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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 
【程式設計融入課程補助計畫】授課成效報告 

基本資料 
開課學院 進修部 開課系/組 英國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學年度/學期 107 學年度 / 第 2 學期 學制別 大學 □日間部 5進修部 

課程名稱 英語語言學概論 上課時間 星期 四_18:40 ~ 21:20 

開課代碼 C202202984 修課人數  41 

授課教師 樂麗琪 聯絡電話 
(手機) 0936156545 
(研究室分機) 3722 

電郵信箱 yueh@mail.fju.edu.tw 

 

整體教學設計 

跨

域

特

色 

本計畫將英文系必修科目「英語語言學概論」課程設計中融入「運算思維認識」與

「PYTHON 程式設計」，探索語言學學科專業的資訊跨域整合實踐應用適宜性，期盼學

生經由認識程式語言，透過運算程式分析、處理和理解自然語言語料，進而發覺語言結

構的規律性。本計畫從 Python 初學者的角度出發，內容聚焦於 Python 程式應用: 從基礎

認識、NLP 探索、NLTK 語料庫分析 (語意分析、語篇分析)，關鍵字計算、字詞分析統

計圖表、文字雲、JIEBA 等運用，輔導學生發展產出語言學專題研究量化報告。因此，

學生在學習活動過程中，得以發現培養運算思維能力與熟用語料庫資源的用處，明瞭以

資訊能力處理自然語言的快速有效性，而能產生自主學習動機，自我強化邏輯思維、資

訊素養及語言分析能力，掌握語言學習策略，進而擴展其學科專業研究能力。 
程

式

語

言 

5 Python  □ APP Inventor 2  □ R  □ Javascript  5其他  NLTK 語料庫               

教

學

目

標 

․ 知識面目標 (期望學習者透過課程能習得哪些知識)： 
1. 瞭解人文學科與程式語言運用的關聯性與發展趨勢。 
2. 認識 NLP 與 Python 程式應用的相關趨勢。 
3. 理解 Python 程式語言、簡易 python 程式撰寫與改寫應用。 
 
․ 學科專業技能目標 (期望學習者透過課程能展現哪些學科專業技能)： 
1. 認識 NLTK 語料庫及運用 
2. 運用 Python 程式進行語意學之語料分析。 
3. 運用 Python 程式進行社會語言學之語料分析。 
 
․ 程式設計技能目標 (期望學習者透過課程能展現那些程式設計技能)： 
1. 學習和使用 NLTK 語料庫處理自然語言。 
2. 利用 Python 第三方函式庫製作語料分析視覺化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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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度面目標 (期望學習者修習完課程後能有哪些態度轉變)： 
1. 明瞭運算思維邏輯能力在進行自然語言分析處理的重要性 
2. 嘗試跨領域學習、強化資訊素養。 
3. 培養團隊合作、自主發想研究計劃能力。 

作

業

設

計 

個人報告：5書面 □簡報  6  次 

小組報告：5書面 5簡報  8  次 

程式設計(個人)： 6   次   

程式設計(小組)： 2   次 

□其他  Workshop 專案討論 :  2 次 
        Google Survey 學前、學習回饋問卷   3 次   
 

� 教師版 1: 【程式設計融入課程: 英語語言學概論】學前問卷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Lju3HvXXNXHlQiMwAzCnlfARG99gyCdUnE76OADCpdQJFWQ/viewform 

 

 

� 教師版 2: 【程式設計融入課程: 英語語言學概論】學習回饋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Zjb9NUPF1LonCNXM9sQE7df2aQouxDVhAQd9DSMpPofgol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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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學校版: 108年度教學創新試辦計畫課程融入程式設計之學習自評問卷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omvE77sr-nrGwfS2KSUIqsi6IL9PO0N5ND8TfNgKOkuG7SA/viewform 

 

評

量

設

計 

․ 形成性評量之規劃 (隨堂練習或小考等)： 
9 隨堂練習：Kahoot 互動網分組答題、 

          編程遊戲學習網站 The Hour of Code (https://code.org/learn): 藉由遊 
                           戲闖關+影片導引系列練習，學習程式設計概念、 
          PY app 單元練習 
 

9 線上測驗：Python 程式理解和應用 Google Colab Practice 
 
․ 總結性評量之規劃 (期中考、期末考或專題成果等)： 

期末專題報告：各組合作學習運用 python 程式進行語言學專題研究 
 

學

習

輔

助 
資

源 

線上資源：□Codecademy  □Coursera □Code school 
          5其他 Linguistic Corpora、PY app、 

The Hour of Code (https://code.org/learn) 
 

實體資源：5專題演講  5其他  課程簡報資料及課程實錄影音檔 

參

考

與

延

伸

學

習

資

料 

․ 你的未來履歷表 用 AI 挑戰 300 萬年薪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3043 

․ What is Chatbot?  

https://blog.yoctol.com/five-things-about-chatbot-d17ee6295029 

․ 不是工程師，也可以作文本分析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7/03/03/rmakeyoueasy/ 

․ What is Co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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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N8seMm7UI&feature=youtu.be 

․ Using Google Colab to write Python 

    https://colab.research.google.com/notebooks/welcome.ipynb 

․ What is NL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S3qHHUKqYk 

․ 用 Python 做自然語言處理的八個工具 

https://kknews.cc/zh-tw/tech/anygk6.html 

․ NLTK 簡單文本分析 

https://blog.csdn.net/zzulp/article/details/77150129 

․ NLTK: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with Python 

http://www.nltk.org/book_1ed/ 

․ NLTK 中研院 Sinica Treebank 

http://www.hankcs.com/program/python/nltk-chinese-corpus-sinica_treebank.html 

․ 如何用 Python 做情感分析？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77709-1062960.html 

․ Sentiment Analysis with Python NLTK Text Classification 

http://text-processing.com/demo/sentiment/ 

․ 斯坦福大學自然語言處理第七課“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 

https://reurl.cc/3VRX 

․ Create Word Cloud using Python  

https://www.tutorialspoint.com/create-word-cloud-using-python 

․ 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中⽂斷詞系統 jibea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 

․ Why tech needs the humanities_Eric Berridge_T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2XPF6rQ6fs 

 
z 教學設計  
¾ 實施方式：LPWDP (Lectures Æ Practices Æ Workshop Æ Discussion Æ Projects) 

本計畫以「電腦運算思維 與 PYTHON 程式設計」融入「任務導向教學法」(Task-based 
Approach) 方式，將此數位學習實踐於「英語語言學概論」課程中之「語意學」與「社會

語言學」兩單元中，學習活動以專家演講、程式語言教學、工作坊方式進行，引導學生藉

由 
1. 觀摩 python 程式應用實例  
2. 學習 NLP 和使用 NLTK 語料庫處理自然語言 (語意分析、語篇分析)，  
3. 解讀、應用、改寫 python 程式關鍵字功能  
4. 利用 Python 第三方函式庫有效進行語言學學科之語料分析。 
5. 引導發展產出語言學專題研究量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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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課程單元名稱 學習目標 教學設計重點 

1 4/25 Linguistics with 
Python 1 

1. Python 程式初探、基本語法 
2. Python 編寫環境認識: Colab、

Jupyter 

專家演講 (李孟霈 教育講師) 
Python 歷史、基本概念介

紹、Hour of Code 實例練習 

2 5/2 Linguistics with 
Python 2 

1. Python 語法教學 
2. 認識 NLP & NTLK 自然語言工

具包 
 

專家演講 (李孟霈 教育講師) 
․ Python 基本程式語言練

習 
․ PY app 自學資源介紹 
․ 觀摩 python 程式應用實

例  
3 5/9 NTLK & 

Linguistics Corpus 
1 

1. 認識 NLTK 語料庫資源 
2. 認識 Python 語法關鍵字 
3. Python 程式範例 

專家演講 (李孟霈 教育講師) 
․ 學習運用 Python 語法分

析 NLTK 語料庫文本 
․ Gutenberg Corpus 
․ Brown Corpus  
․ Web and Chat Text 
․ 語料分析 

4 5/16 NTLK & 
Linguistics Corpus 
2 

1. NLTK 進階語法 (一) 
2. 語料庫文本分析、字詞出現頻

率圖表製作 
3. 網路資源擷取、語料分析 

專家演講 (李孟霈 教育講師) 
․ NLTK 語言應用範例演

示 
․ Reuters Corpus 
․ Inaugural Address Corpus 
․ 練習改寫程式關鍵字 

5 5/23 Python 應用 1 1. NLTK 進階語法 (二) 
2. 文字雲介紹、觀摩 
3. NLP 文本語意情感分析

Sentiment Analysis 

實務演練工作坊  
(李孟霈 程式教育講師) 
․ 觀摩 python 程式應用實

例: TED 講稿文本分析 
․ 專題討論 Discussion 1 

6 5/30 Python 應用 2 1. 中文斷詞 jieba 套件語法 
2. 總複習 
3. 專題研究討論 
 

實務演練工作坊  
(李孟霈 程式教育講師) 
․ 語料庫關鍵字計算、比

對、字詞分析製表 
․ 專題討論 Discussion 2 

7 6/20 期末專題發表 電腦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融入語意

學、社會語言學語料分析 
教師主持 
合作學習分組報告 
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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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Tronclass 教材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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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學生學習評量成果： 

1. 作業一 (個人): 完成 Code Studio (Hour of Code https://code.org/)的迷宮課程，利用圖

像的方式學習簡單的程式邏輯，完成後繳交獲得證書截圖上傳至 Tron Class。 

 

 圖 1.1 Hour of Code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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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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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完成證書 

 

 

2. 作業二 (個人): 完成 PY APP 的課程，複習課堂所學的 PYTHON 語法(變數、變數型

別、運算、If-else)，完成後繳交頁面截圖。 
 

圖 2.1 PY-learn to code APP  圖 2.2 課程內容 

               

圖 2.3 課程完成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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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三 (個人) : 完成 PY APP 的課程，複習課堂所學的 PYTHON 語法 (for、list、
function)，完成後繳交頁面截圖。 

 

    圖 3.1 課程完成頁面 

 

 

4. 作業四 (個人 Æ 團體): Colab Practice with NLTK Texts 
(1) 分組作業，上傳上課練習 NLTK 語法的 colab 網址。 
(2) 內容: 利用 NLTK 語法 ConditionalFreqDist()、plot() 分析歷任美國總統就職演說特

定字詞出現的頻率，並繪製成圖表。 
(3)  PYTHON 練習網址 Google Colab : 

https://colab.research.google.com/notebooks/welcome.ipynb 
 

圖 4.1練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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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業五 (個人): 使用自己的文本製作 Wordcloud，並上傳截圖 
 

圖 5.1 Wordcloud 程式碼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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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六 (個人): 練習 jieba，對自選文本進行斷詞分析，並製作成文字雲，上傳練習網

址和文字雲截圖。 
 

圖 6.1 jieba語法練習 

 

圖 6.2 文字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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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期末專題報告 

 

組

別 

期末小組專題報告

主題 

程式設計部分截圖 

1 The Inauguration 
Speech 
of Three American 
P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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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le and Female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Sentence 
modifiers: 
TED Talk about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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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Progress of 
Taiwan in the World: 
Same-Sex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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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ings Behind 
Flannery O'Con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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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文山筆下的中國

風 
The Chinese Style of  
Vincent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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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ide & Prejudice:  
The Analysis of 
Emotion & 
Characters 
 

 

 

 

7 Connotation & 
Standpoint in News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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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教學心得: 林艷芸 資訊工程學系 3年級> 

z 此次擔任英文語言學 Python課程的助教收穫良多，除了新接觸了 Python中的 NLTK和

jieba套件的語法外，也第一次認識英文語言學與如何利用程式語言去達成英文語言的

分析。 

z 課堂上，講師依簡單的範例和基本的程式語法，讓同學一步一步實作，完成自己文本的

分析，不論是在專業知識方面還是授課方面都有很多可以向講師學習地方。 

z 期末報告時，讓我感到有一些驚訝，很多小組都成功利用了程式語言去完成了文本的分

析，還有幾位同學上台報告時，報告方式和台風，非常厲害和穩定，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z 現在，許多人除了自己科系的專業科目外，也橫跨了許多專業，增加自己的能力，此次

擔任助教，讓我瞭解自己除了所學的資工專業之外，還有很多需要加強與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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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剪影  
 
¾ Lecutres 課程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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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Practices 程式語言練習 &  Discussion 專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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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Workshop 語料分析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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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教學團隊 
 

   
 

 
授課心得感想 
請授課教師根據此次程式設計融入課程學習活動之規劃與實施，作成效自評與歷程觀察摘

要，並回饋反思與心得，以期作為個人與同儕未來改善與精進教學之參考依據… 

¾ 緣起： 

    對於多數的語文科系學生而言，運用程式語言運算進行語言分析是屬於相當陌生的跨

領域學習；但學生若能經由培養運算思維邏輯能力與善用語料庫資源，必然能快速有效的

分析語料，掌握語言學習策略。本計畫嘗試於「英語語言學概論」課程設計中，介紹學生認

識「語料庫資源」與「PYTHON 程式設計」，並企圖導引學生探索語言學學科專業的資訊

跨域整合實踐應用，使學生透過運算程式分析、理解和處理自然語言，能有效掌握學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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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重點，進行語言學專題研究。 
 

¾ 歷程觀察與回饋反思 

    參與本計畫學生為英文系進修學士班二年級必修科目「英語語言學概論」學生計 41
名，問卷回應男女比例為 73.7% : 26.3%，成員包含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及延修生。

雖然在課前問卷中顯示，本班學生有 
9 74.1%未曾修讀過資訊/多媒體相關課程， 
9 51.9%的學生表示不知道什麼是 PYTHON 程式語言、對程式語言的運用沒概念， 
9 29.5%的學生表示知道 PYTHON 程式但不會用。 

 
課程初調查僅有 29.6%學生在目前/未來的工作中會使用到程式應用 (一定會 3.7% + 應
該會用到 3.7% + 可能會用到 22.2%)，多數學生認為在目前/未來的工作中會使用到程式

應用的卻高達 85.2% (一定會 3.7% + 應該會 22.2% + 可能會用到 59.3% )，數據顯示

現實與期望值有相當大的距離。然而在期末學習回饋雖只有 68.4%表示會在工作或生活中

運用 Python 程式語言(應該會 15.8% + 可能會用到 52.6% )，但「一定會」及「不會考

慮用」皆無人選此項；此點或許也顯示出: 學生一方面認清自我資訊實力不足應付職場需

求，一方面對於掌握資訊科技能力之未來必要性仍持肯定態度，因而選擇中間三選項。 

 
 
    經過 6 周 PYTHON 程式設計學習課程，雖然人文學科學生對於 PYTHON 程式語言

及運用仍有ㄧ定程度的理解應用障礙，部分學生表達程式設計語法撰寫的困難性，但多數

學生皆呈現出願意嘗試資訊新知技能的積極正向態度，此點著實讓教學者欣慰。在學習回

饋問卷數據中，也發現學生對於學習 PYTHON 套件安裝執行與各程式功能語法的肯定回

應 (Q2、Q3、Q4 會安裝與執行運用 Colab 78.9%、文字雲 (Word Cloud) 84.2%，中文

斷詞系統 Jibea 68.4%，顯示同學樂於接受運用新科技工具；在學習回饋問卷中顯示對於

程式語法、功能運用，不論是會運用或嘗試運用的數值皆顯示較高，特別在運用文字雲、

情感語意分析、JIEBA 中文斷詞三項中呈現較高的「非常會運用」選項，亦顯示出學生對

於以資料視覺化方法呈現語料文本分析，具有更高的接受度與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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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六次的 PYTHON 培訓，研習時間是絕對不夠的。今年為第二次執行【程式設計

融入課程計畫】，教師調整課程內容自遊戲 Code Studio (Hour of Code)、手機 PY app、
Google Colab 開始入門學習，刻意捨棄去年以 Codecademy、Coursera 程式語言認識練

習為起始，並且以密集學習方式，緊扣 NLTK 語料分析實例，並加強語料視覺化分析工具

運用，成功提高學生學習成就感興趣，而能積極參與每周語料練習運用 (學習回饋單 Q2-
Q5 之各項肯定回應數據皆較去年高)。     
    計畫執行期間，各分組學生不論在上課時或是下課期間都會踴躍發問，學生們也能利

用機會練習所學，討論交流語言學期末專題研究主題，表現出主動學習精神與認真熱切態

度，學習成就遠比程式教育講師及助教們預期的更好。這不但使得計畫教學進度順利執

行，我們也有機會提供更多題材 (延伸學習)，強化學生思考期末專題結合運用程式語言分

析語料庫的廣度與深度。 
    不可諱言的，如同去年的計畫執行，雖然期間也有少數排斥學習 python 程式的學

生，但多數學生屢屢表達受惠於此次資訊融入學科專業計劃，讓他們開拓了學習視野，看

到了專業學科與資訊跨域結合的可能性，進而詢問本科與資訊科學統整的學習方式與運

用，甚至也引發部分學生主動探究語言學科未來發展性；這些正向回饋都是計畫規劃初期

未曾設想到的附加效益。 
    相信經過此次 python 入門課程，引導學生從被動認識、理解、到積極運用程式語言

的「我能」、「我會」過程，成功降低人文學科學習者對程式設計的恐懼，啟發學生對於

「運用程式語言於語言學專業學科」的興趣與目標，未來如有機會深入其他程式語言也會

更加具有成效。於此，學生瞭解到運算思維的起步原理，實際增強了數位競爭力，也發現

了自我學習的無限潛能!  
 
<學生對 Linguistics & Python 單元的學習想法與意見> 
9 I found that learning Python with NLTK is really useful in analyzing the words and 

discover different patterns of words usage. Besides, the combination of linguistic 
and Python make the learning process to be more interesting. It helps m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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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e things in an efficient way.  
9 MAYBE WE CAN USE THIS IN OUR FUTURE JOB. 
9 時間太短沒有太大效益僅能做入門學習 
9 一開始覺得有些困難，經過幾次上課後覺得蠻有興趣的 
9 Useful +3 
9 很好玩,發現語言學的概念跟程式設計的邏輯很相近 
9 沒想到身在文組還會碰到程式語言，是很有意義的一堂課。 
9 相當有趣、有望成為未來趨勢 
9 很高興我會做文字雲 
9 這學期上課速度很適合我 
9 I believe that the programming language will be the future trend. 
9 A little bit complicated to a student majoring in English 
9 很困難～ 
9 I think it's interesting and useful due to the age of now is full of digital things. 
9 語言學是知識，Python 是工具，如何利用工具與如何做出有意義的研究，兩者的學

習都很重要。 

¾ 未來改善與精進教學 
對於非資訊專業的教師而言，要能妥適將「運算思維認識」與「PYTHON 程式設

計」學習目標，融入專業學科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中，讓學生在原本的課程時間既要習

得本科應備學術知能，又要能吸收運用資訊技能，不論是對教師本人、還是對學生的學用

合一，都是深具實驗性。所幸有深耕計劃的經費支持，才得以邀請具經驗的資訊教育講師

進行專題講演及專業指導；如果無相對經費支援、無相關資訊業師配合，僅憑單ㄧ教學者

能力，恐是緣木求魚，無法達標！執行此次跨域創新課程，其實對資訊教育講師、對教

師、對學助理、對學生四方也在跨域中了解不同學科思維與認知需求，為達到學用合一而

彼此受惠。因此希望能有持續經費補助與足夠資訊教學人才庫，才能嘉惠更多學子。 
另外，因為程式課程屬性，本計畫學習場域設定為資訊教室，讓學生能即學即運用練

習程式語言。本學期為期數週的培訓課程雖能幸運借得電腦資訊教室，但卻壓縮本課程原

本亦須使用電腦教室規劃。礙於進修部學生每門課使用相關教室超過 6 次須支付實習費用

壓力；使得教師一方面要符合計畫規定的 6 次，一方面又有教學設計的資訊教室需求，實

在為難資訊中心負責同仁與授課教師，也麻煩了教發中心同仁居中協調，深感抱歉! 懇切

期盼未來能鼓勵配合校方計畫之教師，策略考量執行計畫次數不納入借用紀錄，以解決現

有窒礙! 
感謝「程式設計融入課程計畫」，讓教師有機會重行檢視本系專業必修語言學學科的

教學內容，探索數位時代的資訊跨域整合應用性；也讓教師在執行計畫過程中，能以創新

角度改變原本教材設計與教學方式，實踐專業學科的數位行動力，具體改善教學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