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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概念導入建築研究所教學之實驗性歷程建構 
Intelligence Introduces the Experimental Course Discussion of Architecture 

 
翁彩瓊* 

一、 緣起 
人們對於未來住宅的夢想或居住環境的夢想從未停止，二十一世紀後期資訊科技改

變人類原有的生活方式，橫跨領域的資訊領域著眼於技術的可能性，資訊與通訊科技的

結合，形成了現代風格的延伸；然而，何謂智慧化居住空間？它可以被狹隘的解釋為佈

滿電腦、資訊設備的感測工作環境，也可以廣泛的說明為主動式參與的創造，可以不斷

的追蹤人類需求進以給與生活必需可能性的協助，結合永續發展的議題，更可以結合環

境保護宗旨誕生。藉此，中華科技大學「建築工程與環境設計研究所」於 2007 年即開

設「智慧化居住空間專題」課程，藉由課程進行引入智慧化居住之各類思維，培養學生

多重思考未來空間之規劃設計可能性。然而，智慧化之課程引入，學生需經由許多基礎

訓練與養成過程；若以建築層面而言，建築設計為必然條件，進而推演大學課程中有關

物理環境、控制系統等環控基礎課程，對於實體應用則更需結合資通、監控、電機…等

繁複之技術或機電整合概念，在研究所一門學期課程的開設，要提供學子基礎概念已難

應對，更遑論成果創造與研究生來源對基礎建築之陌生了；再加以整合性師資面臨教學

與政策之困難下，異業結合課程，對於課程教師而言更是雪上加霜，相關課程之開設及

時得與經費補助得以重新思考應對是為欣喜，對於課程教師也同樣提供一個可選擇性的

教學模式，其挑戰之巨，已非傳統課堂教學可比擬。因此，思索一學期教學成果需延伸

多面向基礎到成果展現，確實值得於課程以前重覆思索，並經由教學過程與學生多類向

互動後，在各週學習安排歷程修正。 

本文以呈現智慧化課程教學力成為目標，探討學習過程教與學之互動成果，並藉由

成果展現了解課程效能及檢討改善實驗性課程未來之發展。 

 
二、 教學歷程思考與導入 

「智慧化居住專題」課程自 2009 年引入研究所選修課程中，課程教師與研究生同

樣面臨科技知識的認知與導入難題，配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提供之經費援助，無疑的因

增加專題講作機會減少課程教師的專業知識落差，也相對提供更專業的學習力給與研究

所學生，減少了許多領域摸索；然而，專業專題講座必須建構在學子具備充分的基礎知

識後端才具有顯能提升之效力，因此，如何快速的建立學子大量且合併各類面向專業的

基礎知識，必成為課程教師主要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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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礎知識導入 

課程經營第一年，為求基礎知識之認知以取得研究生後續專題發展成果，幾乎全學

期課程將重點安排於釐清「智慧化」、「自動化」、「數位化」等專業名詞之差異上，課程

教師蒐羅多樣性的論述，探討分析並藉由課程講義之製作協助認知發展，儘管認知研究

生具有研究能力之發展與知識吞解之能力，然而，對多數建築領域進入研究電堂的學生

而言仍是新鮮且難解之專業，更遑論跨領域學習之研究生；儘管課程教師提供多樣性的

知識論證，也難讓學生投入「認知」的同理心了。 

當基礎知識產生落差，後續課程即衍發專家講座中艱澀的領域專業更具落差，儘管

利用實驗參訪減低知識落差，也因未安排時機較晚，缺乏補救機制，相對第一年課程實

驗後，成果展現上僅能提供智慧化導入建築與空間設計理念之呈現。2010 年之課程規劃

上，如何減少基礎知識之吸收時程，在課程擬定上便相對具有重要意義，相對應之實體

參訪時點，也納入課程之初步探討中，也必須思考如何將專業講座安排由淺至深，於專

題創作過程，適時的依據成果展現需求導入。 

既然智慧化已然成為社會發展與研究之一環，多起且羅列行業別的研討會或發表會

即時可見，若加強學子參與勢必具有一頂程度之收穫，然與課程配合確實困難，課程教

師利用相關研討會之參與蒐集資訊並做課程分享，確實可達到部分校用，但對基礎認知

卻仍具有落差；秉承研究概念之提升，第二年的課程規劃，在第一週即以十項議題探討

方式進行，歷時二週，並藉由課堂交互探討，以同儕知識衍生認知(許多內項與學生職

場體驗具有連結)，或藉由網頁搜尋、書籍印證尋求解答，此舉，確實達到快速累積基

礎知識之目的。上述議題初步由學子課後搜尋資訊，任選三個議題探討後，經課程提供

處部概念交互學習，由課程教師提供補充資訊後，再以單一議題重覆整理提供二次閱

讀。相關議題如下： 

‧ 智慧化設備，「有線與無線」之各類差異比較 

‧ 影像訊號傳輸中「類比」、「數位」差異性 

‧ 控制面板之「通用化」可行性 

‧ 智慧「監控攝影系統」利用原理(EX.紅外線)價格、效能、安裝模式…差異性 

‧ 監控系統中貯存模式(EX.硬碟型、膠卷型…)類型特性與差異比較 

‧ 「自動化」、「數位化」與「智慧化」差異比較 

‧ 「智慧標章」內涵與意義 

‧ 居家「保全監控系統」應具備之內容 

‧ 「分散式」、「集中式」智慧系統管理之差異與優缺點 

‧ 舉例說明智慧住宅設計到施工完成之歷程 

(二)學習歷程目標性建立 

課程提供知識學習乃校園教學之基礎，研究所課程之開設除知識傳遞外，更需學生

延伸研究認知，然而「研究」一般認知均在後續研究論文寫作上呈現，也就是說，研究

生只需在單一課程學習上著重「學習」層面之片面展現，而展現方式不外乎簡報或心得，

授課教師亦依其認知程度給予評分；然而，智慧化居住空間實驗課程因具有計畫配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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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性產出，時間上更具有結案壓力，相對需將原本已不足之學期十八週課程濃縮利

用，再加以「創作坊」導入創作成果，更濃縮學習時間；前述已說明，該課程開設之領

域「專業度」與「跨足性」對授課教師之挑戰，因此課程週次安排適當度將對成果具有

影響力，邀請之業師協助時點與實體參訪時點也當於艱鉅的時間上配合，因此，學期的

短期學習，需兼顧學習與成果創作展現，在課程作業安排上在歷程中便需依據學習觀察

調整，經作業完成後顯現如下表。 

週次 範疇 課程內容 
1 

0916 
總論 

 
智慧理念與思考 

經驗傳承 
創作思考 

智慧居住空間概論 
1. 授課教師講述智慧基礎概念 
2. 去年度學長姐經驗分享 
3. 網頁閱讀資訊提供 
4. 分組討論與思考創作議題 

2 
0923 

創作探討 
智慧化議題探討 
智慧化影片觀賞 

智慧化設計觀點及環境互動自動化建置 
1. 討論議題—智慧內涵項類與特性 
2. 創作專題方向修正 

3 
0930 安全安心之居住空間

智慧化 

通用住宅智慧化概念之設施設備觀專題演講 
0929/周家鵬教授專題講座--永續發展之智慧設計觀 
智慧化住宅需求特性與市場性議題探討探討 
創作專題分組議題進行內容與模式探討 

4 
1007 

課堂專題講授 
住宅智慧資訊統整與

探討 
便利舒適安全之住宅

社區觀 

國內外案例實施探討 
1. 通用化住宅空間設計概念影片觀賞 
2. 通用智慧化可行性分組討論 
專題講座(中興保全) --智慧宅管之設計理念 
參訪「中興保全」智慧居家設備整合利用 
3. 住宅智慧化之利用現況與市場需求特性 

5 
1014 

課堂專題講授 
建材智慧化 

高淑文博士專題講座--奈米材料於建築工程的智慧化應用 

6 
1021 

參訪「智慧化居住空
間展示中心」 
整合與應用 

會前經驗分享 
參訪「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參訪行動，QA 重點記錄，會後報告 

7 
1028 

智慧系統之整合與應
用 

黃國書 副總專題講座--監控技術與系統整合應用 
系統差異性、有線無線..問題之廠商平台介面整合 
通用可行性評估 

8 
1104 

期中訪視 
期中進度檢覈 

建研所期中訪視 

期中報告內容檢核與修正 
通用設計概念、太陽能設計與利用影片欣賞 
創作成果分組討論 

9 
1111 

在宅健康照護 
終身住宅與智慧需求 

期中報告成果 

陳政雄教授專題講座—北回歸線上的終身住宅 
照護機構特性與空間需求 
1. 照護機構智慧化利用可行與需求要項 
2.  高齡智慧化之特殊需求內涵與意義 
3.  智慧化照護之目標性 
期中報告成果繳交 

10 
1118 

機電系統整備 
智慧需求與管理 
智慧化整備技術 

高文煌經理專題講座--節能智慧化於校園建築的應用 
1. 電力控制系統與校園智慧規畫 
2. 電力整備設施思考要項與計畫 
3.  環境需求與影響模式之設計概念 

11 
1121 

智慧化技術 
設施設備整合性 

 

吳年欽 工程師-數位家庭應用服務與系統架構 
1. 系統整合之軟體應用 
2. 共同溝通平台之未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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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4 

學生作品創作工作坊 
A.去年度課程經營同學共同支援 B.協請設備廠商及專家為專業顧問協助創作 C.本系
(校)多位課程教師支援 
‧ 居家安全安心建置—1.本系陳俊傑老師、林士堅老師及設備廠商配合大學部畢業設

計協助 2.照護空間智慧化由陳宗鵠所長、翁彩瓊老師及設備顧問協助。創作成效擬
定為實際設計案例操作；企劃、計畫及設施設備建構與空間設計圖說 3D 動態展現

‧ 智慧設施整備—1.本校孫建明組長配合廠商進行指導創作成果，內容擬定為實務能
源思考內容之企劃到完整裝備之知識化、實務化檢討成果報告與實際成效展現 

15 
1216 

環境能源應用 
能源開發與應用 

戴明鳳教授專題講座—染料敏化太陽電池 
物理學與太陽能原理   
低電量太陽能板製作與實驗 

16 
1223 

智慧科技整合 參訪「捷運機場智慧行控中心」 
參訪本校「電力智慧化空調控制系統」 
學期創作坊成果簡報 

17 
1230 

整體報告書整理繳交 
分組交互檢核缺失 

18 
0106 

期末學習成果發表 
研究專題探討發表會、課程網頁導覽 

 
三、 知識傳遞模式 

學習模式將直接影響學習力與成果展現，面對整合性甚巨的課程開設，更非單一教

師之專業可承擔，若曾家共同授課教師卻缺乏完整的引導，對於學習力也僅止於單點，

無法完整顯現，相對下，較佳的課程設計與整合將提供較為確實的學習展現是不容置疑

的。本課程開課教師以其環境控制背景及對綠能源之研究心得為起始，依據學生需求整

合各領域之專家結合教學以為提升學習成效，更利用各類資訊模式之建立，提升學生學

習素質以為接續學習力之展現，以下各項說明。 

(一) 協助教師之建立 

系所開辦理當擁有各領域之整合可能性，本課程之執行過程因應產出所需，統合系

所專業教師共同協助指導，將其專業提供創作過程知問題解決與導引，涵蓋健康住居、

綠建築、社區規劃、綠建材、物理環境…等多起領域於創作過程給予課後意見與專業知

識之學習。 

(二) 業師講座聘邀 

整體課程配合生源差異，依據學生學習歷程需求邀請多位專家協助學習，淡江大學

周家鵬教授初期從永續建築建立能源概念導入課程思考，並藉由該理念之推導，課程建

議創作產出之思考以實務性展現為目標，後續再由課程引導了解通用化設計知可被思考

之方向，以求藉由課程引導了解系所培育目標，協助訂定創作可行；第二場講座配合實

體參訪之前端解說，藉由課程互動與影片觀賞初步了解，並擬定後續參訪之提問目標；

第三場講座納入海大研究員高淑文博士之奈米專業，探討未來領域之結合可能；第四場

講座黃國書經理之業界智慧化整合經驗提供更加專業之機電整合應用；第五場講座為陳

正雄建築師提供之實務案例探討永續建築與智慧化間之應用模式；第六場由高文煌經理

配合講座說明本校智慧化節電系統之設施設計思考方式；課程進行第十一週發現學生對

於設備整合性具有創作整合之思考，由工研院吳年欽工程師提供家庭智慧化之設備整合

架構之建立，並藉由學子需求提問，協助分組智慧畫創作成果之檢視；學期末藉由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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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教授之引導，於講座引發學子對未來低電力之環保性考量。 

(三) 基礎知識尋求資訊 

除上述安排之系所教師協助及業師講座外，研究基礎資訊之提供對於學習之寶合度

增加具有確實之效應，因此，於課程進行過程，教師除提供大量閱讀書籍外，更因上年

度之執行將其保留於系所網頁中，提供學習過程許多之式尋求之機會

(http://arc.cust.edu.tw/ILSDS-1/971111.htm、)，內容包括演講資訊、講義、歷史

創作成果等。除此，更因智慧化目前已普遍被討論，相關網站建立也成為學生參考與討

論之課程內容，包括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LIVING 3.0」

(http://www.living3.org.tw/ils-museum/)、「中興保全智慧宅管」

(http://www.mycasa.com.tw/#/story/0)、「成功大學 TOUCH Center 人本智慧生活科

技整合中心」(http://touch.ncku.edu.tw/touch/)、「台灣大學 INSIGHT 智慧家庭科

技創新與整合中心」(http://insight.ntu.edu.tw/)、「交通大學 Eco-City 健康樂活

城智慧生活科技區域整合中心」

(http://www.ecocity.org.tw/introduction/index.aspx)。 
 

四、研究學習與認知 

目前發現普遍研究生於課後完成心得書寫或學習研究簡報過程缺乏正確性，常流於

說明過程，缺乏真正的可被延伸的學習分享，過程中也因為持續重複相同的錯誤而延伸

到論文寫作能力之缺乏，甚而與課程的連結僅在課堂中完成，課後，相關知識傳遞因課

堂結束而被生活瑣事所取代，更無從談論學習持續性；也因此，學習成為片段而不被連

結，一個月後(或更短)即從大腦儲存庫中抹去，學習成為斷代史，連累到後續帶領論文

研究之教師，研究能力普遍下降。深知上述關係後，研擬如何避免消去記憶，如何在課

後緊迫的反覆增加，竟成為課程教師必要性的任務之一。為求學習課後閻續學習與分

享，課程教師開設專屬網頁資訊提供，藉以激發學習延續性，以下說明。 

(一) 即時提醒之公告效能 

公告區之設立協助學習過程之延伸，課堂上教師提醒之繳交內容或不及在課堂要求

完成的均可利用公告區通知，課堂中多有教師發現需要傳達的資料，也可於網頁中置放

並於公告區告知。統合公告區功能包括： 

1. 課堂之教學事項再次提醒備忘 

2. 課程進度時間狀態 

3. 課後延伸參考資訊提供 

4. 預先提示課程進度便於課前準備 

(二)各類心得撰寫或簡報 

歷週課程進行，無論是演講或是參訪、閱讀，均要求於次週完成心得與紀錄，相關

格式為避免書寫過於冗長缺乏意義，藉由固定格式大項書寫完成，並呈現於網頁中，便

利下載閱讀，更可藉以提供學習歷程。固定格式之撰寫格式包括參訪與講座二類，均設

計僅一頁書寫，提供學習過程之紀錄與知識傳遞之感受度說明探討；講座表單除基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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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網頁公告區 

料外，需文字評估講座之內容、講義、表達與答問，此部分協助教師了解講者內容與學

生認知關聯性，提供教師課程修正依據，表單下方提供欄位由學習者書寫心得；參訪表

單同樣具有基本資訊外，學習者需提供參訪地點之分析與描述外，更由獨立欄位書寫現

階段台灣待增進技術或設計理念，參訪過程多引發學習者對相關技術或源塑之考量，教

師設計探討應被優先考量之元素探討，此部分藉以引發學習發想，藉由學子思考層面，

延伸被訂定之創意具有更完整之思考。二類項學習成果如表。 

(三)同儕交互學習 

課後同儕的學習試教學過程中發現最重要的一環，相同的議題探討，會因為學習思

考層面差異而具有不同之表現，認知同儕對於共同學習內容之文字，進而檢討自我之提

升，持續學習將可顯見其成果。 

(四)效能提示 

學習成果雖無法由成績作為印證，然而，卻僅唯一藉由成績了解自我學習與同儕之

差異，依此，隨時提供公平公正之成績訊息，除可砥礪學習力提升外，更可藉由成績資

訊了解作品優劣，增加多重學習與砥礪機會。學習並可由即時的成績公佈理解自我學習

與同儕差異，對於學習具有正向作用。 

(五)重複學習影片提供 

各週即時的將教師講義或演講過程提供靜態與動態影像，完成剪輯置放於網頁上，

學習過程做紀錄外，更於課後心得撰寫過程中重覆影片欣賞，可藉由相關資訊提供， 



 7

表一 講座學習成果案例 

 

表二 專案參訪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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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同儕交互學習內容 

更完整的重複激發記憶。此部分，也同時提供次年度課程導讀需求。除影音檔案外，網

頁也提供講座拍攝之照片、講義、講座教授之聯繫資訊…等。 

(六)創作研究議題成果模式 

課程初期在學習位之狀態下，容許學員天馬行空的創作探討與創作議題，教師再藉

由歷次的講座與課程探討引導學員進入較為實務面的主題中創作，學員的組成應該是最

初創作議題方向考量之最重要的因素，98 年度課程開設，因將課程時段放置於夜間開

設，因此學員組成多是在職且具有足夠社會經驗的學員，因此議題之選定具有與社會力

連結之特性，如社區老人照護、老人照護機構、坐月子中心等議題；研究生中對於融合

職場未來性探討，包括皮層光控系統、室內綠牆設計；另外，因校園正在興建智慧化節

電系統，與課程連結過程，發展出許多組別分別探討校園已完成之風力、太陽能，並有

小組探討智慧節電設計，期望藉由實際案例探討可供改善之未來性。 

分組創作議題成員以 2-3 人為基礎，多由研二生代領研一生共同操演，其目的在於

學習作業態度之傳承，更藉由分組過程學習探討物來研究延續之可能。學習要求成果展

現需要實體化，即是避免發想，多以相關設施經驗求取設計更評價可普遍性、通用性強

之軟硬體考量，以符合家塑智慧化之社會目標；因而，配合研究過程之講座、參訪題宮

之相關顧問團給與學習過程完整之系統架構與設施設備建議。 

(七)學期成果展現 

課程經分組創作歷程，包括文字、影像均置放於網頁上提供歷程分享，學習過程提 

點選姓名，可供下載或呈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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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成績資訊網頁呈現 

 

圖四 完整資訊提供多次學習環境 

供外，期末再經由各分組提出了解與分析課程過程之成長，因具有完整經歷呈現，相對

即時公告學習成績狀態

拍攝照片 

 

 

講座講義 

 

影音連結 

 

聯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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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學子更多省思；課程於開設初期，即讓學子理解成果展現知需求，可方便學習過

程重複檢視展出之可能效果加以思考，此部分多為設計課程所忽略之部分，通常教師多

以過程中慢慢累積方式增加成果呈現需求，雖然可因學生學習力決定最終成果，卻較缺

乏讓學子有完整之參與力，因此，本課程設計，即已完整告之學習成果展現部分，後續

發現，其結果滿意度將有所提升。智慧化課程之實驗性創作歷程成果包括： 

1.簡報說明檔案：此部分分學期中與學期末二部份，期中內容多有不足需修正處，

網頁提供僅呈現數週，於期末即從網頁資訊中除去，經期中後探討簡報製作之完

整性與簡報模式之呈現，期末之簡報作品素質相對提升。 

2.期末發表影音錄製：期末成果發表為課程計畫最終之呈現，課程依據各小組之發

表，完整的剪輯錄製影像，將過程保留，提供學員重複檢視修正未來研究。 

3.學期成果報告：此部分是整體創作一學期陸續衍生完成的，期初之題目擬定，後

續各週之依序檢核內容，包括章節架構…等，可完整紀錄並保存學期成果；此部

分音檔案過大，未置入網頁中，相關書面與電子檔由所內保管。 

4.創作成果 3D 動態影音：如何以三分鐘短片呈顯整體研究精神，此部分包括 3D 動

畫之製作(上年度成果展現為四格漫畫，然未盡說明之完整性)，結合文字、圖說

資訊等剪輯而成；課程中並無教授 3D 動畫或動態影像剪輯之技術，然因課程設

計討論時學員即已得知，也因此大幅發揮學習或團隊交互合作之精神。當然，動

態部分之目的性較為貼近宣導模式，讓研究中學習非以枯燥之文字敘述說明展

現，或許對研究生而言應該是另種方式之研究成果吧！相關動態影音經剪輯均上

傳國際網頁，對於學習而言將具有時間延伸與推廣之成效。 

5.設備系統智慧連動系統架構圖：為了呈現具有專業性之成果目標，創作過程需跨

領域整合機電資訊軟體工程，此部分也非建築專業背景或醫管跨領域學習之學習

歷程經驗版圖的一環，輔以相關講座及實例參訪後，由分組學生自行經由顧問教

授於創作之協助，並整合參訪尋求可用之知識修正加以呈現，雖與專業度仍具有

部分差異，但藉由過程也更貼近智慧化設計連動性之考量了。 

 

五、討論 

(一) 創作思考引導模式： 

擬定學習之創作將知識學習轉化為需求，依據創作目標擬定學習方向，確實可增加

知識學習之動力，並可利用創作機會，增加課餘時間知識搜尋，然而課程教師於初期擬

定之創作層面思考，直接影響創作議題之擬定。本課程建構依據系所發展「健康建築」

理念進行，然經各校發表學習創作成果時發現多有以「發想」為目標之創作，此類課程

設計確實引發學習差異，值得加以思考未來課程設計方向，其影響因素探討如下： 

1. 參與課程研究生多已具有業界實務經驗，發想能量較低，然而成果未來被實際執行

之可行性卻相對提高。 

2. 綜合行為工學與實體需求，本校為技職體系教育，注重培養知識與實務技術並重之

成果，依據課程設計目的，利用既有軟硬體分析可行性，具有設計與未來推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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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簡報當案與創作系統圖說 

之能量，並據創作成果建立可被執行之系統圖。 

3. 發想模式之設計成果具有較遠端之創造力，對於提升未來性具有創新成果。 

(二) 知識落差策略： 

生源除建築等設計體系外多有醫管職場，以往學習領域差異影響創作面之思考，面

對不孰悉之設計學習，實非朝夕可成，然卻可發揮醫護智慧需求之模式，課程於創作過

程中之思考如下： 

1. 分組模式進行，配合領域結合，將設計與需求連結組合思考性創作。 

2. 利用研一與研二學習分組模式進行，利用已經專業培訓知學子帶領。 

3. 介入大專部學生技有 3D 技術之學習，協助非設計領域之成果表現。 

(三) 講座重覆閱讀模式： 

講座歷程錄製經過分段剪輯，可以輔助重複學習，然而閱覽支承時間有限，講座錄

製多為 1-2 小時，長時間閱覽多缺乏效益，且剪輯後之成果如何以最快方式提供學習閱

讀，考量與完成內容包括： 

1. 以時間序分段剪輯，每段約 10 分鐘，學習時可經由講座聽讀過程尋找重覆閱讀之需

求。 

2. 完成剪輯後之影片放置於國際化網頁分享，並於教學網頁提供連結，協助保存。 

3. 後續利用軟體設計重點標題標示，學員可經由標題模式快速搜尋目標。 

 

期末簡報檔案 

 

創作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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