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大學磨課師團隊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寄生蟲學科 / 辛致煒老師

我與磨課師的巧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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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磨課師的第一次接觸

我們都有在網路上，像是youtube，搜尋你

有興趣的影帶，進行自學的經驗。我想那就

是磨課師的開始，這種學習方式，大家應該也

不會很陌生，所以磨課師的產生在當代應該是

自然而然的事情。進一步接觸磨課師是在教育

部的磨課師推動計畫上，希望能夠進行一些遠

距線上教育的推廣，那也是一個助力。想來積

極接觸磨課師的第三個原因是，因為數位化

學習跟移動裝置的普及化是未來的趨勢，同

時它也是教學方法上很大的突破，這是我接

觸磨課師的由來，也是想做磨課師的動機。

磨課師甘苦談

每個錄過磨課師的老師都會告訴你，初期

是苦多於甘，最後那個苦通通會轉成甘，當你

總結的時候是甘大於苦。我想最辛苦的是在教

材的重製部分，像寄生蟲學它是以影像為基礎

的學門，很多的圖像我們都必須取得著作權，

當然最好是自己做的，於是我們花非常多的時

間在重製這些影像；再來就是生活史上的一些

圖形，如寄生蟲生活史中的卡通圖，我們都得

一個一個重新再製，避免觸犯著作權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比較不太適應的是面對鏡頭

說話，這是一個需要極大突破的過程。對我而

言，以往面對學生時，你可以看到學生的反應，

在磨課師這裡，學生的反應會在課後。所以這

是一個我比較不太習慣的地方。第三個部分大

概就是如何可以跟修課的同學產生互動。從課

業上的互動開始，慢慢去了解他的研究興趣，

跟他日常上的興趣，我們就慢慢得變成互通研

討會的訊息，當有一些跟這個課程相關的問

題，他也會來提問。到最後面就變成生活上會

互相交流的朋友，這是個很值得我們去回味的

地方。當磨課師拍到最後時，我可以讓寄生蟲

學門，得到一個紀錄，這個對於一些老師們經

驗的傳承，跟學門的保留希望可以提供一點點

的貢獻。總結起來，我想應該還是甘大於苦。

加入磨課師！

想開課的老師可以先去修一門您有興趣或

是熟習的磨課師，語言不拘；先了解運作方式再

來規劃課程會比較有幫助。去蕪存菁是最後完

稿的重點，並非鉅細靡遺；講別人沒講過的才

會是亮點，跟風會變成 PK。對於亙古不變的內

容，或是短期不會有重大改變的內容，是非常

適合做磨課師的教材，需要互動與大量討論的

便不適當。最後還是鼓勵老師，先綁定自己最

熟悉的一門課程，收集足夠內容，放手一博。

不要害怕，成大的團隊會讓您有信心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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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課心得分享—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博士生 廖振捷

上磨課師與一般學校課程最大的差異是，第一：時間很彈性，只要你有空的時候就能隨時上網

觀看，不論是在坐車，等公車或是在等人的時候都能觀看課程內容，第二：想暫停就暫停，以前上課

老師說太快來不及做筆記，都只能跟隔壁的同學借來看，現在你可以暫停甚至回放重新觀看都可以，

不用怕有重要的資訊會遺漏，也因為這樣，你不懂的地方可以多看幾遍，再不懂還可以去討論區流

言發問，老師也會在上面解答，這對於自主學習有很大的幫助，此外，上課內容比起一般課堂上來

的有趣，雖然無法看到真人在台上，但是透過影片及老師的聲音引導，讓你在看影片時不覺得無聊。

而且目前磨課師的課程都還是免費，只要你有興趣就可以進去觀看學習，這樣也讓我們不用像

以前要跑到別的系館，現在只要在電腦前，或是拿著手機就可觀看學習，這相當的便利。磨課師的課

程，每一堂的時間也相對比較短，如果配合一般課堂上課程，可以當作課前預習或是課前須知的教

材，讓老師可以有更充裕的時間在課堂上講授其他重要的內容。上完了辛老師的親密的敵人，讓我對

於寄生蟲的歷史，以及人文間關係收或許多，以前在歷史上看到的一些戰役，或是歷史人物的一些描

述，其實都跟寄生蟲的感染有很大的關係，就連一些成語也是跟寄生蟲是有關係的，像是別來無恙中

的恙，指的就是恙蟲，一般學校的寄生蟲學會比較偏向於寄生蟲的感染途徑，治療方法，比較少會去

探討在過去歷史中這些寄生蟲所造成的影響及關聯性。

透過辛老師的磨課師內容，才讓我知道原來上寄生蟲還可以跟歷史有所連結，原來以前覺得不相

干的課程內容，其實是都有所關聯，這不就是以前老師們一直要我們融會貫通的道理，透過這樣的一堂

課，把不同領域加以合併，讓我們了解更多，把以前的一些知識串聯起來，我想這正是這堂課想要傳達

給我們的，也感謝有磨課師這樣一個團隊，讓我有機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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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 林麗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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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學習與挑戰

常常會有人問我說，為什麼要來錄製這

個磨課師的課程？我常常在社區裡頭做一些體

育運動的教學，然後我也是教練，也有一些的

運動與健康的課程，常常大家就會需要說有類

似這樣子的，像之前的光碟片，甚至於一些說

明，傳授健康運動。

希望有個好的方法讓大家都知道，然後有

一個比較好的互動的平台，這幾年我很幸運，

成功大學有這樣子的磨課師的團隊，讓我能夠

在這個夢想上能夠達成，誰知道接觸磨課師之

後真正的學習才開始，你突然發現，很多是似

而非的觀念，例如像現在網路上很紅的TABATA

的運動啦，或者是高強度間歇有氧，這些觀念

其實我們在網路上就很容易找到，對我來講我

就要回去再找它原來的一些證據的佐證，然後

文獻的部分然後再了解一下，它為什麼演變到

現在這樣子的方式，然後透過課程還有動作的

示範，找到最適合的團隊，比方說是我們的排

球隊拉或者是我們田徑，來做這樣的示範跟設

計動作，達到最後有效的效果這過程其實非常

的有趣，可是跟我原來想像不一樣的是，時間

拉得太多倍了。

磨練老師的磨課師

後來發現磨課師這個名字真的取得很好，

真的是來磨老師的課程，在課程中的設計包括

運動訓練啦，包括運動傷害，那甚至是一般健

身的原則，還有運動時常見的不適，其實這些

單元都是同學喜歡的，可是似乎沒有辦法這麼

深刻的了解，因此同學常常透過他上課看到的

問題，然後透過平台後端來發問老師那這樣子

我的狀況要怎麼處理？往往我們可以給學生一

個方式，比方說轉介，或者是建議他能夠再去

強化自己的一個訓練的課表，有別於之前在課

堂上的互動，因為有時候課堂上的學生是不好

意思問問題的，那透過平台的時候他上了短短

的一輪課程，他馬上就會有一些感覺，就會希

望能夠立即能夠做一些討論，我覺得這個方式

其實是磨課師還不錯的特色，其實要真的錄了

才知道不足，你在錄運動鞋的時候發現，不

行，一定要到現場，那我們就會去看運動鞋長

得什麼樣子，跟店員互動那才發現，欸？那機

能衣呢不對又要去看，那在教重量訓練的時候

呢，你要讓同學知道，那個機台是怎麼製作

的，整個過程覺得說我的學習才重新開始。

在這些課程裡頭，比方說我們跟自行車的

產業，那我們直接到企業裡頭去拍攝，跟他們

的一些員工做接觸，然後進到工廠裡頭去跟他

們了解、拍攝在這樣子整個的過程，其實讓我

開了眼界也讓我們做了很多交流，與一般的民

眾，甚至是公務人員還有一些高階管理人員，

他們能夠了解說有這樣磨課師的課程，可以在

他們企業裡頭推廣，這跟整個未來的趨勢是可

以做結合的，感謝磨課師有讓我這樣子重新思

考的機會。

運動團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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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課心得分享—

體健休所研究生 李桂彰

「運動團GO」是我個人第一堂完整參與的MOOCs課程，會觀看這堂課程是因為我個人

平常有運動的習慣，課程中有許多關於訓練動作示範、運動環境、傷害防護等背景知識，在

觀看課程後能夠擴充原本的觀念，讓我知道在運動的過程中，除了有一顆熱血的心，有哪些

事也需要注意的。

而比起一般課堂講課，MOOCs這樣的學習方式我認為是較有彈性的，一來是只需要有

能夠上網的設備就能隨時隨地上課，方便時間的安排；再者是每堂課程內容短，呈現大多是

重點知識，能夠較快速的將知識做串連，比起課本書籍每個章節逐步看下去更有效率，最後

是呈現方式多元，可以因應教師的個人特色決定如何與學生互動，像是真人實際示範、情境

劇、歌曲⋯⋯等，都能作為授課的手段，個人覺得比起單純將簡報做口述的方式，較好理

解、記憶也較深刻。

雖然MOOCs這樣的授課方式並不適用於所有對象及範圍，像是各科系的專業知識培養

上，可能就需要耗費時間進行全面扎實的學習，但在現今需要快速學習的時代，每個人每天

面對及處理大量且多樣的資訊，這樣的情況下，快速、有彈性的MOOCs課程，我覺得會是不

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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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 邵揮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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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磨課師到擔任磨課師

說到接觸「磨課師」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有點特別，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是先看了一些

「磨課師」相關文獻的報導，接著我指導了一

位工程管理碩專班的研究生撰寫碩士論文。在

學生完成論文以後，學生鼓勵我說要不要自己

來試試看？我後來決定要試「磨課師」的原因

是因為，目前課堂學生的表現通常還是比較沉

悶，所以我想利用磨課師的概念，先把這個課

程錄好，將課堂上課的時間留給與學生互動。

所以我接觸的過程其實是從研究磨課師然後做

研究、指導學生論文，到後來經過學生鼓勵，

我才走入這個領域。

 因為我是進行研究而接觸磨課師的，所以

其實也不是很清楚該怎麼做，後來因為我進行

科技部計畫的時候留下一組攝影設備，因此我

就在系上租了一個空間當攝影棚，當架設好所

有的裝備以後發現真的要去學習怎麼做，剛好

那時候學校的教務處舉辦蠻多的課程，我就去

參加這些研習，並且很認真、很認真的參與整

個過程，最後自己去親自嘗試，尤其是當初學

校在「磨課師」課程徵件的時候，為了拍第一

隻所謂的短片(廣告片)，那時候還在背稿子，

所以拍起來蠻不順的，不過歷經那個過程之

後，我覺得透過磨課師這樣的教學，個人學得

蠻多的，包括像燈光、攝影機的使用等等，收

音怎麼樣收的好，自己能都去了解，後來自己

也組了一個團隊。

找回做為一位老師的初心

我覺得參與磨課師課程的錄製以及學習怎

麼進行翻轉教學之後，重新學習，找到初任老

師時的快樂，體會到當一個老師其實是很幸福

的。並不會覺得去改變自己的心態是困難的，

或者怕花很多時間。在整個教學環境改變的時

候，能夠透過磨課師的錄製，讓自己在能力上

做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自己過幾年就要退休

了，我想可以把自己一生貢獻，在教學精華的

部分能夠把它紀錄起來，對自己也是一個蠻值

得回味的地方。

讓老師真正喜歡教學的磨課師

後來我來到教務處磨課師的攝影棚錄製課

程，一開始來這裡覺得這裡門可羅雀，現在則

是一位難求，所以我覺得在成大磨課師的發展

必然是精彩可期。建議學校提供足夠的設備和

人員，鼓勵老師們去錄製，讓每一位老師都可

從這個過程找到快樂，希望更多的老師能夠加

入這個行列。

因此，從前面敘述我接觸磨課師的整個過

程，我想建議學校要多用鼓勵的方法讓老師學

習磨課師的上課方式，因為經過學習磨課師的

過程，不只是讓老師翻轉教學，更可以翻轉老

師的內心，讓老師真正喜歡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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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課心得分享—

工程管理碩專班研究生 黃文正

我正在就讀工學院工程管理碩士專班，是邵揮洲老師「產品生命週期管理」課程的修課學

生。「產品生命週期管理」課程是以磨課師的教學型態呈現的翻轉教學，也是我第一次上過這樣

課。由於在實體上課前，同學們都看過課程影片加上又寫了作業，因為這樣的上課型態，我對老

師想傳達的內涵有較深入的了解。因此來到課堂時，在邵教授的帶領下，引導同學進行討論，並

可以與每一個同學互動，這樣的方式進行上課，讓我們學習到很多。同學先自由選擇上課時間觀

看影片，接著與分組同學進行討論互動，最後再由老師引導發言的過程，是很不一樣的教學方

式。我發現在討論的過程，老師也會用一些引導的方式去引導比較不常開口的學生、大多的學生

都可以轉變成可以慢慢地述說自己的想法，我覺得這對同學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訓練！當然我們也

可以透過跟同學討論的過程中，去學習到很多不同角度、不同思維的看法跟觀點。

我覺得這種課程呈現的方式跟一般我們以前在上大學的課程不一樣的是，老師一直在導引我

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對我們未來的工作、對家人、朋友跟教育自己下一代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到了期末為了呈現大家學習的成果，老師拋給我們一個議題，就是要我們寫成一本書，這個

是很難得的經驗，如果不是這樣一堂課，老師的導引，我們也不會有機會大家協同把這樣一本書

完成。這個也是在這堂課我們，學到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回想與磨課師結緣

回顧五六年前，我開始在成醫骨科部開

設物理治療諮商門診，從此發現不少人因為簡

單的疼痛問題到處求醫卻不得其門而入，然而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 陳文玲老師

很多時候只要做對運動、學會一些自我按摩技

巧、再加上正確姿勢的維持，就可以減輕不少

困擾。心中不免感嘆，我們的國民健康教育明

顯缺了物理治療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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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也奇怪，平常不相干的公文總是在眼前

匆匆掠過，那陣子卻正好注意到信箱裏，有學

校發出的磨課師徵件計畫，直覺上此類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正有利於補上這塊被遺漏的拼

圖。彼時個人因為家庭因素開始考慮規劃退休，

正好可以暫時放下研究壓力，來圓個臨床夢。

讓沒有醫學基礎的民眾也能學以致用

首先面臨的困難是需要將傳統橫向的醫學

教育賦予縱向的學習結構，使得低年級的基礎

醫學知識以及高年級的臨床醫學技能融合在同

一個課程中，才有辦法讓非醫學院的學生、甚

至於沒有任何醫學基礎的民眾學以致用。

其次要能做到化繁為簡，深入簡出。將

複雜的疼痛理論藉由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痛源

「肌肉」切入，並將全身650條肌肉進一步簡

化，挑出最會作怪的22條肌肉，配合常見的不

良姿勢，示範簡單的自我檢查與自療技巧。

還有一個大挑戰，這個課程必需是無實體

課程的線上學習方式，才能夠達到跨系或跨校

的推廣效果。所以不論是觀念建構或動作學習

方面的內容，都需要善用3D影音模擬教學，才

能提高學習效果。

來自學生的回饋是最直接的鼓勵

磕磕撞撞一路走來，回饋卻是前所未有的

大豐收。自103年開課起，比較學生於期末與期

初的疼痛自評結果，高達六七成以上的學生表

示身體各部位疼痛有明顯的改善。更有意思的

是，任教多年，我從未料到有一天會這麼期待

評閱期末報告，學生熱情洋溢的回饋無疑是最

直接的鼓勵。我也深深的感受到，原來物理治

療學系之外有這麼多可愛的學生。

很高興獲選為教育部標竿磨課師課程，這

份肯定讓我有機會在此以最誠摯的心感謝當年

所有協助錄影的物理治療系學生與攝影團隊。

除了感謝他們熱情無私的協助外，還要謝謝他

們聰明的腦袋與線條分明的肌肉，以及寶貴的

專業素養，使我在拍攝的過程中，很少NG，經

常一次到位。此外，也要感謝一些低調的幕後

功臣協助繪製了生動的插圖使得一些抽象的意

念能夠被很準確而簡單的傳達。最後，要感謝

在備課過程有機會認識一群願意被課程「磨」

練的老「師」，真的是個個才華洋溢。特別謝

謝電機系的張天豪老師，幫我建構了一個有趣

的網路影片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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