巨量資料 4’v 特性 (volume, velocity, variety, veracity)

☐☐☐☐☐

4.4.2 巨量資料處理與分析簡單實例：資料清理 (data cleaning) 、資料理解 (data

☐☐☐☐☐

understanding) 、資料分析 (data analysis) 、資料視覺化 (data visualization)
4.4.3 巨量資料的挑戰與價值 (data to information) ：巨量資料在不同領域的應用 (感測裝置網

☐☐☐☐☐

路、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網際網路與搜尋引擎、社群網路、醫療、大規模的
電子商務等)
修改建議 (選填)：
4.5 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的基本概念 (6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4.5.1 資料分類概念

☐☐☐☐☐

4.5.2 機器學習的概念與應用實例

☐☐☐☐☐

4.5.3 資料探勘的概念與應用實例

☐☐☐☐☐

4.5.4 模式識別 (Pattern Recognition) 的概念與應用實例 (如電腦視覺、自然語言處理、生物特

☐☐☐☐☐

徵識別等)
修改建議 (選填)：
◎對「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學習類別的整體建議 (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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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訊科技應用
不合適
1

2

合適
3

4

5

七年級
5.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資料搜尋、資料組織與表達、資料運算與分析 (12-14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5.1.1 以實作方式整合應用資料搜尋、組織與表達、運算與分析之概念與方法

☐☐☐☐☐

5.1.2 定義問題

☐☐☐☐☐

5.1.3 資料搜尋：有效率進行文件、影像、聲音、圖像與其他數位資料之搜尋

☐☐☐☐☐

5.1.4 資料組織與表達：應用工具進行資料視覺化

☐☐☐☐☐

5.1.5 資料組織與表達：應用工具組織與整合各種資訊

☐☐☐☐☐

5.1.6 資料組織與表達：應用工具有效陳述概念與表達

☐☐☐☐☐

5.1.7 資料運算與分析：應用工具進行資料運算與分析以獲取所需資訊

☐☐☐☐☐

修改建議 (選填)：

九年級
5.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多媒體應用專題、程式設計應用專題 (6-8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5.2.1 多媒體應用專題：須能以實作方式應用多媒體處理與分析之概念與方法

☐☐☐☐☐

5.2.2 程式設計專題：須能以程式實作方式應用「七年級或八年級所學之程式設計概念與方法」

☐☐☐☐☐

以及「九年級所學之系統平台或資料表示處理與分析之概念與方法」
修改建議 (選填)：

高中
5.3 數位合作共創的概念與工具使用 (2 小時)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5.3.1 專案管理概念

☐☐☐☐☐

5.3.2 版本控制概念

☐☐☐☐☐

5.3.3 合作共創工具的應用 (文件、多媒體或程式共創工具、專案管理工具)

☐☐☐☐☐

修改建議 (選填)：

◎對「資訊科技應用」學習類別的整體建議 (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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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
不合適
1

2

合適
3

4

5

七年級 (共 2 小時)
6.1 個人資料保護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6.1.1 網路與檔案資料的隱私權保護 (帳號管理、權限管理)

☐☐☐☐☐

修改建議 (選填)：
6.2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6.2.1 數位作品之合理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原則 (以範例說明重要原則，非僅列舉法條)

☐☐☐☐☐

6.2.2 創用 CC

☐☐☐☐☐

修改建議 (選填)：
6.3 資訊安全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6.3.1 資料安全防護

☐☐☐☐☐

6.3.2 程式安全防護

☐☐☐☐☐

6.3.3 通訊安全防護

☐☐☐☐☐

修改建議 (選填)：

八年級 (2 小時)
6.4 資訊科技重要社會議題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6.4.1 網路成癮

☐☐☐☐☐

6.4.2 網路交友

☐☐☐☐☐

修改建議 (選填)：
6.5 資訊倫理與法律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6.5.1 網路霸凌

☐☐☐☐☐

6.5.2 網路詐欺

☐☐☐☐☐

6.5.3 網路駭客

☐☐☐☐☐

修改建議 (選填)：

九年級 (2 小時)
6.6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響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

6.6.1 資訊科技對食衣住行之影響與衝擊
修改建議 (選填)：
6.7 資訊科技相關職業類科之升學進路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

6.7.1 資訊相關科系之學習內容概述
修改建議 (選填)：
6.8 資訊科技相關職業類科之生涯發展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

6.8.1 資訊科技相關職業簡介
修改建議 (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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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適
1

2

合適
3

4

5

高中 (2-4 小時)
6.9 資訊科技的合理使用原則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6.9.1 數位作品之合理引用與編輯原則

☐☐☐☐☐

6.9.2 創用 CC

☐☐☐☐☐

6.9.3 數位作品之授權

☐☐☐☐☐

修改建議 (選填)：
6.10 個人資料的保護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6.10.1 資訊科技對個人隱私之影響 (網際網路、社交媒體、大資料、行動裝置、網路銀行與政

☐☐☐☐☐

府)
☐☐☐☐☐

6.10.2 資訊科技對個人隱私之保護方法
修改建議 (選填)：
6.11 資訊科技的重要社會議題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

6.11.1 網路之公民參與
修改建議 (選填)：
6.12 資訊科技對人類社會影響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6.12.1 資訊科技對各種行業、人類文明、社會變遷之影響與未來發展

☐☐☐☐☐

修改建議 (選填)：
6.13 資訊科技領域性向之自我理解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

6.13.1 選擇資訊相關科系所需之性向與特質
修改建議 (選填)：
6.14 資訊科技相關行業之進路與生涯發展

是否應包括下列概念：

6.14.1 大學資訊科學相關科系簡介

☐☐☐☐☐

6.14.2 資訊科技相關行業簡介與生涯規劃

☐☐☐☐☐

修改建議 (選填)：

◎對「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學習類別的整體建議 (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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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大慧調查問卷專家意見
壹、程式設計
年級

主題

問卷

建議內容
1.

程式語言種類過於抽象，建議不放

2.

1.2.1 獨立一個單元，實際以程式範例操作練習

3.

程式語言的概念所包含的主題有些零碎

4.

程式語言種類可等到學生會至少一種程式語言後再進行探討。

5.

將重點放在程式的功能與應用，用多種實際範例來介紹程式的功能與應用，藉此闡述計算思維，同時讓學生自然理解演算法、
資料、網路、運算平台等的實際作用與重要性，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如果按照目前的順序，我擔心學生不知為何而學程式語言，
教學會淪落到背誦程式語言的種類與語法的層次，因此我認為 1.1.3 應該一分為二，一大部分應該在前面，以範例而非程式語
言教授計算思維，而且應是這章的重點，要先設法引起學生興趣，告訴他們為何而學。接下來在教授基本的程式語言知識之後，

第一次

七年級

再度舉例來呼應一開始談到的程式的功能與應用其他的部分，歸納這章的內容。
6.

程式語言的種類除了高低階，還有不同的高階語言，可搭配知名軟體或遊戲做介紹。

1.1 程 式 語 言 基 本 概

7.

資料型態、變數簡單帶過，以免陷入瑣碎。

念、功能及應用

8.

簡介程式語言時，不知是否包含程式設計流程的各步驟?建議可舉實例說明。

9.

1.1.3 程式功能與應用，建議可以在一開始就先上，做為引起動機或大觀念的說明。

10.

學生可能從未接觸過程式，直接教種類可能無法引起共鳴。

11.

變數與算術邏輯運算應先確認七年級數學已學過這些概念，畢竟有些變數的使用與運算子的順序在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用法，
容易混淆正在學習正統數學變數概念的學生

第二次

1.

程式語言的種類還是要提一下，可以不用著墨太多，但要讓學生有概念，並不是只有老師教學的這一種程式語言

2.

程式語言的種類，可酌量介紹各類語言之用途，舉實際例子講解，但不宜要求學生背誦之。

1.

同意應該要提及程式語言種類，但對於沒有經驗的學生來說實在不是很重要，應不用獨立成一小節。或是改為「程式的運作與
種類」簡單講解程式思考方式。

第三次
2.

既然程式語言的種類不是很重要，不如將之併入 1.1.2，將 1.1.2 的標題改為程式語言的概念：種類、資料形態、變數、輸入/輸
出、算術運算、邏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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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主題

問卷

建議內容
1.

1.2.2『巢狀選擇結構』建議改為『多重選擇結構』
，例如在 C++或 VB 中都有的：if( )....else if( )....else if( )....else ....，實作程式
時，比巢狀選擇結構的邏輯更清楚好用。

2.

1.2.1 循序指令問題解決，請問內容會是什麼？是否應將問題解決、循序指令分開？

3.

本章所列舉的結構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為何沒有介紹 functional call 和 API 呢？現在絕大多數的應用，都是利用現成的程式庫、
系統功能或是雲端服務。我認為傳統程式設計課程的 bottom-up approach 已不合時宜，並不是不教，而是今天實際應用程式的
結構的重點是 functional call 和 API，應該要教，而且是重點。

第一次

七年級

4.

七年級生第一次接觸資訊科技，應該讓他們使用結合視覺化的程式語言以啟發和維持其興趣

1.2 結 構 化 程 式 設 計

5.

巢狀重複結構或許可略過

－循序與選擇結構、重

6.

建議不放入巢狀(選擇，重覆)，另外，建議程式設計問題可以先著重於畫面的處理與實作，以提昇學生成就感

複結構

7.

程式語言是基於改變變數來運作，所以延續 1.1 的建議，應先確認學生已有正統變數的概念再繼續介紹後續的內容。歸納與規
劃解題連很多大學生都無法做到，放在七年級課程似乎太過艱深，倒是可多用一些簡單的範例帶領學生體會 for. while. if else 的
使用方式和使用時機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八年級

1.3 陣 列 程 式 設 計 實

1.

同意應該從簡單的演算法舉例即可。另外 functional call 及 API 的確相當重要

2.

建議規畫解題步驟前，先介紹 function call 和 API

3.

1.2.5 提到的名詞過於抽象，在講解概念時不需要特別定義這些名詞。

1.

1.2.5 與 2.1.6 的內容是否有重疊呢?

2.

仍建議 functional call 和 API 的概念和簡單應用，

1.

多維陣列或許可放在十年級

2.

是否要包含多維陣列?

3.

多維陣列建議限制為二維陣列即可。另 1.3.3 為何只限制一維陣列？若是如此，就不要 1.3.2

4.

建議將 1.3.3 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擺在 1.3.1 之前，先用範例引導，另一部分在本章最後呼應與統合。

1.

多維陣列較抽象，建議延後學習

2.

可教授二維陣列，以點矩陣影像為範例即可。

3.

陣列的概念對國中生過於抽象，類似矩陣的概念上高中才會接觸，建議放在十年級較為合適。

作
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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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主題

問卷

建議內容
1.

標題部份，沒有含「實作」但在講解這部份時，應會搭配實作進行，比方說講 reuse 就會拿 function 實作來練習。建議時間分
配、及敘述上是否可以再修正。

第一次

2.

time)

1.4 模 組 化 程 式 設 計
的概念

3.

如前所述，我認為本章的基本概念應提早在七年級教授。

1.

變數的有效範圍與生命週期，和語言的種類相關，也是進階的語意概念，似乎沒有必要在這裡交代。早期的高階語言，例如
FORTRAN，並沒有這些東西，這是 good-to-have 的選項，非必要概念，在八年級的課程中，要寫的程式也沒有多大，不須搞

第二次

八年級

1.5 模 組 化 程 式 設 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應先讓學生了解變數在記憶體中的存放概念，以及程式運作的流程(coding, compile, load, link, execute 等等，再介紹 scope 與 life

第一次

到這麼複雜。如果要教，就講 local variable 的概念就行了，不必端出視域與生命週期這些專有名詞。
2.

這才只是國二的學生，在程式中大略講解即可，不須特別強調

1.

建議加入對照組(非模組化的程式撰寫)

2.

這部份與演算法密不可分，看這時數分配應當會以小專題方式進行，是否應該規範在此？或是移到演算法的領域去？

3.

本章授課時數頗多，但規劃上相對簡略，我同意這些概念相當重要，但是否僅止於以上的概念？如果談到問題解決實作，是否
必須加入程式的效能的量測與分析？我不是說要學生去算 complexity，而是實際去測量程式執行時間與演算法的關聯性。如果
真的要談到問題解決實作如果連分析程式執行時間都不會，談演算法時可能像是紙上談兵。

第一次

高中

1.

建議增加時數

2.

在國二就教的內容，高中再實作，是否隔太久？在此的「解題」是指？

3.

講資料結構不如多談談資料庫以及資料儲存的高階概念，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引導學生理解資料結構的應用與重要性。例如將
資料透過某種 API 放在資料庫或中介軟體裡面，這時是否需要在乎資料如何擺放在記憶體內，如何插入或刪除？學生要知道資

1.6 陣 列 資 料 結 構 的

料結構可以延伸到更大的應用範圍，而這些資料庫或中介軟體不是簡簡單單的一二維陣列就可搞定的，雖然沒有這些基礎，是

程式設計實作

無法深入去探究，但有多少學生需要去深入探究的？所以淺嚐即止並沒有問題，但需花太多時間去精熟這些東西

第二次

1.

分析複雜度過難，建議簡單讓學生有點概念即可

2.

1.6.2 講的時間複雜度，應指的是 sorted array 在操作時的「效率」我看前面的單元也都沒真正講解「時間複雜度」的觀念(在 2.6)，
是否可做文字上的修正？我覺得這邊直接提「時間複雜度」感覺有跳脫 1.6 實作的精神。

3.

分析複雜度的數學，高一學生學了嗎? 可能要斟酌學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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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主題

問卷

1.7 重要演算法的程
式設計實作－遞迴結
高中

構、搜尋演算法、排序

第一次

演算法、分而治之演算

建議內容
1.

1.7.1 或許可加入佇列，以便對照堆疊

2.

建議 1.7.2-1.7.3 擇一，建議刪除分而治之之實作

3.

是否要介紹快速排序與合併排序?

4.

三的子主題應該分該列舉，不建議包括遞迴

5.

時間上很緊，怕教不到分而治之演算法的實作，但演算法的部分分而治之又有教，沒實作很奇怪

6.

搜尋與排序演算法較複雜，並非所有學生都是理工專長，對於文組學生來說瞭解搜尋和排序怎麼運作似乎也沒那麼必要，太難
的教材放在高中反而容易讓學生對程式語言失去興趣，建議到大學再學即可

7.

我並不贊成教遞迴，因為在實際上沒有太大的用途，在很多場合，遞迴只是一種對某些人很酷，但是會困擾某些人的頭腦體操，
也許就等到遇到時再去傷腦筋吧。我覺得找一兩個「排序」演算法作為範例，說明不同演算法在效能上的優缺點是可行的，但

法

不宜過度強調各類排序方法的演算法本身。因為，坦白說，大多數人只需要使用 sort()函式去解決問題，不見得需要知道 sort()
是怎麼製作的，一知半解的意義也不大，因為真正 sort 的效能也會因為系統和資料量不同而有差別，因此不宜過度重視之，甚
至我不建議採用「重要演算法」稱呼這一章。
第二次

1.

4 小時若確實無法教到分而治，建議可移至進階程式設計。

1.

為提升學習的興趣及引起動機，建議較多實作及案例，時間複雜度等較理論的內容可留待日後學習。

2.

建議觀念與技術減少，但是每個教導的觀念都有數個實作，讓學生熟練這些觀念與技術

3.

對於程式設計類別的課綱流程，安排得相當緊湊與充實。但是筆者任教學校經驗是：(1) 同事曾於國中部安排 C 語言教學，實
行於能力分班的時代，終止於常態編班；(2) 能力分班之下的高中生，課程可達到陣列，而一般班級止於迴圈。以上說明，除
了概念之外，配合各個概念下的練習題，配合自行開發的線上評分系統而施行。

整體建議

第一次

4.

陣列在程式設計八年級(1.3)和高中(1.6)、及演算法八年級(2.2)皆出現，可考量互相連結及銜接性。

5.

看完整個課程內容，覺得國一二的程式設計，比後面 3456 部份系統平台、資訊應用、資安等內容難。例如 3 系統，那裡面的
內容介紹性質的多，但卻放在國三的內容，是否有可能考量實用性、難度，來安排順序。

6.

在國高中應強調程式語言可以幫助他們完成甚麼事，甚至帶一些程式語言發展的歷史故事引起學生的興趣，實際程式設計的課
程不宜太過艱深

7.

建議多採 top-down 的宏觀來看程式設計這個議題，比較符合時代的需要。在許多行業中，程式設計是將該行業的專業知識和作
法導入程式中，並非解決數理問題，數據處理和演算法的概念要懂，但不宜過度以訓練資訊專業人員的角度去強調資料結構與
演算法，要知道這些課程是通識教育，如果學生對於程式設計產生興趣，自然會去選修專業課程，不需給予過多細節。

8.

九年級完全沒有程式設計時間不是很好
77

年級

主題

問卷

建議內容
1.

教程式設計不等於教運算思維，大多數資訊人員所使用的程式語言，對於其他領域的人來說，也不過就是在做資訊類的工作上
跟電腦溝通的介面而已，我們不應該過度主觀地強調這些程式語言的框架。例如，做數學統計時所用的 R, Matlab, Mathematica,
SPSS, SAS 等語言，缺少一些通用程式語言有的東西，但也有一些通用程式語言所沒有的東西，所以我們不要認為 C, Java 或

整體建議

Python 程式語言裡面有甚麼，我們就該教甚麼。要教好運算思維，應該設法超越程式設計，不要被現有的語言所限制住。

第二次
2.

國中程式語言應著重在實作，讓學生感受到透過程式與電腦溝通的體驗，不宜講解太多艱深的觀念。同專家所建議，應考量這
些課程是通識教育，是讓學生有基礎概念，而不是為了訓練資訊系的學生，所以不要太強調理論的內容。另外，七八年級放了
太多程式設計、演算法等相對較難的內容，就學習能力而言，七八年級生理解能力恐沒有九年級好，比重上建議調整。

第三次

1.

讓學生能體會程式語言可以幫助他們完成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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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演算法
年級

七年級

主題

2.1 演 算 法 基 本 概 念

問卷

第一次

建議內容
1.

2.1.7 流程控制：選擇 (if、if else) 、重複 (for loop、while loop)

2.

2.1.6 與 1.5 重複，但時數差很多，是否整合？

3.

模型建立與類比放在七年級太過抽象

4.

太多子主題了，2.1.3 and 2.1.4 可合併，2.1.2 and 2.1.5 可合併。2.1.7 與 1.2 重複？

5.

我個人不認為應該將流程圖、虛擬碼導入演算法基本概念與描述，原因有二，第一是流程圖在 2.1.2 已有涵蓋，第二是對於七
年級生來說，重要的是將問題用流程圖、虛擬碼表示，但這在教學過程中未必要扣上演算法這個大帽子，否則這樣上綱，演算
法設計基本上等同於程式設計。如果要從 top-down 來看『問題解析、流程控制』的話，我傾向於多講一些軟體架構 (software

－問題解析、流程控制

architecture) ，引入軟體工程的概念，不要老是在低階的簡單問題上鑽牛角尖。
6.

建議把演算法簡介延到八年級，教師先在七年級進行差異化教學，使得同學都有基本的 coding 知識與能力，也有些失敗的經驗
後，再談演算法

第二次

第一次
2.2 陣 列 資 料 結 構 概
念與應用

第二次

1.

建議重覆結構 while loop 和 for loop 擇一

2.

建議提供學生多些實作案例以瞭解演算法。

1.

二維陣列或許可放在十年級(高中)

2.

二維陣列的概念類似數學矩陣的應用，對國中生而言太深，且過於抽象。

1.

若回到前面 1-3，八年級多維不教，這邊也應配合取消 2.2.2

2.

2 小時的課程，可能無法包含二維陣列的概念與應用，因為二維陣列需要一些二元計算式，對於數學程度較差的學生，是一個
問題，而且比起一維，二維陣列多了甚麼重要的運算思維? 只是應用面多了一些，不妨點到為止。

八年級

2.3 基 本 演 算 法 的 介
紹－搜尋、排序

1.

因為只有 6-8 小時，應該只是簡介吧…

2.

若有二元搜尋的概念則可增加「快速」和「合併」兩種排序法

3.

讓學生理解循序和二元搜尋的差異即可，排序演算法較複雜，並非所有學生都是理工專長，對於文組學生來說瞭解搜尋和排序
怎麼運作似乎也沒那麼必要，太難的教材放在高中反而容易讓學生失去興趣，建議到大學再學即可

第一次
4.

我覺得找一兩個「排序」演算法作為範例，說明不同演算法在效能上的優缺點是可行的，但不宜過度強調各類排序方法的演算
法本身。因為，坦白說，大多數人只需要使用 sort()函式去解決問題，不見得需要知道 sort()是怎麼製作的，一知半解的意義也
不大，因為真正 sort 的效能也會因為系統和資料量不同而有差別，因此不宜過度重視之，否則學生把這些演算法都背起來，就
像背一大堆三角函數的公式和解題方法，對非理工科系的人來說，除了考試之外，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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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八年級

主題

2.3 基 本 演 算 法 的 介

問卷

第二次

紹－搜尋、排

第三次

第一次

2.4 重 要 資 料 結 構 的
概念與應用－樹、圖
第二次

建議內容
1.

考量學習程度差異的學生，循序、選擇來上內容即可，其他當進階參考教材

2.

建議排序演算法只教一種

3.

時間真的不夠，建議只需舉一個最簡單的 sorting 方法引起興趣即可

4.

建議 2.3 移至高中，觀念與實作放在一起。

5.

內容對於國中生過於抽象難懂，擔心學生聽完可能還是一知半解。

1.

太過艱難的理解會減低學習動機 。但說明不同演算法在效能上的優缺點是可行的，但不宜過度強調演算法本身…. 多數人只需
要使用 sort()函式去解決問題，不見得需要知道 sort()是怎麼製作的….

1.

僅有二到四小時，恐怕難將所有內容詳細解說清楚

2.

樹及圖的簡介本身就需要較多的授課時間

3.

建議樹和圖的部分減為 2 小時

4.

2~4 小時講述上面的內容略嫌不足。是否可能只挑 binary tree 講就好？

5.

在短短 2-4 小時，要如何教授這麼多的東西？應該教重點就行了，不要把一大堆東西都放在課綱裡面。

1.

時數太少

2.

時間太少，建議減少項目

3.

本節區分為六個小節，似乎過於瑣碎。2.4.3 至 2.4.5 應合併為一小節，重點在於概念與應用。至於 2.4.6 的圖，在時間有限的情
況下，可能就省略吧。

高中
第三次

2.5 重 要 演 算 法 的 概

第一次

念與應用－遞迴結

1.

時間真的太少，建議概念與應用省略

2.

時間太少，這些內容可能只能講到 binary tree 就沒了，或是後面的列為補充內容

1.

可用簡單一點的例子介紹迭代概念，用排序當例子對很多國高中學生來說可能太複雜

2.

這部分抽象化很難，時間很緊

3.

不建議包含遞迴結構

4.

我並不贊成教遞迴，因為在實際上沒有太大的用途，在很多場合，遞迴只是一種對某些人很酷，但是會困擾某些人的頭腦體操，
也許就等到遇到時再去傷腦筋吧。

構、分而治之演算法
第二次

1.

遞迴的觀念即可

2.

不建議教遞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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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主題

問卷

第一次

建議內容
1.

加空間複雜度

2.

建議刪除效能分析與比較

3.

2.6.2 演算法之效能分析與比較 (例如：…)

4.

介紹搜尋的時間複雜度即可。如果大部分學生無法吸收排序演算法，那也不太可能理解實做上的時間複雜度

5.

我個人覺得這個章節還頗重要的，但我認為重點不宜過度強調 complexity，因為實際上 complexity 低的演算法未必有好的效能，
因為資料存放方式以及 cache 等因素，而演算法的優劣只是其中因素之一。最好是實際上讓學生學習使用簡單的效能分析的工

高中

具和方法，了解效能分析和優化的概念。

2.6 演算法效能分析

第二次

第三次

1.

連時間複雜度都不容易理解了，空間複雜度可能更難

2.

建議不教排序演算法的時間複雜度

3.

對於新增的 2.6.3，個人認為是屬於進階內容，沒有必要在此教授。

4.

高一數學是否提供足夠學生做效能分析的能力

5.

能了解分析的觀念與方法，絕對是資訊科學很重要的基礎學習

1.

簡單的效能分析的工具和方法，了解優化的概念

1.

為避免過於抽象及枯燥，應該搭配程式設計內容進行

2.

七八年級的演算法簡介，要經過一兩年才到高中階段練習，要考慮學生的學習記憶延展性，也怕國中這部分簡介沒有教，高中
要從頭講，時間會更緊。

3.
整體建議

程式設計加演算法構成資訊科學重要基礎，任教學校以此經營程式設計社團，也因此團員有良好的資訊科學基礎，唯此一部分
的課程尚需依賴專家們規劃出符合國中小需求的教材。

第一次
4.

看完這個課程架構，國三沒有程設、演算法，差不多就是空白一年再繼續；國二講完的演算法觀念，高中就直接接著後面的觀
念上，國三空白一年，有點難想像學生是否跟得上。

5.

演算法這門課重點在於分析問題以及學習像搜尋與排序這些會影響程式效能的重要概念，對國高中的課程來說可以多舉一些範
例帶領學生分析問題，但是關於搜尋與排序這些內容對於未來以程式設計師為志業的學生來說才是必學，對於其他學生來說其
實並不需有那麼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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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主題

問卷

建議內容
6.

演算法是否包含程式設計演練？2.x 的主題與 1.x 的主題重複甚多，兩者的差異應具體敘述。

7.

建議多採 top-down 的宏觀來看程式設計這個議題，比較符合時代的需要。在許多行業中，程式設計是將該行業的專業知識和作
法導入程式中，並非解決數理問題，數據處理和演算法的概念要懂，但不宜過度以訓練資訊專業人員的角度去強調資料結構與
演算法，要知道這些課程是通識教育，如果學生對於程式設計產生興趣，自然會去選修專業課程，不需給予過多細節。我注意

整體建議

第一次

到做演算法的老師，常常把演算法上綱，讓演算法設計大到基本上等同於程式設計。如果要從 top-down 來看『問題解析、流程
控制』的話，我傾向於多講一些軟體架構 (software architecture) ，引入軟體工程的概念，不要老是在低階的簡單問題 (搜尋、
排序) 上鑽牛角尖，把格局放大，引入效能分析方法與工具，才不會像是紙上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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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系統平台
年級

主題

問卷

建議內容
1.

對國高中學生來說，除了知道 Turing 的偉大貢獻外，不知道其他資訊科學發展的重要人物 (若還有的話，到時選擇名單時可
能還會有爭議) 也不會影響他們在生活中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另外，在很多本不同作者所寫的「作業系統」教科書中，這些
書中都會仔細介紹系統平台重要發展與演進，但在書中都不會介紹資訊科學發展的重要人物，我想這也是因為很難界定誰是資

第一次

訊科學發展的重要人物的緣故。

3.1 系 統 平 台 重 要 發

2.

歷史已經看不到沒法親身使用，只能聽故事，1 小時就好了

展與演進

3.

3.1.2 人物介紹應內含於 3.1.1

1.

看到竹南高中的考卷，人名變成了考題，我覺得還是把 3.1.2 的內容減少，請老師出一些作業，讓學生去網路上搜尋一些歷史

第二次

3.2 系 統 平 台 之 組 成
九年級

第一次

資料寫報告就行了。
2.

演進歷程應著重在以故事引起學生興趣，避免流於考試背誦

1.

建議將開源軟硬體的趨勢加入。

2.

搭配開放硬體如樹莓派的使用

1.

開源軟硬體的趨勢僅需稍微介紹即可，不建議暫用太多時間

1.

猛然會不知無線個人區域網路和無線區域網路的區別

2.

是否有必要對這麼多不同的網路分門別類來介紹？我們應該注重的，應該是網路對於使用者經驗 (user experience) 的相關性，

架構與基本運作原理
第二次

3.3 網 路 技 術 的 概 念
與介紹

3.4 網 路 服 務 的 概 念

第一次

有線或無線，區域或廣域，那是從業界和技術的觀點來看問題，沒必要在此討論。

第一次

與介紹

1.

物聯網的技術目前還在開發尚未普及，不適合在此時介紹

2.

建議增加社群平台介紹

3.

3.4.1 或許可放在七年級(國一)，以因應很多國中小學生早已使用這些服務

4.

物聯網系統— Let’s be Makers

5.

是否能加入讓學生實際寫程式使用網路服務的部分？把這個章節與程式設計連結起來，讓學生知道，不是只能使用者的角度去
看待雲端，而能夠透過簡單的程式設計，呼叫雲端服務，就可以善用雲端的功能。

第二次

1.

藉由電腦「通訊協定」建立網路基本概念，以及故障排解的基本能力 (藉由實作中導入網路封包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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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主題

問卷

3.5 系 統 平 台 之 運 作
原理－工作管理與資

第一次

建議內容
1.

RIP、OSPF、BGP 對高中生太難了解

2.

建議僅選擇一到兩個演算法介紹，避免在學生基礎尚不穩固之下過於深入

3.

3.5.3 節，學校教師大都無設定路由器經驗或實務示範，或許可當成選授內容

4.

教這些排程 (scheduling) 演算法的目的是什麼？如果務實的話，是否應該加入 priority 的概念，而非一昧強調演算法？就實務

源分配、分散式系統、

而言，與其強調演算法，不如用實際例子介紹工作管理與資源分配所使用的介面，例如 Openstack 有哪些工作管理與資源分配

網路路由

工具可用？虛擬化和軟體定義的概念，例如 Virtual Machine, SDN 等等。什麼 RIP、OSPF、BGP，我自己都不記得這些是什麼
東西或是有什麼用。

高中

第二次
第一次
3.6 系 統 平 台 之 未 來

第二次

發展趨勢

1.

路由演算法實在不必要，知道路由器會判斷路徑遞送就夠

1.

不了解是要講這些子主題的發展趨勢嗎？還是這些子主題本身是系統平台外來發展趨勢？

2.

多參考國外的範例影片，例如 https://www.google.com/edu/resources/programs/exploring-computational-thinking/

1.

高速運算定義不清楚:建議明確指出是平行計算(parallel)或叢集計算(cluster)或格網計算(grid)

1.

高速運算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的重點在於解決非常重要而且需要大量計算的科學和工程問題，很多目前很普及的應

第三次

用，在多年前曾經需要高速運算才行。我們要跳脫資訊人的框架，要告訴學生高速運算對於解決各類型的科學工程問題的重要
性，不是只教現在馬上能用來賺錢的技術。

整體建議

第一次

1.

Let’s be Makers…實作中的運算思維

2.

一般的學生不了解系統平台，問題在於見樹不見林，甚至一般老師也不懂系統是什麼。與其教各個組件 (components) 的知識，
不如開始讓學生去碰觸完整複雜系統所可能出現的問題，教他們關於系統軟硬體架構的基本概念，教一些觀察、量測、分析的
方法與工具，沒必要去教什麼排程演算法了。用實際例子介紹工作管理與資源分配所使用的介面，例如 Openstack 有哪些工作
管理與資源分配工具可用？虛擬化和軟體定義的概念，例如 Virtual Machine, SDN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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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
年級

主題
4.1 資 料 數 位 化 之 原
理與方法
4.2 數 位 資 料 的 表 示
方法

問卷

建議內容

第一次

1.

資料數位化的概念和資料的來源很重要

第一次

1.

不要在 4.2.3 中過度強調這些編碼的方法，可能會造成學生記憶和考試的壓力。

1.

太艱深，學生連時域到頻域的轉換概念都還沒建立，也還沒建立 entropy 概念，不適合學壓縮

2.

這些子主題都不夠明確，都與大主題相同？

3.

我個人不認為這些概念需要花到長達 8 小時來解說，如果規劃 8 小時，那可能會教一堆理論和演算法，有需要嗎？我覺得對於
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只需要知道資料轉換的必要性、優點、代價，並不需要知道 jpg, mp3, zip 的演算法。至於如何從浮點數轉

第一次

整數這些細節就更不需要知道，因為只需要知道大多數系統都提供資料格式轉換的功能以及如何使用舊型了。

九年級
4.3 資 料 處 理 概 念 與

4.

建議高中部分整合，留待高中再教

方法－資料整理與整

5.

是否能結合運用實作方式進行。

合、資料壓縮、資料轉

1.

4.3.3-4.3.5 這三個很類似，可以整合在一起

換

2.

同意縮短時數，簡少項目的建議

3.

這部份的內容認真講，太難，8 小時遠不夠；若是要簡介概念，8 小時太多，可以整合一些子項目。

4.

動手做能真正的學習

5.

我覺得國中重點在於瞭解資料處理的方法與實作，不需要瞭解太深的理論。

1.

建議利用實作例子讓學生瞭解即可，不需強調理論

2.

建議大幅減少時數至 2 小時，只要教概念就行。

第二次

第三次
4.4 巨量資料的概念
高中

4.5 資 料 探 勘 與 機 器
學習的基本概念

整體建議

無

第一次

第一次

1.

建議 4.5.4 and 4.5.2 整合入 4.5.1 and 4.5.3 中

2.

上述實例都應當選簡單的例子，否則高中生難了解

3.

宜用概論的形式，舉例讓學生了解技術與實際應用的關聯即可

1.

這裡的內容有些很新，如 4.4 的 Big Data，可能不是所有高中老師都很熟，所以教材可能要夠好。

2.

我認為 4.3 的部份可以減少，將重點擺在其他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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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主題

問卷

建議內容
1.

整體建議

雖然 big data 是趨勢，但如果沒有實際運用過的國高中教師恐怕無法掌握教學的精髓，不如降低時數，僅簡單建立概念與應用
實例。

第二次
2.

高中部分 6 小時仍舊太長，講概念的話，何須 6 小時?除了概念和範例之外，要講些甚麼?整整 6 小時來告訴學生資料科學的偉
大? 相較之下，系統平台的部份(3.5+3.6)，加起來也只有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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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訊科技應用
年級

主題

問卷

5.1 資 料 處 理 應 用 專
七年級

題－資料搜尋、資料組
織與表達、資料運算與

第一次

分析

5.2 資 訊 科 技 應 用 專
九年級

題－多媒體應用專
題、程式設計應用專題

高中

5.3 數 位 合 作 共 創 的
概念與工具使用
整體建議

第一次

第二次

建議內容
1.

5.1.4~.7 可否舉例些工具，比較好評估此類內容是否合適。

2.

5.1.2 應該融入到各具體主題內

3.

七年級學生是否有能力完成如此多項概念應用？

4.

資料運算/分析，建議放在八年級。 (七年級先練習工作資料組織與表達)

5.

建議放在高中課程

1.

多媒體在此處的意義不清楚

2.

九年級所學之系統平台或資料表示處理與分析之概念與方法要以程式設計專題呈現嗎

3.

建議放到高中課程

1.

建議將專題放在高中，才可能發揮專題的真正意義，否則以國中學的內容很難實做出像樣的專題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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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
年級

主題

問卷

6.1 個人資料保護
七年級

無

6.2 資 訊 科 技 合 理 使

無

用原則
6.3 資訊安全

第一次

6.4 資 訊 科 技 重 要 社

6.5 資訊倫理與法律

6.6 資 訊 科 技 對 人 類
生活之影響
九年級

6.7 資訊科技相關職業
類科之升學進路

6.8 資 訊 科 技 相 關 職
業類科之生涯發展
6.9 資 訊 科 技 的 合 理
使用原則

社會議題
高中

6.12 資訊科技對人類
社會影響
6.13 資訊科技領域性
向之自我理解
6.14 資訊科技相關行
業之進路與生涯發展

建議放到八年級課程。這部分以簡單案例強調重要性即可，不須介紹到防護方法，畢竟學生對於資訊技術的認識還有限

1.

建議或可在 6.5.1 前面增列 網路言論之法律責任—有些學生是無心的情況下觸法

2.

這部分概念應放到七年級就建立

第二次

1.

建議用一些新聞實例說明，學生會更有感。

第一次

1.

這部分概念可在七或八年級就建立

1.

應可由輔導室、生涯課來進行

2.

這部分概念可在七或八年級就建立

1.

應可由輔導室、生涯課來進行

2.

這部分概念可在七或八年級就建立

1.

創用 CC 國中有提到，高中再加深內容嗎?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6.10 個人資料的保護
6.11 資訊科技的重要

1.
無

會議題
八年級

建議內容

無
第一次

1.

這應該是公民科的內涵吧！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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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主題

問卷
第一次

整體建議

第二次

建議內容
1.

關於職業試探、生涯發展的內容，應可由輔導室、生涯課來進行，資訊教師可供諮詢不一定必需列入課程。

1.

個人覺得還是可以由資訊教師做相關科系的了解，會比輔導老師較為深入。

2.

生涯發展為綜合性，不單純是資訊科技、電子工程、機械工程等皆已融入整個人類社會，惟資訊教師可就資訊角度對學生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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