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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課程規劃 

 完善課程規劃 

ᅳ簡易：課程核心能力的建立簡易明確。 

 

ᅳ變異：規劃各式主題專案，作為學生之專題報告， 

       把學習的責任交還學生。並運用學生團隊合作 

        的力量，增加學生學習動機，降低學習障礙。 

 

ᅳ不易：要持續到好則不易。 

       「不是做了就好，是做好才叫好」。 

學生的評量 

學生的訓練 



授課對象與課程目標 

科學技術史系列課程（通識）---品味生活 

包括機械技術史、科技史，輔助和開拓前一系列課程，著重在

生活上必須的科技知識與其歷史發展，其中加入人物故事、歷

史、工藝、文學等，期使修課學生對課程內容能產生興趣。 

完善課程規劃 
簡易：課程核心能力的建立簡易明確。 

教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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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與課程規劃 

機構與機器設計課程的流程  

靜力學 圖  學 

機構學 動力學 材料力學 機械畫 機械材料 

機器動力力學 機器元件設計 

機械原理 
機構與機器原理 

機
動
學 

開授「生涯與課程規劃」課程，推動學程模組化，提供合宜
且具有彈性之選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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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學科
領域限制 

人文社會關懷
思辨能力 

科學技術
知識廣度 

即是揉合通識教育核心精神， 
期使學生跨越學科領域限制， 
增加學生科學技術知識廣度， 
培養人文社會關懷與思辨能力。 

科技史課程目標 

對象：機械系大四生 
         （通識教育） 

Historical Study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課程規劃與設計 

教學特色 

完善課程規劃，簡易、變異、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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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度量衡與量器史」單元：生活上必須的科技知識與其歷史發展 

 以講課配合「小組討論」方式進行。 從STS觀點講授中國歷代度量衡單位與

量具的歷史發展，進而探討台灣的度量衡與其由來，及現行各種制度間的關

係。以“「權」與「度量衡」—從「霸累科家的天平秤」談起”作為分組討

論的主題，特別著重在啟發學生的分析思辨能力。 

 「霸累科家的天平秤」是德國作家漢律希．波爾(Heinrich Boell，1917-1985，
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於一九五二年發表的短篇小說。 

2.「時間與計時儀器史」單元：生活上必須的科技知識與其歷史發展 

 以講課配合「小組討論」方式進行。將以宏觀的角度探討「時間」之於人類

的意義，包括人類計時的歷史、對時間的認知與利用（含天文學的基本知

識），以「時間基準」與「授時系統」的問題作為本單元的主軸。       

以“現在是什麼時間？”作為分組討論的主題，著重在使學生瞭解人類、地

球與宇宙更深層的關係，以及自我存在、生命智慧的意義。 

科技史課程規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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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學 

力學 數學 

科技史課程規劃與設計 

文明 

         王權 
天文---------人文 
         天數 

人類最古老的三個科學 

天文學 

數學 

農耕技術 

棉桑種植 

準確化 
精密化 

食的文明 

衣的文明 

力學 

靜力學 

動力學 

土木工程 

機械工程 

住的文明 

行的文明 

觀象授時 

計量時間 

農業文明 
度量衡科技 人類文明 

天文學、力學發展到一定程度，它就需

要精確化。因此，數學就發展起來了。

而天文學、力學、數學的發展促進對 

度量衡（含時間）科技的需求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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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大事有二： 
1. 頒訂曆法 
2. 同律度量衡 

新莽詔書銘文 

科技史課程規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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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度量衡與量器史」單元：生活上必須的科技知識與其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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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主題，特別著重在啟發學生的分析思辨能力。 

 「霸累科家的天平秤」是德國作家漢律希．波爾(Heinrich Boell，1917-1985，
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於一九五二年發表的短篇小說。 

2.「時間與計時儀器史」單元：生活上必須的科技知識與其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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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包括人類計時的歷史、對時間的認知與利用（含天文學的基本知

識），以「時間基準」與「授時系統」的問題作為本單元的主軸。       

以“現在是什麼時間？”作為分組討論的主題，著重在使學生瞭解人類、地

球與宇宙更深層的關係，以及自我存在、生命智慧的意義。 

科技史課程規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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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每週教學進度及大綱  

第二週（2/21~2/26）：「度量衡與量器史」單元 

 講課：概論—什麼是度量衡（伏犧女媧話「規矩」） 

 計量學基本原理（計量標準、國際單位制、基本單位、度量衡

機構） 

 中國度量衡的發展、分期與概況 

 指定閱讀教材：  

 邱光明、邱隆、楊平，2001，歷代度量衡單位簡述，中國科學

技術史（度量衡卷）第1-50頁，科學出版社，北京。 

 延伸閱讀資料： 

 吳承洛，1984，中國度量衡史，上海書店，上海。 

 郭正忠，1993，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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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3/07~3/12）:「度量衡與量器史」單元 

 講課：長度的單位與量器史                     
   （談甲論坪:台制「坪」的由來與量測） 
地積單位—步、畝、里 

地積量器—舉足為跬，倍跬為步、記里鼓車 

 指定閱讀教材： 
邱光明、邱隆、楊平，2001，歷代度量衡單位簡述，
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第1-50頁，科學出版社，
北京。 

 延伸閱讀資料： 
吳承洛，1984，中國度量衡史，上海書店，上海。 

郭正忠，1993，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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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4/18~4/23）:「時間與計時儀器史」單元 

 講課：圭表與日晷（太陽鐘）（冬至是何日？） 
 圭表的發展、功能、用法（古人如何定方位？冬至是何日？立表

下漏？） 
 日晷的發展、功能、用法（含各種日晷設計的比較與欣賞） 

 影片教學：中國古代發明(計時器發明部分)，片長25分鐘，

DISCOVERY製 
 指定閱讀教材： 

 伊世同，1984，元代圭表復原探索，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卷，

第2期，第128-137頁，北京。 

 延伸閱讀資料： 
 李鑒澄，1987，晷儀-現存我國最古老的天文器之一，科技史文集

第一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 
 吳振華，2001，日晷設計原理，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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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之授課總表的設計 

03
度
與
量
器
史 

分釐卡、塊規、雷射
測長儀、光學尺三次
元量床、TEM 

040
長度
單位 

041
長度
量器 

042
地積
單位 

步、畝、里 

台制：甲、坪 
分、釐、毫 

萬物的尺度—
經線的測量 

五度:分、寸、尺、丈、引 

釐、毫、絲、秒、忽 

043
地積
量器 經緯儀、水準儀、分度儀 

圭表、記里鼓車 

伯樂與千里馬 

01伏羲女媧話規矩 

話說女媧伏羲交尾圖 

談甲論坪 

近現代土地量測儀器 

台灣度量衡與土地量測 

用矩之道 

影片：眼鏡蛇王求偶之舞 

稽考歷代單位 

周髀測日高 

新莽銅卡尺
與游標卡尺 

勾股定理 

三角點—三角測量 

海島算經、九章算經 

科技文學：咫尺天涯 

古、公
制關係 

談甲論坪 

商尺、矩、布帛尺 
新莽銅卡尺、銅丈 

公尺的
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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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權衡與量器史授課內容總表 

05
權
衡
與
量
器
史 

重量單位—絫、黍 
051
重量
單位 

052
重量
量器 

1.「理論知識」可以來自「實踐知識」嗎？ 
2. 沒有「槓桿原理」，也能製造出桿秤嗎？ 
3.「秤的發明並不以理論為前提條件，       
理論以秤的發明為前提。 」 

五衡： 
銖、兩、斤、鈞、石 

歷代權器： 
秦權、西漢鐵權、北宋
銅砣、明清銅砝碼… 

霸累科家的天平秤 

「實踐知識」與「理論知識」  

稽考重量單位 

制度： 
為什麼半斤是八兩？ 

古、公
制關係 

影片：「秤與知識」    片長35分鐘   
歷代衡器：秤 
莫高窟稱鴿圖 
明萬曆戥子… 

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陀是老百姓 
  秤桿子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盤的星 

1.權與度量衡—誰來決定度量衡
的大小？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3.知識與權力之間的辯證關係？ 

授課總表設計的說明 

課程規劃與設計兼顧廣度和

深度。在授課總表中         

表示著重廣度；      則是

會對該主題進行深度的介紹

和教學；綠色的文字則表示

該主題已有初步規劃，但未

完成教材或暫不排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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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之授課總表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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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 

授課總表設計的說明 

本系列課程內容極為豐富，且上

課時數有限，故為使課程活潑生

動，並使學生產生興趣，則以一

主題為一專題教案進行講課。 

如「談甲論坪」主要以台灣土地

測量和法國制訂公尺時的經度測

量，來談地積單位間的關係、地

積量器的使用、以及三角測量和

勾股定理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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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之授課總表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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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本位學習」的方法教學 

如談地積單元時，是以「談甲論坪」

為一主題，主要以台灣土地測量和

法國制訂公尺時的經度測量所涉及

之問題的探究或問題的解決來組織

或主導課堂活動：地積單位間的關

係、地積量器的使用、以及三角測

量和勾股定理的運用。 

三角測量與海島算經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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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技術史「期末報告」說明 

選擇一種型式之動力機械，做一期末報告，內容須有三： 
1. 列出其簡史表（包含年代、發明者、紀要）。 
2. 編撰主要發明者的故事。 
3. 以圖文說明其功能、構造。 

              擺桿機軸擒縱調速器 
(Foliot and verge escapement regulator) 

汽輪機動力裝置的發展 

年代 製造者 機械名稱 紀要 
1883 德拉瓦 主動式輪機 利用反作用力的旋轉球，轉

速已達到每分鐘42000轉 

1888 德拉瓦 主動式輪機 使用特製噴嘴，而最突出的
一項，就是火箭噴嘴，這種
噴嘴後來又稱德拉瓦式噴嘴，
而有所謂(喉)的形式 

1890 柯替斯 衝擊式輪機 利用葉片間隻相對速度來降
低衝擊式輪雞之輪緣速率，
何德拉瓦的概念相同 

—評：評量學生：改到好，「不是做了就好，是做好才叫好」。 
      教師自評：隨堂記錄於研究記錄簿。 

規劃各式主題專案，作為學生之專題報告，把
學習的責任交還學生。並運用學生團隊合作        
的力量，增加學生學習動機，降低學習障礙。 



STUT 

南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古機械研究中心 TYLIN 

將知識變成具有韻味的感性力量  

 知識不再是力量，感性才是力量。 

 我們正從一個講求邏輯與計算機效能的資訊時代，轉化為
一個重視創新、同理心，與整合力的感性時代。 

 今後全世界渴望的人才，需要六種感性能力： 

     一、不只有功能，還重設計。 

  二、不只有論點，還說故事。 

  三、不只談專業，還須整合。 

  四、不只講邏輯，還給關懷。 

  五、不只能正經，還會玩樂。 

  六、不只顧賺錢，還重意義。  

結語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謝 謝 大 家 聆 聽 

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好。 

 建立身教典範，積極、熱情、信心。 

 完善課程規劃，簡易、變異、不易。 

 發展教材內容，廣度、深度、高度。 

 懂得策略技法，教、問、想、做、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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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利用數位教材輔助教學 
(經驗分享)  

 資管系 黃仁鵬 
   南台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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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材輔助教學的目的 

提供有心學生學習的動機與資料 
累積教學的經驗與成果 
提供學生臨摹的資料 
建立與學生連繫的橋樑 
不定期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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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心學生學習的動機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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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教學的經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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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生臨摹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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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與學生連繫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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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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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示範 

利用 camtasia 建立一操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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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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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的耐心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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