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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是 ■否） 

課程名稱 建築物理環境 (一) 

課程英文名稱 Architecture Physical Environments (1)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2)系所：             

授課教師 

姓名及職稱 
陳炯堯(副教授)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開課單位名稱            設計學院                 建築系/所  建築組 

課程學制 

■學士班(□二年制日間  □二年制進修  ■四年制日間  □四年制進修 )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其他，說明：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說明：                               

部校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說明：                          

開課期限 

(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學分數 2 

每週上課時數 2 

開課班級數 校內(開課班級)：  1 班，校外(非開課班級)    班 

預計 

總修課人數 
校內(開課班級)：  60 人，校外(非開課班級)    人 ，總人數： 60 人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國外學校合作

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說明：            

課程平台網址 
（非同步教學必填） 

 http://lms.ctl.cyut.edu.tw/  □其他，說明：                      

教學計畫大綱

檔案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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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貳、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目標 

這個課程配合建築系學生所學習過的基礎物理知識進階至建築專業所須基本設

計物理環境控制專業內容。並擴充建築物理環境控制在考試院建築師高考範圍

內所需之內容，課程主題分為建築光學, 聲學及熱學等三大主題，分段於上下

二學期授課。 

適合 

修習對象 
建築系建築組二年級生，目標建築師高考應試 

課程 

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本學期課程及 iLMS 數位教學平台說明 ■面授 □遠距教學 

2 光學基礎-視感度與光通量 ■面授 □遠距教學 

3 配光理論與實踐 □面授 ■遠距教學 

4 室內照明計畫-照明率計算 □面授 ■遠距教學 

5 室內照明心理學 ■面授 □遠距教學 

6 光之色彩學 □面授 ■遠距教學 

7 晝光設計基礎 □面授 ■遠距教學 

8 直接投射率理論與實踐 ■面授 □遠距教學 

9 期中考 ■面授 □遠距教學 

10 日照與日射 □面授 ■遠距教學 

11 日照時數評估與實踐 □面授 ■遠距教學 

12 遮陽板設計 ■面授 □遠距教學 

13 聲學基礎 □面授 ■遠距教學 

14 材料聲學與殘響計畫 □面授 ■遠距教學 

15 吸音材設計 ■面授 □遠距教學 

16 隔音材設計 □面授 ■遠距教學 

17 吸、隔音材檢定方法 □面授 ■遠距教學 

18 期末考 ■面授 □遠距教學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線上線上非同步教學，週數：  10 週，總時數： 20 小時 

□ 3.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週數：  8 週，總時數： 1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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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週數：    週，總時數：    小時 

■ 6.其它，說明：  辦理校外實際案例參觀一次(視學生數而定)   

(附註：依據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每一科目授課時數需達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 

教學方式進行) 

 

參、課程教學計畫 

學習 

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說明：  利用遠距教學進行議題討論   

師生互動 

討論方式 

教師時間(Office Hour)：  週三(3~4)、週四(3~4)   

2.教師 E-mail 信箱： chychen@cyut.edu.tw   

3.辦公室地點及校內分機： D706, 4349   

4.助教連絡方式：   吳銘書 8918   

5.教師提供  12 個主題供學生進入討論區討論，且能適時回應學生的問題，並提

供良好回饋，預計全學期參與討論學生共有 360 人次。(附註：每個討論主題

應有 50%以上之修課學生參與) 

6.其他：  透過 iLMS系統學生隨時發問 老師利用時間回應   

作業 

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                              
成績 

評量方式 
上網率 25%，期中考 25%，期末考 25%，線上考試 25% 

上課 

注意事項 
面授時間絕不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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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是 ■否） 

課程名稱 嬰幼兒音樂專題研究 

課程英文名稱 Monographic Study of Music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2)系所：             

授課教師 

姓名及職稱 
李玲玉/教授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開課單位名稱 人文暨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所 

課程學制 

□學士班(□二年制日間  □二年制進修  □四年制日間  □四年制進修 )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其他，說明：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說明：                               

部校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說明：                          

開課期限 

(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學分數 3 學分 

每週上課時數 3 小時 

開課班級數 校內(開課班級)： 1 班，校外(非開課班級)    班 

預計 

總修課人數 
校內(開課班級)： 15  人，校外(非開課班級)  5  人 ，總人數： 20  人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國外學校合作

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說明：            

課程平台網址 
（非同步教學必填） 

 http://moodle.cyut.edu.tw/  □其他，說明：                      

教學計畫大綱

檔案連結網址 
http://teacher.cyut.edu.tw/S32/s0102.aspx?crs_info=103,1,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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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貳、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目標 

本課程是專為有興趣用音樂為媒介去教導嬰幼兒多元智能發展的研究生所設計之

遠距教學課程。具體之目標如下： 

1. 能夠瞭解嬰幼兒音樂教學理論與實務應用。 

2. 能夠具備相關研究之批判性思考能力。 

適合 

修習對象 
全體學生 

課程 

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課程介紹、說明、分組、工作分配、評量說明 面授 

2 嬰幼兒的音樂發展歷程 □面授 ■遠距教學 

3 
1.音樂元素  

2.嬰幼兒音樂欣賞教學的原則與方式 
□面授 ■遠距教學 

4 
1.嬰幼兒音樂欣賞曲目介紹  

2.常見的樂器與名曲 
□面授 ■遠距教學 

5 各種音樂元素於各式教學之運用 □面授 ■遠距教學 

6 產前胎兒音樂教學理論 □面授 ■遠距教學 

7 嬰兒音樂教學理論 □面授 ■遠距教學 

8 期中考 ■面授 □遠距教學 

9 學步兒音樂教學理論 □面授 ■遠距教學 

10 學步兒音樂教學理論 □面授 ■遠距教學 

11 
1.學齡前幼兒音樂美語理論  

2.學齡前幼兒音樂美語教學示範影片觀摩學習 
□面授 ■遠距教學 

12 教材區之音樂相關期刊文章 □面授 ■遠距教學 

13 教材區之音樂相關期刊文章 □面授 ■遠距教學 

14 教材區之音樂相關期刊文章 □面授 ■遠距教學 

15 總複習課程內容-彼此分享音樂教學應用 □面授 ■遠距教學 

16 期末口頭報告 ■面授 □遠距教學 

17 期末口頭報告 ■面授 □遠距教學 

18 期末書面報告繳交 ■面授 □遠距教學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線上線上非同步教學，週數： 18 週，總時數： 72 小時 

■ 3.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週數：  5  週，總時數：  15  小時 

■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週數： 12  週，總時數：  36   小時 

□ 6.其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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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貳、課程教學計畫 

學習 

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其他相關功能，說明：                                              

師生互動 

討論方式 

1. 教師時間(Office Hour)：週一 08:30~9:20; 11:20 AM –12:10PM 

週四 13:30 AM – 15:20PM 

2.教師 E-mail 信箱： lylee@cyut.edu.tw                    

3.辦公室地點及校內分機：  G808/4299                

4.助教連絡方式：施品竹 pig07331126@gmail.com                             

5.教師提供 18 個主題供學生進入討論區討論，且能適時回應學生的問題，並提

供良好回饋，預計全學期參與討論學生共有 1000 人次。 

6.其他：CYUT部落格,臉書社群網站                                

作業 

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                              

成績 

評量方式 

1.到校出席率及網路課堂參與度：20% 

2.平時閱讀作業：10% 

3.網路及部落格討論與分享：30% 

4.期末考(研究計畫)：40% 

上課 

注意事項 

心得分享報告形式有兩種─ 

1. 以 word檔繳交心得報告於教學平台。 

2. 至教學平台之討論區發表文章及回覆文章，本學期至少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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