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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實務升等社群



專任教師人數成長



社群成立宗旨與特色

宗旨 •新（修）訂教師升等相關行政章則，鼓勵教學績優教師升等。

•引導教師在研究、應用技術及教學實務均有適性發展。

•形塑學校自主審查升等機制，引導教師適性職涯發展。

特色 •討論教師教學實務升等相關行政章則之意見。

•討論教師以教學實務升等之程序與內容之意見。

•準備提交教學實務（含教學影音紀錄）升等。



教師升等制度現況



教學實務升等工作進度

104年3月 3組教師多元升等社群

104年4月 兩場次8小時教學工作坊

104年5月 一場次8小時教學實務

研討會

104年7月 約10位教師提出申請

教學實務升等



本社群活動時間表
時間 活動 備註

1月 1230、0109、0114、0121
準備教學實務報告

社群五次活動週三
修訂相關辦法

2月 0204活動、準備教學實務報告
0209完成社群結案報告

(視訊會議、討論區)

3月 教學實務報告檢核

4月 兩場次8小時教學工作坊
1:1 教學實務報告檢核

5月 一場次8小時教學實務研討會
教學實務報告發表

6月 教學實務報告最後檢核與裝訂

7月 提出教學升等申請



ilms行動學習平台社群網站



共同完成教師升等辦法修正建議

條件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基本門檻1 前一學年教學服務成績考
核為該單位前40%或各職
級前30%

基本門檻2 連續3年教學評量結果高
於全校整體平均數
（4.2325、 4.2572、
4.2557）

連續3年教學評量結果
高於3.5。

因為連續三年，難度有些高。
提出的門檻可以降低，待審
查委員評鑑後，依個人教學
內容
酌予篩選。
另外，不是每所學校都以此
為初階門檻，希望能放寬此
項分數。

基本門檻2 連續3年教學評量結果高
於全校整體平均數

刪除本門檻 一、本校現階段學生的素質
不佳已是公認的事實，他(她)
們雖然都畢業自高中職，但
實際上卻有很大的比例連國
中的程度都不到，尤其是進
修部與進修專校的學生，根
本毫無專業的認知與水準可
言。讓一群專業度幾近為零
的學生對專業的老師片面進
行「評量」，再怎麼說，恐
怕都無法讓人信服。



條件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基本門檻2 連續3年教學評量結果高
於全校整體平均數
（4.2325、 4.2572、
4.2557）

刪除本門檻 二、學生上網進行「教學評量」
的時候，往往取決於他(她)個人
對這門科目的好惡，所以有很多
學生是用個人的主觀情緒在作答，
有些時候甚至還是開玩笑地「隨
便答一答」敷衍了事，他(她)們
哪裡會想得到任課老師在背後所
付出的辛勞以及結果對老師是有
多麼的重要呢？這樣填答出來的
結果根本是毫無意義的。那麼，
讓這種毫無意義的填答結果去左
右一個老師的升等豈不荒謬？

基本門檻2 連續3年教學評量結果高
於全校整體平均數
（4.2325、 4.2572、
4.2557）

刪除本門檻 三、「教學評量」中，從「非常
滿意」到「非常不滿意」等5個
選項沒有一定的標準，填答時全
憑學生的心情喜好，「教學評量」
中所設計的各個問題能不能讓學
生確實看到一個老師在教學上的
用心程度也都還有待商榷。再者，
受教於每位老師的學生都不盡相
同，各系、院的學生對「教學評
量」的認知寬嚴不一，這樣又如
何能拿來做為教師間的評比甚至
做為升等的門檻呢？

共同完成教師升等辦法修正建議



條件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基本門檻2 連續3年教學評量結果高
於全校整體平均數
（4.2325、 4.2572、
4.2557）

刪除本門檻 四、我個人在自己的專業領
域每個學期至少都教授3門
以上大專的「理論性」課程，
當中也不乏本校現階段學生
最痛恨的「工程數學」和
「微積分」，且為數相當可
觀。學生是最現實的，當他
(她)們唸不來或者沒有能力
唸卻又不得不修的課程，這
門課「教學評量」滿意度的
下場是可想而知的。學生天
生素質如此，課程內容如此，
老師縱然有心要讓平庸變英
才只怕也難如登天，但卻從
來沒有學生會去檢討自己的
狀況，他(她)們只知道只要
是自己沒興趣的，多半會送
你一個「不滿意」或是「非
常不滿意」，稍為有點兒良
知的，頂多會給你一個「沒
意見」，這在工學院的學生
中最為明顯。

共同完成教師升等辦法修正建議



條件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基本門檻2 連續3年教學評量結果高
於全校整體平均數
（4.2325、 4.2572、
4.2557）

刪除本門檻 五、一門課「教學評量」好壞的影
響因素尚且不止於此。前面講過，
學生是最現實的一群，有時候就連
「曠缺課點名」、「學習態度被糾
正」、「不當行為被告誡」、「不
滿被打成績低」都會被心懷不滿的
學生情緒性的移轉過來，因為學生
就只有這麼一個發洩的管道，不想
為學生掩飾護航的老師可就得默默
吞下被亂評的苦果了。就有同仁私
下坦言：越是按學校規定做事的，
就越是不被學生所喜歡，「教學評
量」的好壞幾乎和老師循規蹈矩的
程度成反比。教學評量的結果低於
全校整體平均數甚至不到3，大家知
道那背後有著什麼不為人知的意函
嗎？那表示一位老師教學不夠認真
或者付出不夠多嗎？倘若硬要把學
生教學評量的結果列為升等的基本
門檻，那麼往後在對學生的教學上，
想要升等的老師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但這又豈是教學實務升等的初衷？

基本門檻3 連續3年教師評鑑教學項
目分數高於85分

共同完成教師升等辦法修正建議



條件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教學實務報告
(含教學影音紀錄50
分鐘)

達上列3項基本門檻，得以教學實
務報告(經發
表、公開發行或出版)為代表著作辦
理升等
參考著作

教學影音紀錄錄影課程盡量
以日間部為主，囿於開課學
期限制，不須與教學實務報
告科目名稱相同

公開發表的研討會論文，希望
能納入參考著作範圍。

積極條件：
（2擇1）

1.擔任相關部會教學相關計畫補助
經費累計10萬元(10, 30, 50)以上
之計畫主持人

2.曾依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獲教
學績優教師者

1.擔任相關部會教學相關計
畫補助經費累計10萬元(10, 
30, 50)以上之計畫主持人或
本校推廣教育至少或合計12
次（件）

請參閱"研究評.標準表",在R1-4, 
R1-5,R3-7都有將"本校推廣教育
"納入
R1-4 .與產官學計畫或本校推廣
教育至少或合計12 次（件）
R1-5 擔任產官學計畫協同主持
人未達6 件者，得併計.與產官
學計畫或
本校推廣教育至少或合計12 次
（件）
R3-7 產官學計畫主持人至少1 
件或協同主持人至少2 件或校
內專題計畫
主持人至少1 件、.與產官學計
畫或本校推廣教育至少或合計
4 次
（件）、擔任產官學計畫協同
主持人未達2 件者，得併計.與
產官學
計畫或本校推廣教育至少或合
計4 次（件）。

共同完成教師升等辦法修正建議



教學實務報告內容 準備項目建議 審查(優點)

（一）教學設計理念 □教學設計具創意

（二）教材內容與規
劃

18週、評量、輔導機制、
數位化教材、出版教材

□教材內容完整
□教學規劃具特色

（三）授課方式與技
巧

個案教學、做中學、實務
教學、協同教學、千人業
師、教學課程診斷

□教學安排有正向學習成效

（四）教學實務創新
與應用

PBL、教具製作或研發、個
案教學、業界參訪、理論
與實務印證

□學理基礎優良
□教學實務理念優良

（五）教學成果與對
學生、同儕、學校之
貢獻

參加校內、外全國性競賽、
教學分享、教學績優、獲
得教育部獎勵、國際證照
講師、數位化講師

□有持續性之教學成果
□教學成果與貢獻豐碩
□其他

教學實務報告內容



個案師資人才認證分享

1. 熟讀作者編撰的個案和教學手冊 (Teaching 
Note)。

2. 決定在80-90分鐘的個案討論中，你要分成幾
個段落 (Blocks)。

3. 決定每一個教學段落的「教學目的」。

4. 決定每一個段落要用到的個案內容。

5. 決定每一段落要問學生的問題及預期的解答。

6. 通常每一段落要問數個問題，因此要排列這些
問題的邏輯順序。

7. 撰寫上課教案 (Teaching Plan) 將上述各段落的
目的與問題依順序排列，並列出每一段落開
始與結束時間，此即為你上課的劇本。

8. 按照你的Teaching Plan練習數次，若有必要，
再修改。



主版版書規劃範例



建議的教學計畫-益晴益公司
時間 討論問題 說明

1. 個案背景

板書一

個案的問題是誰的問題?誰
該來解決?談二位櫃檯的工
作認知和態度。

討論兩位櫃檯小妹對本
身的工作認知，玉蘭屬
於態度消極、莉雅則是
態度積極。參考個案本
文及個案討論

本個案中公司位置在哪?根
據公司規模，本個案中的
員工是怎樣解決午餐問題?
本個案中誰是供應商?誰是
顧客?個案供應鏈莉雅的角
色為何?

帶領學生重新思考一次
個案背景及核心流程，
並定義關鍵顧客。參考
個案本文

同仁抱怨了什麼?顧客的主
要需求是什麼?

根據同仁抱怨的內容，
進行問題歸納整理。參
考個案本文與個案討論
一從採購流程找出「顧
客需求端」改善方案



建議的教學計畫-益晴益公司

2.理論介紹

板書二

甚麼是採購(procurement)？
和採買(purchase)有何不同？
採購有哪些步驟？供應商
評量的前三大重點為何？

讓學生理解採購管理的
關鍵要素。(參考三、相
關理論之供應商管理計
畫)

何謂Raytheon的供應商管
理？有哪六大步驟？

重點在於讓學生理解和
如何透過的供應商管理
改善個案中的流程。(參
考三、相關理論之供應
商管理計畫)

服務流程大概可以分成哪
幾個區塊?哪些是顧客看
的到的?哪些是看不到的?

讓學生理解服務前後台
設計的概念。(參考三、
相關理論之服務藍圖)



個案討論時程規劃的建議-手機王



今日之師與明日之師差異分析

協同教學

研究、服務 深度研習

深耕服務

協助就業

教學成長需要

產學合作

實務增能

教學成長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



目 錄

1. 七年內及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
就

2. 教學設計理念

3. 教學準備、教材內容與規劃

4. 授課方式與技巧

5. 教學實務創新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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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座右銘

• 在海軍28年的生涯中，一直以前海軍官校歐陽位校長勉勵官校學
生的話：「要以海軍的小學徒自居」

• 到任何一個工作崗位都要虛心學習，全力以赴。

• 在海軍的生涯，磨練了領導統御管理實務，對畢生的工作態度都
有重大的影響。



成長背景

• 經過28年海軍軍官養成教育，訓練出同舟共濟，團隊合作的精神要做之親作
之師，以身作則為學生的表率。

• 至聖先師孔子因才施教，誨人不倦，教導學生，能維持教學的熱忱，為我國
的教育奉獻。

• 面對產業技術與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全球專業分工，教導學生學習應有前瞻
性，以實務教學，參加工廠實習，多聽業界演講，可以聽到在學校聽不到的
企業實務故事。

• 加強語文訓練，培養國際觀。



先裝備自己

• 個人實踐終身學習人生目標，自99年度起至104年度止，共參加
資訊管理與數位內容專業成長研習，如：專案管理、個案教學、
資訊安全、作業系統、資訊系統運用、程式設計、研究方法、消
費者行為、顧客關係管理、商務企劃、物流管理、數位音樂、3D
動畫設計、多媒體設計、勞動部技術士、服務學習等16種專業類
別訓練，共計74場次，1,885小時。



PDCA持續改善的觀念與實務

• PMP讓我熟練了如何教導學生們專案規劃、時程管理、品質管理
等，PDCA持續改善的觀念與實務，並達到所任職的正修科技大學
「止於至善」的教育目標。

利益相
關團體
(師生與
家長)

教育需求
與期待

利益相
關團體
(師生與
家長)

期望的教育成效

P

D

A

C

PLAN(規劃)

教學規劃
ACTION(行動)

改善行動

DO(執行)

實務教學
CHECK(檢查)

教學回饋

輸入 產出



教學領域

• 從民國99-104學年度期間，於資訊管理領域、數位內容設計領域
及院整合課程三個領域負責教授14門課，如：
• 資訊管理領域：

• 資訊安全、資訊與網路安全專題、物件導向系統分析、顧客關係管理應用專題、決
策支援系統、程式設計(二)。

• 數位內容設計領域：
• 3D動畫製作、動畫角色設計、多媒體應用數位音樂、電腦動畫設計、專案管理、虛
擬實境。

• 院整合課程：
•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數位內

容應用

資訊安全

電子化
企業



教學設計理念─務實致用、為企業培養人才

職教育體系以培育實用技術人力取得資安證照為目標

• 大學部
• 培育具備創新思考、健全人格，

及資訊管理專業素養與實作能力
之優質人才。

• 碩士班
• 培育具備獨立研究、決策分析、

創新研發、資訊系統與商業管理
統合能力之中高階資管專業或及
經理人才。

• 培養學生之核心能力
• 大學部

(1)具備程式設計、網路規劃與資訊安
全應用的能力

• 碩士班
(2)具備企業電子化與資訊安全理論及
應用的能力。

資訊管理系之教育目標
我國資通安全人才培育定位



教學準備、教材內容與規劃─產學合作案件與參與學生人數統計
合作廠商 案名與案號 金額 參與學生

敦網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雲端資訊安全鑑識調查教學平台開發與進階應用，正研產學字(104)第051號 100,000元 吳靜儀
黃婉姿

正創科技有限公司 雲端教學輔助系統與資料安全防護開發研究，正研產學字(104)第004號 150,000元 郭凱弘
盧彥岑

敦網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雲端資訊安全鑑識調查教學平台開發與中階應用，正研產學字(104)第005號 100,000元 辛怡萱

敦網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雲端資訊安全鑑識調查教學平台開發與應用，正研產學字(103)第246號 129,000元 林依慧
邱冠瑄
吳豐諭

敦網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安全鑑識調查專家認證教學平台開發與初階應用，正研產學字(103)第095號 100,000元 張益誠
李富軒
郭凱弘

敦網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駭客資訊安全技術教學平台開發與中階應用(2)，正研產學字(103)第008號 100,000元 李蘭薰
謝卉祁
林依慧

正創科技有限公司 Android安裝包APK加密系統開發研究，正研產學字(103)第001號 100,000元 張益誠
郭凱弘

敦網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駭客資訊安全技術教學平台開發與應用，正研產學字(102)第034號 100,000元 劉政勳

正創科技有限公司 行動學習智慧型行動載具的應用研究，正研產學字(102)第001號 100,000元 王朝生
劉乃誠
劉冠君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安全教學平台開發研究，正研產學字(101)第101號 100,000元 蔡承甫
正創科技有限公司 數位學習行動平台建置研究，正研產學字(101)第001號 100,000元 邱柏瑋

廖嘉翔
正創科技有限公司 Web 3.0資訊客製化服務創新技術研究，正研產學字(99)第246號 100,000元 邱柏瑋

周美妤
總計 總計：13案 金額：1,379,000元 參與學生數：31人次



教學準備、教材內容與規劃─取得專業國際證
照-資訊安全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訓練時間/時數 相關教授課程

ECSA資安分析專家認證合格(ECC99421478726) EC-Council 2014.11.08~ 11.13 40小時 資訊安全
資訊與網路安全專題

CHFI資安鑑識調查專家認證合格(ECC64371453777) EC-Council 2014.07.28~ 08.01 40小時 資訊安全
資訊與網路安全專題

CEH道德駭客技術國際認證 Version 7,8合格
(ECC06073897630)

EC-Council 2013.07.08~ 07.12 40小時 資訊安全
資訊與網路安全專題

ECSS電子商務安全專家認證合格 EC-Council 2007.12.01~ 12.16 40小時 資訊安全
資訊與網路安全專題

國際網路資訊安全認證合格 (DFDZD1HC4LQ4QQB1) CompTIA 
Security+

2012.07.23~ 07.26 32小時 資訊安全
資訊與網路安全專題

CIW Security Analyst資訊安全分析師種子教師證合
格CIW#399696

CIW 2010.04.02~ 04.12 48小時 資訊安全
資訊與網路安全專題

CIW網路技術種子教師證合格 CIW 2012.11.17~ 11.18 16小時 資訊安全
資訊與網路安全專題

Security Fundamentals 網路安全管理。 Microsoft 2011. 08.17 8小時 資訊安全
資訊與網路安全專題

ISO 27001:2005 LA DNV 2008.01.28~ 02.01 40小時 資訊安全
資訊與網路安全專題

ISO 20000:2005 LA DNV 2008.02.02~ 02.03 16小時 資訊安全
資訊與網路安全專題

共取得10張國際資安證照，訓練時數320小時



教學準備、教材內容與規劃
專業成長研習、教學成長研習
• 本校訂定「協助教師教學成長實施要點」，以精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規定
每學年每一位教師須至少參加三場次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教務處每學期邀請
教學績優教師分享教學經驗，提升教師同儕教學專業成長。自100/9/26起至
104.04.15，共參加25場次，其中100學年4場次、101學年7場次、102學年7場
次、103學年7場次等。

時間 題目
104.04.15 教師教學觀摩與經驗分享II
104.03.11 教師教學觀摩與經驗分享I
103.10.07 如何改善職場的倦怠感
103.09.24 師生互動與班級經營
103.09.17 教師教學觀摩與經驗分享II
103.09.02 邊做邊學專業教學經驗分享
103.07.01 數位教材製作研習校園教學雲端化
103.03.03 科技大學系所自評之準備與因應
102.11.20 教師教學觀摩與經驗分享
102.09.03 業師協同教學的理念與實施
102.07.31 HTML 5 動畫、互動網頁、ePub 3.0

互動電子書數位教材製作研習
102.07.30 數位媒體與動漫配樂配音國際證

照種子師資數位教材研習
102.07.29 數位媒體與動漫配樂配音國際證



教學準備、教材內容與規劃
專業成長研習、教學成長研習、公民營深度研習

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訓練時間/時數 相關教授
課程

專案管理 企業架構Enterprise 
Architecture

美國EACOE企業架構 2015.02.13~ 
2015.02.04 40小
時

實務專題
專案管理
論文研究

ACP敏捷式專案管理合格
(1785594)

PMI(國際專案管理師
協會)

2014.12.13~ 
2015.01.04 40小
時

實務專題
專案管理

數位講師實務認證合格
(TW000062) 

PMI台灣分會 2014.12.13~ 
2015.01.04 8小
時

實務專題
專案管理
MOCCS

PMP國際專案管理師合格
(1548042)

PMI(國際專案管理師
協會)

2012.08.26~ 
09.30 40小時

實務專題
專案管理

CPMS專案規劃師合格
(CPMS-2012-1024)。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2012.7.1~ 7.14 
16小時

實務專題
專案管理

PMA專案助理合格(PMA-
2012-14067)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2012.7.1~ 7.14 
16小時

實務專題
專案管理

SPPA專案特助認證合格
(SPPA20123580)

中華數位關懷協會 2012.7.1~ 7.14 8
小時

實務專題
專案管理

Foundation Award in 
Management Principle國際
企業管理師合格

Institute of Leadership 
& Management 

實務專題
專案管理

個案教學 個案師資人才認證高階師
資合格

光華管理策進會 2015.01.30~
01.31 16小時

資訊安全

個案師資人才認證種子師
資合格

光華管理策進會 2013.09.06~ 
09.07 16小時

資訊安全

研習服務期間 研習時
數

研習主題 研習企業 相關課程

2014.07.01~ 
07.21

120小
時

OCEJWCD 6認證Java 
Web元件系統的技術應
用研習

全域科技有限
公司

行動程式設計

2013.07.22~ 
7.25

24小時 MCSD: Programming in 
HTML5 with JavaScript 
and CSS3

威力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行動程式設計

2012.07.23~ 
07.26 

32小時 資訊安全實務面面觀研
習

Security+ 
CompTIA

資訊安全

2011.07.27~ 
08.12

120小
時

Maya動畫設計與製作教
學師資深度研習

西基電腦動畫
股份有限公司

3D動畫設計

2010.07.20~ 
07.23

32小時 3ds Max 2010設計與業
界實務應用研習營

大塚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D動畫設計

2009.08.03~ 
08.04

16小時 遊戲角色開發與動作擷
取設定應用

酷奇思 3D動畫設計
角色設計

2009.08.25~ 
08.27

24小時 Alias在文化創意商品之
設計與應用、數位手繪
技法

大塚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設計
3D動畫設計



教學準備、教材內容與規劃─數位教材製
作
• 編撰數位音樂、資訊安全教材、3D動畫製作英文教材等3件。

• 102年度E化平台熱門課程競賽一般課堂課程組類優良課程-物件導
向系統分析

• 善用ilms行動學習平台與學生互動



教學準備、教材內容與規劃─擔任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資訊安全、KM顧問
• 2008.10~2008.12年度縮減產業數位落差計畫中小企業資訊通訊安全短
期診斷輔導

• 2009-2011年度擔任中小企業知識管理顧問

企業名稱 行業別 主要產品/服務

雷科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業 SMT儀器設備、Laser設備、IS資訊服務
人億成科技有限公司 資訊業 網站設計、網路商店、POS銷售時點系統、儲值卡系統
大安橡膠實業有限公
司

製造業 pu 橡膠、矽膠光面輸滾輪製造

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製造業 機車 ATV、UV電動車等動力源製造

金玉堂文具股份有限
公司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傳統文具物流中心

南陽化學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買賣擊出口、塑膠原料之進口及買賣

通用顧問有限公司 資訊軟體服務 客戶關係管理系統開發及輔導
寶野工業有限公司 營造業 高爾夫球杆非金屬配件
雲啟資訊有限公司 批發及零售業 電腦



授課方式與技巧─實務教學

• 實務導向教學設計：包括赴標竿企業參訪與職場體驗、標竿課程
採雙師制度（千人業師計畫、業師協同教學）、落實校內實習實
境教學，培養學生實習能力、建立校外實習輔導機制，強化學生
實務能力、問題解決(PBL)導向之專題製作（業師共構專題題目與
協同教學）。

• 學校鼓勵教師主動與產業界連繫，寒暑假赴公民營機構參訪、廣
度及深度研習、深耕服務、業師協同教學吸取實務經驗、和業師
共編實務性教材，讓教師實務成長。



實務教學-做中學作法

(1) 教學方式
a. 以每節課50分鐘的課程為例，前30分鐘理論講解、接著20分鐘進行Lab
實驗，讓同學能從資安軟體操作中，熟悉企業系統遭受駭客攻擊方式，並
能驗證理論。
b. 以企業資安事件情境模擬方式，訓練同學熟能生巧，快速排除資安問題。
c. 以課後線上測驗方式，驗證同學是否建立正確資安觀念，並修正缺失。

(2) 以做中學為教學策略，設計在課堂中能夠完成的作業，以免增
加學習負擔，
a. 完成企業資訊系統與網路安全攻防演練10次如：SQL注射、反蠕蟲、反木

馬程式、入侵偵測、無線網路安全等十項。

b. 完成企業資訊系統與網路安全穿透測試模擬5次，如：SQL注射、入侵偵測、
反病毒、反蠕蟲、反木馬程式等。



實務教學-資訊安全攻防演練課堂作業

作業 1 

Footprinting and 

Reconnaissance (蒐集蛛絲

馬跡與網路勘查)

駭客要攻擊之前會費盡心思，來蒐集蛛絲馬跡與網路勘查，再運用網路

技術，如：搜集名稱解析器，企業主要對外網頁伺服器 IP位址；從以往

的企業網頁存檔資訊，蒐集公司重要的人事或資訊設備位置；

本作業是讓同學熟悉駭客要採取攻擊前的準備作業Footprinting and 

Reconnaissance (蒐集蛛絲馬跡與網路勘查)：

1.萃取DNS資訊。

2.從網站萃取存檔資訊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402185249/http://www.csu.edu.tw/ 

3.電子郵件追蹤工具 (emailtrackerpro)可以追蹤電子郵件的來源，避免

企業郵件被利用來散播病毒。

4.利用nmap 蒐集目標主機的服務與作業系統，瞭解主機提供的服務或

作業系統可能帶來的風險。

nmap -O 120.118.165.46 作業系統。

nmap -T4 -A –v 120.118.165.46 隱藏掃瞄模式。



授課方式與技巧─個案教學

• 以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個案教學法，讓學習
者事先閱讀個案教材，掌握主動學習，突破
傳統授課方式，讓每位學習者都能動腦思考，
並參與個案的決策過程，幫助學生學習。

• 因為曾擔任經濟部97年度中小企業縮減產業
數位落差計畫之中小企業資訊通訊安全短期
診斷輔導顧問師，將顧問服務經驗，完成兩
份個案撰寫，分成教學版與教師教學手冊，
教學版發給學生參考，對個案背景描述，提
出討論題綱。

• 教學手冊提供更詳盡的資料，與討論題目參
考答案，及版書規劃，個案已納入管理學院
個案教學資料庫，方便其他老師教學，或可
以分享其他與資訊安全相關老師參考運用。



授課方式與技巧─業師協同教學

• 申請業師協同教學實務教學增能: 擴大
辦理實務課程每學期3分之1開課週數，
聘任產業專家協同學校專任教師教學/強
化協同教學之成效，深化教師產學交流。
共執行8門課邀請，8人次，144小時

• 藉由雙師教學功能，發揮學術界與產業
扎根學習成效，提供師生與產業界接軌
互相的交流管道，加強學生對業界實務
認知，並增加教師產學合作機會。

• 協同教學特色案例第二名



授課方式與技巧-PBL問題導向學習

103學年度資訊安全課程執行PBL達成以
下的學習結果：

1.學生從活動中獲得參與感和成就感

2.學生從缺乏結構的問題中，透過討論
可激發批判和創造思考能力

3.學生從界定問題、蒐集資訊、分析資
料、建立假設、比較不同解決策略過
程中，可以訓練不斷反思學習能力

4.學生從學習活動中所習得能力，有助
於在末來實際情境的應用。



授課方式與技巧-PBL問題導向學習
問題描述暨解決策略說明
a. 問題描述

(a) 資訊安全傳統教學過於偏重理論，同學較難理解資安概念與技術應用。

(b) 企業遭受攻擊造成資安事件企業網路服務中斷，應如何迅速排除?如何
依層級快速反應並能解決排除問題？

(c) 如何讓同學真正體會資安的重要性，透過資安問題發生產生個人資料洩
漏對企業聲譽的衝擊，降低企業的損失？

b. 解決策略
(a) 建立道德駭客資訊安全模擬環境，讓同學能上機反覆演練資訊安全技術。

四技學生鼓勵參加證照輔導班，考取證照以增進就業競爭力。

(b) 建置電腦作業系統更新、資料庫管理、封包分析、入侵偵測系統，較難
理解的資安技術，強化同學對資安專業知識的認知。



授課方式與技巧─專業證照融入教學

馬老師您好,

附件是○哲的CEH證照的PDF檔，在家重新進入網
頁查詢後，已可正常儲存PDF檔案。這是敬哲第一張國
際證照呢，雖然我的分數不是很高(只有84分)，可有好
些題目都是自己作答的，畢竟之前也花了時間讀資料(雖
然我的英文不好...)。在這次的準備過程中，除了順利取
得證照外，個人覺得在"準備考試"的心得有很大的收穫。
不管是資料研讀的時間分配，或是對資料KEY WORD

的掌握與敏感度都是通過考試的關鍵之一。
很謝謝老師能給予這次的機會通過CEH的考試跟心

得收穫，老師能通過這麼多證照真的很不簡單，希望能
再有機會跟老師請益證照準備心得

誠祝 教安 健康
學生 劉○哲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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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H道德駭客技術專家國際證照學生輔導



授課方式與技巧─多元評量

•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李坤崇教授提出：多元評量係以教師教
學與評量專業為基礎，依據教學目標研擬適切的評量方式、評量
內涵、評量人員、及評量時機與過程，並呈現多元的學習結果，
以提供更適性化的教學來增進學生成長。

• 在課程大綱會列出成績評量，與所占的比重：出席20 %、期中考
試30 %、作業或報告20 % 、口頭(期末)報告30 %、其它0 % (參與
服務學習情形)

• 以系統分析與設計課程評量為例



授課方式與技巧─多元評量

• 安置性評量：診斷性評量-期中報告，老師從各組分組報告，明確
指出優缺點，讓各組知道改進的方向，經過反覆的練習修正，持
續的改善，同學提高了學習興趣。

• 時機多元：第9週為本校期中考，啟動期中預警制度

• 人員多元：在系統分析與設計，期末報告總分100分分配
• (一)教師評量評分佔75%

• (二)同儕評量組員互評佔10%

• (三)組長評量組別互評佔15%。

• 情境多元：教室、教室外情境。在教室內的學習，上機實作練習。
校外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



期中考成績分析

• 從答題統計可以看到同學們學習觀念建立的是否有盲點、對軟體
操作的熟悉度、分析流程熟悉度、及標準符號的識別。做為教學
參考的依據。



期中報告評語
第一組 姓名 優點 缺點
S0111122 謝孟蓉

典藏咖啡豆
報告良好

1. P.6 錯別字人為
2. P.11系統背景宜清楚說明，紅色標示請保持。
3. p. 27, 29 Include 與 Extend使用個案間關係說明宜

加強
4. P.35系統活動圖顧客與店常進入點須說明
5. P.40精煉圖說明需加強
6. 缺循序圖

S0111124 黃柏凱
S0111129 蔡忠憲
S0111130 陳彥伶
S0111107 譚珮瑩

S0111120 盛海平

第二組 正修書房

S0111114 劉敬哲
簡報配色良好
報告良好

1. 簡報需編號
2. p. 27, 29 Include 與 Extend使用個案間關係說明宜

加強
3. 藍圖動畫需加入
4. 找出行為者說明需加強
5. “取”書籍管理
6. P.32使用個案圖使用者應改為顧客
7. (10)資料詞彙
8. 缺循序圖



期末報告改善後評語

第一組 姓名 優點 缺點 分數
S0111122 謝孟蓉

典藏咖啡豆
報告良好
簡報配色良好
期中缺失均已改善
完成介面設計與資料庫

簡報說明須更詳盡

S0111124 黃柏凱
S0111129 蔡忠憲
S0111130 陳彥伶
S0111107 譚珮瑩
S0111120 盛海平
第二組 正修書房

S0111114 劉敬哲

簡報配色良好
報告良好
簡報清晰活潑
期中缺失均已改善
組員團隊精神良好
完成介面設計與資料庫



授課方式與技巧─多元評量

• 課程評量包含出席狀況、考試、作業及報告等基本的評量工具，
另外要求學生提出學習心得報告，及鼓勵學生參與國際認證考試
並取得國際證照。

• 另外在課程執行中，也邀請產業中的專業講師到場舉行講座與認
證考試輔導等作為，對於促進學生的職能提升與養成主動學習的
態度有強化的效果。

• 建議增加畢業學長回校，說明學習課程之後在職場上的優勢與發
展，並藉此作為學長學習後，學習成果績效的評量依據。

• 總結本次的診斷，本課程已具備資安產業的正向發展中，所需職
能的養成基礎。課程確實可以提升產業的正向能量。



教學實務創新與應用-服務學習融入課程

• 於101年3月2至3日參加本校學務處辦理之
志願服務基礎教育訓練研習結業並經考評
及格(正學輔字100200026號)。亦於103年7
月19日參加中山大學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
訓大專初階訓練、103年8月26至27日參加
大專進階訓練合格，並分享本校服務學習
融入專業課程做法。樂於挑戰，富創意教
學將所學落實在專業課程中，提供最好的
學習環境。

• 推動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帶領學生運
用專業技能服務社區、關懷人群，透過實
際服務與知識技能的融合，將課堂上所學
真正應用於生活中，達到學習的最佳成
效。



教學實務創新與應用-服務學習融入課程

• 101-103學年度共帶領313位同學參與活動，並撰
寫反思單，引導同學反思學習主動學習層次，成
效良好，獲得同學好評。



教學實務創新與應用-教具製作

• 102學年度第2學期配合「PBL問題解決導向教
學」製作多媒體資訊安全教具，運用高速HDMI
纜線傳輸多媒體影音連接器，讓學生能夠親手
操作，以獲得多媒體資訊安全實務經驗並驗證
理論。

• 102學年度配合3D動畫製作配音實作讓3D動畫
角色能與玩家互動產生音樂，增進學習興趣。

• 101年度3D動畫角色設計課程學習成果、電腦動
畫設計課程多媒體配音配樂教學需求使用。

• 100學年動畫角色設計課程，完成球體關節人偶
教具製作，讓同學們藉由觀察實體人物模型，
更能掌握人體結構、比例及角色造型設計，啟
發同學們的創意與學習興趣。

• 99年度數位音頻測試教學控制模組教具製作配
合動畫角色設計課程學習成果多媒體角色配音
配樂教學使用。



教學實務創新與應用-教學課程診斷、就業
力融入課程
• 申請業師實務教學診斷計畫，以落實實務課程
評鑑機制，導入產業專家診斷實務課程教學，
診斷評估、提升實務課程的教學成效。

• 並將實務課程診斷歷程檔案與結果集結成冊，
且建立電子檔資料庫，做為在規劃實務課程之
參考資料。

• 104年5月8日聘任流行電子商務行銷公司黃英祥
總經理產業專家診斷資訊安全實務課程教學，
課程是否與產業接軌及其他建議事項等。

• 參與100年就業力融入課程教案設計甄選活動之
作品「提升創造能力，專業知識與技術」榮獲
教案設計優良獎。



教學實務創新與應用-業師共同指導專題、
業界參訪、業界實習



教學成果與對學生、同儕、學校之貢獻－
創業競賽
• 從101起鼓勵同學參加校內外創業競賽5場次，增加同學們曝光機會、就業競
爭力、及增強自信心。



學生創業過程



創業育成

• 103年6月獲得本校青年圓夢金牌獎，贏得30萬元創業基金。



教學成果與對學生、同儕、學校之貢獻－
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專題生姓名/畢業年 專題題目 論文 競賽

張益誠，2015 3D列印與網路商城整合經營模式可行性研究 

張益誠、林軒宇，2015 青年族群創業計畫撰寫研究  創業競賽第一名

李富軒、郭凱弘，2015 夏日的水戰行動遊戲開發研究  軟體競賽佳作、
專題競賽優勝

王朝生，2014 行動即時回饋系統開發研究  全國專題競賽優
選

黃美穎、蘇筱芳、洪靜婷、黃
莉雅，2013 

電腦動畫企劃與製作研究─相依相生短片 

劉冠君、賴佑昇、吳儒俊、陳
盈達，2012

Android系統手機射擊遊戲開發研究  專題競賽第一名

吳偉綸、薛立民、陳俊明，
2011 

3D 廣告短片製作研究—Super White牙膏廣告設
計



邱子榕、洪智偉、孫培涵、呂
之馨，2009 

3D電腦動畫製作研究－原生共存動畫短片  專題競賽第一名

邱莓桂、曾靖閔、吳冠興、沈
李育興，2009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研究－運用Netbeans開
發系統





教學成果與對學生、同儕、學校之貢獻－
指導APP研習社
• 執行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擔任APP社群指導老
師，本社成立之宗旨為培育優秀的App軟體
應用開發人才與提供學生發揮創意的機會，
藉由資訊技術切磋、邀請業界專家演講、
社員經驗分享等鼓勵社員參加校內及校外
競賽以累積經驗，達到提升專業技能競爭
力，增強學習信心的目的。

• 每學期舉辦兩場演講，邀請業界講師，就
APP新技術發展與市場運用講解新趨勢，讓
同學能吸收新知與實務經驗。鼓勵同學參
加校內外競賽，年來共計參賽8次，獲得佳
績。



教學成果與對學生、同儕、學校之貢獻－
教學分享教學社群



輔導學生升學



碩士就業現況
碩士生姓名/畢業年 論文 就業或升學

林京漢，2015 Study on Architecture-Oriented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 Model架構導向資訊
安全風險管理模型研究

空軍軍官晉升上尉

李志賢，2015 企業個人資料保護法稽核專案導入研究- 以資
訊公司為例

第一科大資管系博士班
庫柏資訊經理

汪大為，2014 古典文學數位化呈現研究─以賈寶玉之癡為例 文創公司負責人

劉政勳，2013 數位音樂公司與科技大學合作成功模式研究 診所資管工程師

蔡承甫Tsai, Cheng-Fu, 
2013 

Study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Architecture on CSU
在校園導入個人資料保護法架構研究

消防工程師

林詩萍，2013 智慧型手機應用軟體開發公司獲利模式探討 手機行銷經理

陳俊民，2009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之專業服務標準化架構研究 大仁科技大學講師
申請技術升等助理教授

最佳論文
陳建志，2009 架構導向庫存管理系統分析與設計之研究 肉品庫管理經理

期刊



畢業生流向調查

• 擔任97級進修部資管四甲導師負責畢業生流向調查，一年、三年、五年畢業
後調查。協助辦理98學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負責盡職。依據本校教職員工
平時及專案評鑑實施要點第八點第六項嘉獎兩次鼓勵。101年1月19日 (100)
正人(一)字第017號。103學年度調查同學目前就業率達100% (含家管)。



架構學-結構行為合一
個人資料保護法導入架構研究─以正修科技大學校園為例



教學成果與對學生、同儕、學校之貢獻－
共同發表論文
101-102學年輔導學生將研究報告與專題整理成研討會論文共計12篇。
• 馬維銘、王朝生，2014，行動即時回饋系統開發研究，DLT2014數位生
活科技研討會，高雄大學 (ISBN )。

• 馬維銘、劉乃誠、葉俊廷、廖子瑋、謝智安，2014，紀錄片拍攝研究-
以泰國留學生為例，2014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高雄，正修
科技大學，pp. 882-892 (ISBN 978-986-5689-00-1)。

• 馬維銘、李志賢，2014，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教學研究-運用VP-
UML建置網路書店網站為例，2014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高
雄，正修科技大學，pp. 927-938 (ISBN 978-986-5689-00-1)。

• 馬維銘、李志賢，2013，企業資料庫安全稽核專案建置研究，2013全
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高雄，正修科技大學 (ISBN 978-986-
7339-71-3) 。

http://wmacsu.myweb.hinet.net/



教學成果與對學生、同儕

• 自97學年度至103學年度止，申請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典範科技
大學計畫、及教育部師資改善款的相關經費，負責辦理教師公民
營廣度研習、資訊安全、作業系統、程式設計等國際證照輔導班
共計10班，受訓時數768小時，參與教師144人次，協助教師實務
增能，運用於教學，並能將證照輔導融入教學，幫助學生提升就
業競爭力。

• 98-101年輔導證照初期，配合教授數位內容系課程以中、低階
ACA多媒體、數位音樂、及CIW電子商務國際專業證照為主。隨著
同學對於國際證照接受度提高與克服語言的障礙，101年起配合
教授資訊管理系課程逐漸推動較高階的資訊安全與跨平台Java程
式語言證照為主。98-103學年度專業證照融入教學成果統計，共
計開設證照輔導9班次，輔導通過認證421人次。



教學成果與對學生、同儕、學校之貢獻
與學生或家長溝通
• 多媒體應用暑修，同學們之前可能是出席率低或學習上有障礙，在102學年度暑

假多媒體應用課程，讓我印象深刻的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鄭○婕同學，她在上
課時時常傻笑、活在自己的世界，問她上課的內容懂不懂，她都說懂，可是上
課派的作業都不會做，後學一直與她的母親保持聯繫。另暑假期間學校人氣較
不旺，夜間上課時已晚，下課另留下幫助鄭○婕同學複習當日的進度後，護送
的側門等她母親來接她，並由家長稍做溝通。有時會透過軟體操作螢幕錄影，
電話或簡訊與家長或鄭同學溝通，幫助她完成了多媒體網站期末報告，順利完
成修課，或得92分，也建立了學習的信心，在校園有時碰到她，也會與她聊一
聊，學習的現況。有許多暑修同學，後來都喜歡修後學開的課，熟悉教法溝通
無礙，教學愉快。

• 張○誠同學，是極少數有創業精神的同學，從大三開始，主動找老師希望能協
助創業。在屢次獲勝，後逐漸迷失自己，過於自信時，因此個人常與家長聯繫，
希望他能有始有終，對於經費使用能夠合情合理，對於合夥的同學能夠嚴守分
際，與家長共同輔導。



教學實務研究成果研討會發表



風鈴木開花





升等感恩餐會



希望我的每一分努力都
能夠幫助同學邁向生命成

功的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