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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起，IEET 認證規範要求學士學位的課程
須包括整合能力的專題實作 (Capston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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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tone Course可以是… 但不是…



Capstone課程目的：對學生而言

整合所學的核心能力

反思缺乏的核心能力

強化未來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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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tone課程目的：對學程及教師而言

學程

• 修正整體課程規劃與教學的依據

• 佐證畢業生核心能力達成度

教師

• 瞭解學生學習狀況及成效

• 反思課程規劃(如教學方法、評量方法、

課程內容與核心能力的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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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T 2014認證規範

• 3.1 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

• 3.2 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

• 3.3 執行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現代工具的能力。

• 3.4 設計工程系統、元件或製程的能力。

• 3.5 專案管理（含經費規劃）、有效溝通、領域整合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 3.6 發掘、分析、應用研究成果及因應複雜且整合性工程問題的能力。

• 3.7 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培養持
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 3.8 理解及應用專業倫理，認知社會責任及尊重多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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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space engineering involves a 
tremendous number of sub disciplines

MITx - 16.00x Introduction to Aerospace Engineering: Astronautics and Human Space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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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ing's attributes of a good engineer (1/2)

MITx - 16.00x Introduction to Aerospace Engineering: Astronautics and Human Space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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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ing's attributes of a good engineer (2/2)

MITx - 16.00x Introduction to Aerospace Engineering: Astronautics and Human Space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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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 What is the full set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that engineering 
students should possess as they 
leave the university, and at what level 
of proficiency? 

• How can we do better at ensuring that 
students learn these skills?

Crawley, E., Malmqvist, J., Ostlund, S., & Brodeur, D. (2014). Rethink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CDIO 

Approach (2nd ed). Springer Singapore: 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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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x - 16.00x Introduction to Aerospace Engineering: Astronautics and Human Space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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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x – 16.00x ; 1.4.3 What is Aerospace Engineering? 
(02:12~03:28)

MIT developed a concept refered to as 
CDIO  構思-設計-實施-操作

What is aerospace engineering/MIT1600XT115-V002700_DTH.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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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國際組織





WHAT is CDIO

 教育理念：以產品、過程和系統的構思、設計、實施、運作，整個生命週期為背景
 以CDIO教學大綱和標準為基礎，讓學生以主動的、實際問題為導向的、課程之間具

有關聯性的方式，獲得工程相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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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調整原有課程規劃，使得這些課程之間相互連結並相互支持，

而不是個別且獨立的

 我們必須將學生視為一個初階工程師，在專業學科知識和技能之

間建立協同的關係，而成為專業工程師

 每門課程都規範明確的學習效果，確保學生獲得未來成為工程師

的良好基礎

 能力應該透過多門課程、不同的老師來教授及評量

 評量方式為多元評量，且於學習前、中、後進行，包括：

紙本測驗及口語

學生表現之觀察和評分：採用Rubric

學生的學習記錄和學習檔案

CDIO的課程規劃：整合式課程設計







Freshman Project

新鮮人成長營(開學前一週)

定錨課程專題(開學後)

跨學期畢業專題

航太專題與實作(一)、(二)、(三)

CDIO課程實施經驗分享：以航太系為例



Freshman Project

Fly ~ 夢想起飛



Freshman Project計畫目標
– “認識飛行與體驗飛具設計所需之基本概念”包含飛
行原理、空氣動力學、飛具結構與飛行控制等專業學
科之基本概論。

– 透過飛行模擬器訓練、無人飛機設計與製作等課程進
行體驗搭配搭配「定錨專題」之無人飛機製作與飛行
測試競賽之舉行，讓學生體驗飛行、發揮創造力、培
養團隊合作與訓練實作能力，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並且透過期末飛行測試競賽來評量學生是否達成本計
畫之目標。



課程說明

第
一
階
段

利用開學前新生訓練前後，召集大一新鮮人(含僑外
籍生約120人)參與本系之Freshman Project，以一日
之課程，透過教師講授、同學討論及發表等方式，讓
同學對航太工程有基礎認識，同時了解本系相關課程
的學習目標。另外，對於無人飛機之發展現況與開發
及其設計規劃與目標亦作簡要說明。

本計畫之進行方式為採用兩階段之課程來施行，包含
第一階段一日之密集課程與第二階段之學期間實作課程。



新鮮人成長營專題

新鮮人成長營專題FP規劃.pdf

新鮮人成長營專題FP規劃.pdf


新鮮人成長營：(1) Solidworks/3D建模介紹



DJI Tello 空拍機

https://youtu.be/3S1Sq64dJuc


新鮮人成長營：(2) TELLO四軸無人機相關活動



課程說明(續)

第
二
階
段

於學期間進行，將結合「航太工程概論」課程，主要
內容是讓學生了解飛行載具設計的實施方式，並且透
過理論與實務之結合，讓學生分組進行無人飛機設計
與製作，最後以製作成果展示的方式進行競賽。此外，
亦讓學生學習飛行控制基本原理、模擬軟體之操作及
如何實際操控無人飛機。同學將利用課餘時間與老師、
助教(學長)檢核進度，並在最後讓各組進行飛行測試競
賽，對於表現優異的組別給予平時成績加分之獎勵。



課程規劃執行步驟
種子人員
教育培訓

新生課程
目標講解

無人飛機
設計與規劃

飛機製造

飛機成果展示
及飛行測試競賽

航太基礎
知識概論



定錨課程設計

定錨課程設計.pdf

航概MOOCs教學規劃書.pdf

應用磨課師教材教學經驗分享.pdf

定錨課程設計.pdf
航概MOOCs教學規劃書(課程預習 - 建議進教室上課前看完之預習影片).pdf
應用磨課師教材教學經驗分享_陳啓川.pdf


「定錨專題」之無人飛機製作與飛行測試競賽



飛行測試成績建議標準

 學長代飛 (扣5分)

 成功起飛降落(90 ±5分)

 有起飛未成功降落(80 ±5分)

 有起飛未持續飛行(70 ±5分)

 未成功起飛(65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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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錨專題」之飛行測試競賽(影片)

2019.2.10 定錨專題成果影片.mp4


Freshman Project

新鮮人成長營(開學前一周)

定錨課程專題(開學後)

跨學期畢業專題

航太專題與實作(一)、(二)、(三)

CDIO實施經驗分享：以航太系為例



跨學期畢業專題

課程/活動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授課教師 學期/開課年級

跨學期
畢業專題

航太專題與實作
(一)

必 1 全體教師 上學期/大三

航太專題與實作
(二)

必 1 全體教師 下學期/大三

航太專題與實作
(三)

必 1 全體教師 上學期/大四

航太專題與實作.pdf

航太專題與實作_課程說明.pdf


跨學期畢業專題(續)
 本系之Capstone課程如：航太專題與實作(一)、航太專題

與實作(二)及106學年度正在進行之航太專題與實作(三)…

等課程，此係為IEET於多年前建議所開設之課程，其內涵

基本上與本校正進行的CDIO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為學生須在三個學期內由構思一直到模擬與製作完畢一

架UAV並操作進行試飛，期間所面臨的問題將可藉由所學

之航太領域專業知識統整併用，藉此可有效評估學生的學

習成效。

 課程主導教師(三位教師)再配合每一位教師指導一組的模

式下，配合定期開會及Google Site協作平台的協助，藉

此可提供即時回饋與學習輔導。



 學生們除了可以學習團隊合作，課程更賦予他們與同實驗

室之大四專題生以「師徒制」進行傳承。

 當該屆學生於(大四)進行航太專題與實作(三)時，除了須

以「師徒制」協助下一屆(大三)學生進行航太專題與實作

(一)之學習外，各組(大四&大三)亦將輔導大一新生進行

Freshman Project之成果製作。

 藉由部分成績採計多元評量之方式，使高低年級學生之期

末成績亦會有些微之交互影響。如此一來，大四學長姐將

以「教導者」的角色進行溝通與教學，應該可以深化其學

習策略與動機。

跨學期畢業專題(續)



舉辦「航太系無人飛機設計專題實作成果發表會」



無人飛機設計專題實作成果簡報/海報展



無人飛機設計專題實作成果簡報/海報展(續)



無人飛機設計專題實作成果簡報/海報展(續)



無人飛機設計專題實作成果簡報/海報展(續)



無人飛機設計專題實作成果簡報/海報展(續)



於台中「亞拓飛行場」進行期末UAV試飛



於台中「亞拓飛行場」進行期末UAV試飛(續)



跨學期畢業專題(影片)

107-1 Capstone Project.mp4


UAV Design Teams(影片)

2017飛具設計團隊-環球飛翼.mp4
http://www.aero.fcu.edu.tw/wSite/ct?xItem=250555&ctNode=45199&mp=395101&idPath=3974_45199
http://www.aero.fcu.edu.tw/wSite/ct?xItem=250555&ctNode=45199&mp=395101&idPath=3974_45199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網頁

http://www.aero.fcu.edu.tw/


後 記
 學校提供實作經費、場地…等資源。

 協助之學生TA可記功或折抵服務學習時數。

 提升參與專題實作學生之學習意願。

 高低年級學生之師徒制傳承確實可分擔教師之負荷。

 挑選並鎖定年度學生可參與之校內外競賽或活動。此外，
其內涵是否可以微調並適用於高中生營隊或中小學生之
「特色活動/課程」，以達向下紮根之效。

 教師參與帶領專題或其他提升「教與學」之活動(如：成
長社群、服務學習…等)的附加價值?

→ 與您相關之「關鍵字」搜尋…會看到甚麼?

高中生營隊
TELLO服務學習


招生專業化個人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