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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建築工程教育 逢甲建築系課程於一至三年級著重於建築基

礎教育，四、五年級發展專業教學訓練，課程涵

蓋「建築設計」、「城鄉規劃」、「工程科技」

與「建築史論」等四大領域，使學生能朝向有

興趣的領域發展，並使學生有綜合規劃、設計、

工程實務等能力。在「工程科技」的領域中，主

要培養學生具備「建築結構」、「構造材料」、

「物理環境控制」等科技運用與統合能力，同時

能認識當代議題、學習全球科技新知。

同時配合本系100∼102學年度所執行的教育

部「建築教育改進計畫」，本系將於105學年度正

式轉型為具備「從搖籃到搖籃（C2C）特色」的

「建築專業學院」，以培育社會所需的「建築專

業人才」，與業界緊密接軌，真正落實「學用合

一」的精神。因此在課程上也有兩個主要的革新

面向：（1）專業課程融入C2C理念：逐步將現有

建築設計、建築構造、設備等課程，全面調整為

可因應綠色設計、構造及設備之需求；（2）工程

教育的翻轉教學：CDIO+跨領域教學。以下先就

本系「工程科技」領域的主要課程規劃與教學理

念進行說明。

一、建築工程技術教育的創新進行式

1.建築結構學課程

本系大學部的建築結構共有四門必修課，

分別為大二上學期的「應用力學」與二下的「材

料力學」，以及大三上學期的「結構學」與三下

的「建築結構系統」。「應用力學」與「材料力

學」著重於基本力學知識的認知與理解，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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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學行為的基本知識養成課程。「結構學」則著重於

介紹剛架結構的基本分析方法，以理解剛架結構受外

力作用時，如何分析構架受力分配與變形關係的整體

關聯。

「建築結構系統」則純以建築系統的分類圖示方

式，結合Rhino grasshopper 建置3D模型，依此介紹建

築結構系統的類型與特質，提供學生對建築、結構、

空間、形式、材料、施工與美感的統合認知。除了講

授課程之外，學生須透過二至三人為一組，自選實際

已建成的建築案例，製作縮尺的結構模型，並報告心

得。藉此核心作業，經由資料收集、資料分析、材料

選用、細部處理、構件組合、團隊合作，發掘問題並

與老師討論等過程，增進學生對建築結構的造型選

定、材料應用、施工技術、結構力學、建築空間與美

感的整體學習。透過清晰的結構系統觀念教導，以期

能在形塑建築物的造型時，可自行提出合宜的結構造

型方案。

學生所製作的建築結構系統模型（資料提供：林昌明老師）陳右妮、駱東昇、黃振瑋—鳳凰城大學體育館

學生所製作的建築結構系統模型（資料提供：林昌明老師）

曾盈瑞、張詩唯—高雄世運主場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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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前三門課程偏重計算來建立力學

知識，實屬較被動式的教學，學生通常在學習上

常感枯燥與沉重。然而，透過建築結構系統此課

程設計，則以翻轉方式完全脫離計算，誘導學生

改採主動的學習來認知結構系統觀念。透過四個

學期的連貫課程，將結構的力學原理與結構系統

緊密結合，以養成建築結構的整體知識，進而應

用於建築設計上。

2.建築構造與施工課程

本系的建築構造類課程主要包括「建築構

造」、「施工圖」、「建築材料」與相關的「營

建管理」課程。其中最重要的實務型必修課為

「建築構造」與「施工圖」，前者編制於二年

級，而後者則分為兩學期安排在三∼四年級。

「建築構造」主要著墨於讓學生瞭解不同建

築材料的特性與其構築的方式與步驟，建立學生

對於一棟建築物之構體元件的熟悉。課程中除了

輔以校園的工程建設，建立學生對於構築的基本

知識外，針對無法親臨現場參訪的施工構築方式

（如基礎開挖、帷幕牆和建物耐震補強、防水與

防火施作⋯等），則以影片和逐步施工照片的解

說方式，強化學生對於不同構法的建築方式。為

了讓同學所習得的構造知識能與「建築設計」整

合，課程作業會從學生的設計作品中，挑選局部

繪製並檢討構造設計的合理性。

「施工圖」是建築設計完成後一項重要的

「界面整合」手續，不僅計實質化初期的設計(如

尺寸和材料選擇)外，也協助不同領域之參與人員

的溝通(如機電與消防)。為了建立學生對於不同

材料與設備的認知，在長達一年的課程中，除了

安排學生參訪不同材料廠商的工廠，也邀請不同

領域的業師(建築師、結構技師、防水材料廠商、

屋頂綠化廠商與不銹鋼廠商等)，透過其專業的實

務經驗將實際工程所面臨的問題、解決方式和須

注意的事項分享給學生，逐步讓學生瞭解施工圖

繪製是為了解決建築物的哪些問題，如隔音、防

水、防火與不同材料的接合等。於施工圖的作業

戶外教學活動安排參訪各式的建材工廠

課程中邀請蘇懋彬建築師講解日月潭向山旅客中心的構築與

施工圖關係（資料提供：黃德生老師）

課程融入想像力活動的翻轉教學（資料提供：林衍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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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生則透過細部詳圖的閱讀和分析，建置3D

與實體模型，此操作方式有助於學生對於不同需

求的細部瞭解與熟悉。

上述的兩個課程編排主要為建立學生的建築

專業實務知識，尤其在耐風、抗震、防火與防水

等相關知識與相關法規的檢討(如建築技術規則

等)。

3.建築物理環境控制課程、環境模擬實驗、

綠建築

     「建築物理環境控制」課程中，必修科目

諸如「建築物理（環境）」、「建築設備」均是

基礎的核心課程。近年來由於綠色永續議題的興

起，因此「綠建築」、「環境模擬實驗」等選修

科目也延伸成為環控領域的系列課程之一。尤其

開頭所提到的「C2C特色」在於創造與自然共生的

環境，非僅是狹義的環控技術，更是廣義的生態

永續觀，因此環控課程除了基礎的學理知識介紹

之外，近年來課程也朝向多元且創新應用的層面

來發展。

以專業必修3學分的「建築物理」課程為例，

除了基本的建築音、光、熱、氣、水的學理講解

之外，授課老師們也開始嘗試不同授課方式以活

化課程內容，深化學生的環控知識應用面，例

如讓學生實地操作相關實驗儀器、進行專題報告

分享、觀察環境並提出建築物理環境改善對策⋯

等，有時也應用「翻轉教學」的概念，例如導入

「想像力融入課程」、「小組互動」、「微電影

拍攝」等多元的方式，讓學生得以實踐「做中

學」的概念，從「討論有感」到「調查活用」，

以期達到學用合一的目的。

 相關的環控課程還包括著重於軟體應用評

估的「環境模擬實驗」，課程旨在整合BPA輔助

設計流程的實務應用，讓學生學習如何透過驗證

檢視、參數化設計實驗與方案分析比較，提出最

佳化方案的環境設計方案。除作業安排之外，期

末考題設計由各小組自行準備情境題庫，供每一

組都可以練習、提問與實際操作，將「學習主動

權」交回到學生手上，強化學習動機與目的，從

而建立評估工具應用的認知與增加學生操作的熟

悉度，並有效地累積學習的成就感。

同樣地在「綠建築」課程中，也嘗試導入

「課堂實作」的創新教學方式，除了教授基本的

技術原理，並要求學生實際以模型者整合設計，

觀察檢視與日照、節能相關的建築開口、建築遮

產學、學程與學校三者間的互動關係形成BIM教育
的核心架構

電腦能力與對應的BIM專業能力規劃。(資料來源：沈揚
庭老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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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建築採光等設計，最後再利用科學計算法驗

證其設計成效。透過知識傳授、設計實作、計算

評估、結果檢討等過程，提升學生反省永續環境

設計的能力。

二、 建築工程技術教育的翻轉未來式
1. 設計與工程的整合：數位實構

建築系五年的教育中，大四設計課程可謂為

建築人育成的關鍵轉捩點，為了開啟更多元的操

作手法，並因應未來校際政策CDIO操作(Conceive-

Design-Implement-Operation)的大方向格局，本系於

104學年度下學期的大四設計課正式成立「數位實

構組」，直接從「參數互動設計」與「材料數位

構築」兩大方向切入，來具體實現建築從設計到

製造(Design to Build)的設計生產流程。課程的操作

流程會透過CDIO模式從構思、設計、實踐、運轉

四大階段來進行教學規劃，著重專業知識的應用

與跨領域的合作，最終具體實踐在創新原型的產

出。

數位實構組的教學方式將翻轉過去由上而下

的規劃式設計手法，轉而從數位科技的應用性、

實體材料的構築性、以及數位機具的製造性等基

層的技術與工法出發，強調創新性的設計思維結

合動手做的創客精神，由下而上(bottom up)逐步建

構出可實踐的建築原型。同時，具有豐厚實務經

驗的日籍建築師五十嵐信夫先生也將加入本系設

計課教學行列，指導學生將紙上設計轉為實體構

築操作。

2. BIM EDU整合工程教育

有鑑於BIM為未來建築的趨勢，目前學校教

育整體發展與BIM產業之間的已形成宏觀的橫向

連結關係，可稱之為「BIM.EDU」。BIM.EDU

主要是規劃產學(Enterprise)、學程(Degree)與學校

(University)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對應的BIM

專業技能訓練，進而形成BIM教育的宏觀策略與組

織架構，以下則針對三個面向進行說明。未來在

建築專業學院與建設學院的跨院協同合作下，將

以資源互補與共享的概念育成BIM的跨領域專業人

才。

（1）學校(University)：育成型課程

學校課程核心目標是培養BIM的基礎能力和整

合能力的人才，因此課程類型是以系為單位的育

成型，依系所屬的專業進行基礎教育的養成。以

建築系來說，三維建模的能力和建築生命週期資

訊傳遞與評估的能力為主要的育成主軸，例如透

過Revit繪製建築專案設計成果，可以看出對於設

計圖面表達能力和創意思考的重視。

（2）學程(Degree)：專業型課程

學程課程導入BIM的目標在養成具備BIM專

業能力的特殊專化人才，因此課程類型是以學程

為單位的專業型。逢甲大學透過跨院系的課程聯

盟組成「營建資訊模式學程」，提供學生在特殊

專業上的跨域互補與專化精進。除此之外，學程

為了能夠深化與業界接軌並掌握產握產業最新脈

動，亦透過教學卓越計畫成立BIM教師成長社群，

透過教師社群的力量持續的舉辦相關的教師成長

營、學生認證營、師生工作營、學術研討會與競

賽。

（3）產學(Enterprise)：開創型課程

產學課程主要的目標在透過與產業界的合作

培養出能夠引領業界方向的前瞻創新人才，因此

課程類型是以教師研究為主導的開創型。開創型

課程主要的操作模式是以「逢甲BIM研究中心」的

教師研究室為單位，透過中心的師資承接BIM相關

的產學研究案，以專案結合研究培養兼具研發與

應用能力的開創型人才。

3. CDIO 的翻轉教學與D-School跨領域整合

模式

過去大學工程教育的困境在於偏重以知識

為中心的教學，缺乏跨領域的連結，學生學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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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零碎片段，理論課程取代了實務取向的課

程，無法滿足產業升級的需求。 所謂的CDIO

代表構思(Conceive)、設計(Design)、實現

(Implement)和運作(Operate)4個階段，目的在

培養學生除了具備基本的工程知識，同時增進

個人能力、人際團隊能力與工程系統能力。未

來逢甲大學將有跨院系的D-School整合式課程

設計，使系上課程乃至跨院系之間的課程均能

相互連結並相互支持。亦即，未來除了建築系

老師有機會與他系老師組成跨領域教學團隊，

提升自身的教學研究能量之外，建築系的學生

也將可以參與跨領域的工程課程，由企業（不

一定為建築產業）依自身需求提出題目供學生

實際操作，這不僅能培養學生跨領域能力及軟

能力，也將專業領域所學應用於實務之機會。

這也預告了逢甲大學未來的跨領域工程教育，

將會精彩可期。

學生應用BIM軟體繪製的課程作業。(資料來源：逢甲建築系陳柏羽同學、顏綺同學)

BIM學程運用社群舉辦教學活動，策略性引入產業資源。(資料來源：沈揚庭老師繪製)

CDIO跨領域課程模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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