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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陳韋陸*

摘要

「生理學」是護理系一年級之基礎核心課程，共有二十個章節，對

學生來說是相當繁重的科目，和將來很多專業科目都有所連結；然而生

理學中的許多機轉和觀念艱深枯燥，造成學生學習效果不佳，所以筆者

嘗試了許多創新的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將這些方法整合成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分為「風、林、火、山」四個面向，透過疾如風、

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四條法則，引起學生興趣，帶起學習風

氣，活化課堂氣氛，不再害怕生理學。筆者認為生理學可以很生活化，

自然而然奠定良好的醫學專業的基礎，對於未來護理專業技能的學習有

所幫助。

關鍵詞： 生理學、孫子兵法、翻轉教學

本作品於「2018年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獲獎為特優
* 陳韋陸，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E-mail: 107761@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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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現今社會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開啟了手指觸感的滑動之旅，新的

媒介使用方式丕變，手機與平版電腦，點燃了新型態的資訊行為，「滑

動螢幕與低頭點選」成為朋友相聚與街道景觀的流行文化。然而，此一

文化也大舉入侵大學的校園，大學課程大多以課堂講授為主，上課的互

動極少，即使老師提問，往往會回答的同學總是相同的面孔甚至沒有人

理會老師，大多數的同學會低頭滑手機，或是趴在桌上睡覺，這種以單

向聆聽的方式進行知識的學習，已漸漸無法吸引學生有效的進行學習。

因此，如何讓學生願意將心思放在課堂上，就是現在老師所面臨的一大

難題。

筆者有幸的加入了學校微縮教學（Instructional Skills Workshop, 

ISW）的教師社群，開啟了我的創新教學之路。ISW是一種注重同儕學

習、彼此啟發的研習活動，透過演練BOPPPS教學模組的10分鐘迷你教

學訓練，讓我們充分掌握教學過程的節奏，再結合HiTeach系統這項IRS

設備，利用remote control 讓學生放下手中的smart phone，成功地將同學

的專注力拉回課堂之中，接著透過各種競賽活動（如：TOP5基礎醫學

大挑戰），提升學生對此課程的興趣，激發學習動機；最後帶著學生走

出教室，利用ioi身體組成分析儀，結合生理學的知識，為民眾進行健康

評估，學以致用，進而強化學習成效，這些就是筆者所謂的生理學孫子

兵法。

壹、教學理念

一、教學理念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這是一句大家都能朗朗上口

的古文，也是老師們的職責所在，但在現今網路發達，外在刺激誘惑無

所不在的情境下，師者不再是高高在上，而學生也不再是唯唯諾諾，只

要老師講的東西無法吸引學生，整個教室就會「屍橫遍野」，所以筆者

認為韓愈所說的已經不夠了，還要再加上另一項技能，就是「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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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讓學生把心思留在課堂上，如何招魂？用什麼招魂？我想這就老師

最想得到的孫子兵法。

老師總是希望學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期望學生所學到的超出老

師所教的；但大多數的教學成果卻是適得其反，聽進去的遠不比上老

師所教的，「老師有教」和「學生學會」就像兩回事，和想像的永遠不

一樣；因此，要如何達成有效果、有效率、有效益的教學，就需要創

新的教學手段，BOPPPS模組（謝水南，2011：5）正是一個能夠協助

教學者改善並提升教學成效之有效工具。此模組的基本概念，是將教

學內容切割為數個小單元，每個小單元約莫15分鐘，因為人的專注力

大約能維持15分鐘，每個教學小單元內有其「起承轉合」，所有小單

元組成單堂課程，亦遵循「起承轉合」的脈絡，BOPPPS便是將課程依

起承轉合切分為六個（圖1），依序為暖身／導言（Bridge-in）、學習

目標／結果（Objective/Outcome）、前測（Pre-assessment）、參與式

學習（Participatory Learning）、後測（Post-assessment）、摘要／總結

（Summary）。

圖1 BOPPPS模組

有效的教學結構，須符合BOPPPS的要求，就如同好的文章寫作，

皆落實「鳳頭」、「豬肚」及「豹尾」之原則：課程的開頭要像鳳凰的

頭一樣漂亮，才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中段則要如豬肚般的飽滿，有著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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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的內容，讓學生覺得有血有肉，參與式的互動學習，把學生拉進教

學中，避免喪失專注力；結束則要像豹尾一樣有力，將課程的精華強而

有力的印在學生的心中。筆者使用BOPPPS教學模組，可以將教學時間

做計畫性的分割利用，同時也將一門課程與其前後課程作有效連結，讓

同學在學習的過中能前後呼應，更能抓到課程的重點（Davis,2009），

事半功倍。以此為原則，筆者更將此模組擴大延伸，並結合孫子兵法的

精神，將課程活動發展成四大面向「風、林、火、山」，達成效果、效

率、效益兼具的有效教學。

二、課程特色（孫子兵法：風林火山）

風林火山出自《孫子兵法 軍爭篇》中的「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

如火，不動如山」，原意是用來說明治軍者帶兵之法，在軍隊行進時，

快起來迅猛如疾風，慢起來像森林一樣徐徐擺動；軍隊進攻起來，像烈

火那樣猛不可當；防守起來，像山岳那樣巍然屹立。教學現場何嘗不是

如此，帶學生如帶兵，要快速的抓住學生的眼球（疾如風），又要使用

各種教具或應用創新教學（徐如林），來提升學生參與的動機，接著還

要保持熱情積極的動力，準備各種遊戲競賽（侵掠如火），最後再走出

教室，整合課堂專業知識，沉穩自信的學以致用（不動如山），自然而

然將學習成效提升到最大。

圖2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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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學之「風、林、火、山」四大面向：

1. 疾如風：BOPPPS教學模組搭配HiTeach系統

�➢透過前測、搶答及後測的策略，使學生能夠專注課堂上

�➢增加師生間的互動，即時快速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2. 徐如林：EZO生理復習網站外掛VR教學

�➢上傳課程影音檔，供學生隨時復習

�➢沉浸式虛擬實境VR教學，啟發主動學習

3. 侵掠如火：期中競賽及TOP5基礎醫學大挑戰

�➢寓教於樂，從遊戲中深化專業知識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與興趣

4. 不動如山：ioi健康檢查活動及多元師生溝通管道

�➢結合課堂與臨床，利用ioi身體組成分析儀舉辦健康檢查

�➢訓練學生熟知各項身體數值，學會評估受測者的健康

�➢利用社群軟體，提供學生隨時發問的管道

 

貳、教學實務設計與實施

一、課程大綱

教學科目：人體生理學及生理學含實驗   學制／年級：日四技／一年級

生理學在教導學生瞭解人體各個構造的功能，從細胞、組織、器官

到系統，探討人體如何運作，以完成維持生命所需的特殊功能。經由深

入淺出的引導，建立良好的生理學觀念，有助於臨床醫學課程的基礎奠

定。

本課程在「八大專業核心素養」的能力權重如表1所示：能夠幫助

學生瞭解人體相關的醫學知識，同時培養學生主動涉獵生物醫學相關知

識，透過實驗的操作，訓練學生規劃實驗流程，培養同儕間合作操作實

驗的能力，未來同學就會運用生理學知識於護理照護技能上，給予病人

更專業的照護（Remesh, 2013: 18)。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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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八大專業核心素養能力權重表

 1 2 3 4 5 6 7 8 

 醫護相關 臨床照護 批判性及 
    克盡職責 溝通合作 終生學習 倫理素養 關愛 總和
 科學 技能 思考能力

 35% 15% 15% 5% 5% 15% 5% 5% 100%

 
課程具備了三大類目標：認知、情意及技能，經由本課程希望使學

生在認知方面能瞭解人體相關的醫學知識；在情意方面希望能啟發學生

主動涉獵生物醫學相關知識的能力；最後在技能方面使學生能運用生理

學知識於護理照護技能上，同時訓練學生規劃實驗流程及培養同儕間合

作操作實驗的能力。

此外，為提高學生學習的動機與興趣，除了課本的知識，我還會結

合時事或是科學新知，讓同學感受到生活處處可見生理學，使他們不再

懼怕生理學中艱深的理論，更能樂在學習之中，我將各週次的創新教學

呈現在表2中，詳細的課程設計及教學方法，待後續段落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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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課程進度規劃以及創新教學設計之安排

                          上學期：人體生理學

 週次 單元名稱與內容 教學方式

 1 人體功能的研究  BOPPPS、HiTeach系統

 2 人體的化學組成 BOPPPS、HiTeach系統

 3 細胞構造與基因調控 BOPPPS、HiTeach系統

 4 細胞與細胞外環境的互動 BOPPPS、HiTeach系統

 5 神經系統：神經元與突觸（一） BOPPPS、HiTeach系統

 6 神經系統：神經元與突觸（二）  VR系統、HiTeach系統

 7 中樞神經系統（一） BOPPPS、HiTeach系統

 8 中樞神經系統（二）  VR系統、HiTeach系統

 9 期中考 紙筆測驗

 10 周邊神經系統（一） BOPPPS、HiTeach系統

 11 周邊神經系統（二）  BOPPPS、HiTeach系統

 12 感覺生理學（一） BOPPPS、HiTeach系統

 13 感覺生理學（二） VR系統、HiTeach系統

 14 內分泌系統（一） BOPPPS、HiTeach系統

 15 內分泌系統（二） BOPPPS、HiTeach系統

 16 肌肉系統（一） BOPPPS、HiTeach系統

 17 肌肉系統（二） VR系統、HiTeach系統

 18 期末考 紙筆測驗

（續下頁）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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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與實施

本課程依孫子兵法的核心精神，將課程分為「風、林、火、山」四

大面向，整合而成一系列教學活動，將依序進行說明（圖3）。

                              下學期：生理學含實驗

 週次 單元名稱與內容 教學方式

  血液、心臟與循環（一） HiTeach系統
 1
  實驗：細胞的環境液體 生理學實驗

 2 血液、心臟與循（二） VR系統、HiTeach系統

 3 心輸出量、血流血壓（一） HiTeach系統

 4 心輸出量、血流血壓（二） VR系統、HiTeach系統

 5 實驗：血型測定及血紅素測定 生理學實驗

 6 呼吸生理學（一） HiTeach系統

 7 呼吸生理學（二） VR系統、HiTeach系統

 8 實驗：肺活量的測定 生理學實驗

 9 期中考 紙筆測驗

 10 腎臟生理學（一） HiTeach系統

 11 腎臟生理學（二） VR系統、HiTeach系統

 12 實驗：尿糖的測定與尿蛋白的測定 生理學實驗

 13 消化系統（一） HiTeach系統

  消化系統（二）
   VR系統、HiTeach系統
 14 實驗：反射試驗、腦神經檢查及視
   生理學實驗
  力測定
 
 15 實驗：唾液澱粉酶測定 生理學實驗

 16 生殖系統（一） HiTeach系統

 17 生殖系統（二） VR系統、HiTeach系統

 18 期末考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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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疾如風：BOPPPS教學模組搭配HiTeach系統

所謂疾如風指的就是兵貴神速，教室如戰場，也就要在最短的時

間內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提起同學的興趣，但一個好的開場並不容易取

得；在本校教發中心我接觸到了兩項神兵利器（BOPPPS及HiTeach），

筆者巧妙的融合這兩個一內一外的教學神器，讓我能快速抓住同學的眼

球，將10分鐘BOPPPS的模組延伸到2小時的課程中，充分執行微縮教學

的精神，首先利用影片（例如：抽菸的孩子）和時事當作上課的開幕曲

（bridge-in），引起同學的好奇心，順勢利用前測將課程的關鍵問題拋

出，讓同學快速掌握本次的重點，再搭配HiTeach即時反饋系統，隨時

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最後再利用後測檢視整堂課的學習成效，讓同學

更能投入於課程之中（圖4）。

圖3 生理學課程的四大面向及實務設計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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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三方面的策略，使得學生能夠更專注課堂上，說明如下：

1. 前測：開始上課前先讓同學做三個題目，讓同學知道本次上課的

重點，間接可以激勵同學上課專心聽講來找到答案，更進一步誘發同學

能夠課前預習，如此便能答對題目。

2. 搶答及搶權：課程中隨時會穿插許多加分題，讓同學們搶答，答

對即可加分，藉此吸引同學的專注力，不會因為恍神而失去專注力，同

時也可讓同學們喘口氣，稍作休息；而我也能夠瞭解同學們對於課程吸

收成效，可作即時的修正，這正是我前面提到的「招魂」。

圖4 HiTeach系統及課程流程圖

圖5 課堂中的招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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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測：題目和前測一樣，目的就是要檢驗大家對本堂課的學習成

效，全對的同學同樣可以得到加分。下圖黑色的數字為正解，金色bar為

後測，可以顯著的看到較前測（藍bar）高上許多，表示同學上課的過程

中有吸收，才能正確的回答原本不會的題目。

圖6 前後呼應的後測

學期末時，我會統計全學期同學們的使用教具及上課踴躍發言的分

數，作為平時成績，會選出前三名的同學，贈送隨身碟作為獎勵。

圖7 課程使用搖控器（HiTeach）踴躍的情形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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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徐如林：EZO生理復習網站外掛VR教學

徐如林在兵法上指的就是軍隊慢起來像森林一樣徐徐擺動，隨時

掌握各種詭譎的變化，才能隨機應變，克敵致勝，生理學是系上的核

心專業科目，講述各種複雜的機制如何運作及所涉及的因果關係順序，

因此，生理學課程提供醫學與生理機能相關的專業科學基礎，但內容龐

雜，學理艱深，使學生難以跟上老師的速度，消化不良，有鑑於此，筆

者決定做出一些改變，利用學校的微縮教室，慢慢地將一整學年的課程

全數錄影，並上傳至EZO生理復習網站（https：//goo.gl/4Wpzjm），供

學生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復習，最近更導入VR虛擬實境的教學系統，

讓學生能透過沉浸式的學習，更直覺式的瞭解艱深抽象生理學學理。

1. EZO生理復習網站：EZO的意思其實就是「Easy 喔」,「喔」在

台語的諧音就是「學」的意思，整個網站的中心思想就要鼓勵大家輕鬆

容易的學習，所以除了上課的內容外，我還會不定時的補充相關的科學

新知及影片，網站的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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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生理學教學網站

圖9 腎臟好棒棒是引用自［好棒棒 OiSee］社群網站中製作的教學動

畫影片，該動畫用深入淺出可愛簡單的卡通說明了腎臟繁雜的生

理機轉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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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R虛擬實境的教學系統：本校在筆者的努力下與HTC DeepQ健

康醫療事業部合作，成立臺灣首間虛擬實境解剖生理實驗室，將VR帶

入校園，推行沉浸式的VR解剖生理學習體驗，翻轉醫學教育，更引起

許多電子媒體大篇輻的報導（https：//goo.gl/uJ17uY），透過VR系統，

讓醫學教育完全進化了。傳統解剖課程的教學方式即使搭配解剖模型，

學生們在課堂上的專注力依然不高。透過VR生理解剖教學系統，學生

可以在虛擬環境中走動及移動視角，藉此觀察人體各器官在三維模型中

的相對位置，提升學生們對解剖學的學習意願，從被動學習轉變為主動

學習。在課後，學生們也可以前往作為課前預習以及課後複習解剖課程

的自學場域。轉被動為主動學習，為臺灣的「翻轉醫學教育」做了最佳

的典範。

圖10 實際操作VR系統於教學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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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侵掠如火：期中競賽及TOP5基礎醫學大挑戰

侵掠如火是形容軍隊進攻起來，像烈火那樣猛不可當，同學們花很

多的心力在生理學這個科目，不論是課前的預習，或是課後透過影音網

站的復習，累積了大量的知識，好比軍隊儲滿了士氣，就待有人點燃那

把火，所以我設計了兩種活動，讓同學可以大展身手：

1. 期中競賽：由於生理學是一門需要統整理解的學科，前後章節

的關連性很高，所以我不希望同學是為了考試而讀書，會造成只有考前

才唸書，考完就還給老師了，所以我會利用HiTeach來舉行生理學淘汰

賽，來鼓勵同學能夠去復習考完的章節。我會預先準備好題庫，透過投

影片一題一題的播出，利用手中的搖控器作答，每題時間為30秒，只

有答對的人可以繼續進行遊戲，答錯就算淘汰。整個過程緊張刺激，答

對的人會振臂歡呼，答錯的人則是哀鴻遍野，能夠活到最後的人就是贏

家，我會贈送小禮物以資獎勵。

2. TOP5基礎醫學大挑戰：當大家都愛上課堂中的競賽時，我更進一

步擴大競賽的規模（圖11），讓全系的學生都參加，而不再只侷限於生

理學，而是將國考的五個科目生理、解剖、病理、藥理及微免，全都納

入競賽的範圍，競賽的進行方式類似「百萬大富翁」。除了比賽以外，

我們在賽前兩個月開始透過FB的粉絲專頁（圖12），進行有獎徵答，

成功地引起同學們的共鳴，讓大家開始關注這場競賽，同學為了贏取獎

品，紛紛積極的回答問題，成功地引起話題，也達到宣傳比賽的效果。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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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TOP5基礎醫學大挑戰宣傳海報

圖12 TOP5的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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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動如山：多元師生溝通管道及ioi健康檢查活動

1. 多元師生溝通管道：上一動是打鐵趁熱，主動出擊，讓學生學

到的知識能有「用武之地」，也能檢驗自己的學習成效；接下來，猛烈

進擊後當然要能有穩當的守成，所以不動如山的精神就是：防守起來，

像山岳那樣巍然屹立。知識的累積就像造山一樣，精實、準確是最重要

的，所以筆者利用Facebook（圖13），不定時的發布科學新知，或是糾

正一些網路謠言，同時，也提供學生能夠隨時發問的管道。學生的問題

也是五花八門：不論是課本知識、生病要看哪一科或是網路又看什麼奇

怪的東西。透過這些互動讓我更瞭解學生的問題所在，也拉近和學生的

距離，最重要的是建立師生之間的信賴感。

圖13 筆者和學生在FB massager的互動

2. ioi健檢活動：為了讓這座山更加穩固，不被國考擊倒，我決定讓

學生「不但要會，還要能說」，只有能說的出來才是真正的會，剛好學

校有一台非侵入式的ioi身體組成分析儀 （圖14），能夠快速的測量各

項身體數值（圖14），可以測BMI、肌肉重、體脂、腰圍、肥胖程度、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46

2018 年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專刊

內臟脂肪及骨質重等，甚至可以計算出身體年齡；因此，我成立了師生

成長社群，利用課餘時間，訓練學生熟悉儀器的操作，理解相關的學理

知識，以及如何將艱深的醫學知識，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表達出來，如此

在面對民眾時才能鉅細靡遺的講解，讓學生能將所學的生理學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並鼓勵學生與人群接觸，要能完整向民眾解說身體組成分析

表，必需將基礎醫學所習得知識融會貫通，才能提供正確的建議，同

時，也能讓學生學會溝通的技巧，有助於臨床上醫病溝通的提升。

圖14 ioi健檢社群

首先我們先在校園中試辦健檢活動（圖15），算是練兵的機會，

讓同學先熟悉面對人群的方法，接著就帶著大家進到民俗公園（圖16）

和大坑步道實際面對一般民眾，讓里民們能主動關心自己的健康，獲得

不錯的回響，反應出奇的好，大家對這群學生的專業度都刮目相看，所

以暑假就接到萬春宮（圖17）的邀請，在【七媽祭】出任務了，讓民

眾在參加祭典之餘還能關心自己的健康，而且這次對學生來有個更大的

難題，必需使用台語來說明，同學們也樂於接受這個挑戰，透過這樣的

活動，讓同學學以致用，將知識生活化，強化學習成效，達成效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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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效益兼具的有效教學。

圖15 校園健檢活動

圖16 民俗公園健檢活動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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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成果回饋

學生回饋

（一）風――HiTeach

透過HiTeach的使用，我發現平時不愛表達的學生也慢慢地想要表

達想法或是舉手發問，同儕間經過長期的薰陶下，同學們對於舉手發言

不再害怕，反而是害怕自己無法搶到發言權而錯失加分的機會；因此大

家對於教具使用非常滿意，在上課意願及專注力都有明顯提升的效果

（圖18）。

圖17 萬春宮健檢活動

圖18 IRS系統能提升上課意願及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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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曾私底下向我反應，雖然用HiTeach上課會有一點點壓力，

但卻非常地好玩，都捨不得翹課了，前測能讓同學知道本次課程的重點

為何，後測能瞭解自己學習成效，同時還能鼓勵同學作課前預習，深化

學習成效（圖19）。

圖19 前測後測活化課前預習

（二）林――EZO網站及VR教學

架設EZO生理學復習網站的契機是：有些很認真的同學，在課後

溫習時常會卡關，特別是重要觀念和複雜的機轉，必須再找時間問我，

這才發現是因為課堂上沒能跟上進度，所以我才起心動念，花一學年的

時間把我授課的課程錄下來，上傳到網站供同學慢慢復習。網站架設至

今目前累積的觀看次數約有25000次，也就是平均每個章節章（共二十

章）的點擊率約有1250次，同學們也向我反應，有了復習的影音檔讓他

們更能好好的在家消化吸收課堂上不懂的地方，而且同學說最大的好處

是：將來還可以回頭過來復習，甚至有人會在課前先作預習，效果更好

（圖20）。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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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VR協助教學，是一個大膽而創新的方法；由於現在人手一

機，各式各樣的網路影音及遊戲的刺激，枯燥艱深的課程完全沒有吸引

力，即使老師們極力使用各種創新教學的方法，但是仍被小小的手機打

敗，只好以彼道還彼身，投其所好。VR虛擬實境原來不只能打電玩，

應用於教育上簡直如虎添翼，將平面的課本化身成立體的教材，當所有

的肌肉骨頭甚至是神經都可以隨你拆解，再難再深的學理都可以迎刃而

解，而且還很好玩，大大提升上課意願（圖21及圖22）。

圖20 透過影音即時復習，幫助學生能快速跟上老師的上課進度

圖21 VR可以提升上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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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TOP5基礎醫學大挑戰

基礎醫學長久以來一直是護理系國考科目中最大的痛，因為包含五

大艱深的科目：生理、解剖、微免、病理和藥理，而這些科目往往在一

至二年級即修完，到國考的時候，早以忘光光，學生只好放棄，所以我

們才想藉由舉辦競賽的方式來鼓勵學生能即早復習基醫的科目。整體來

說，同學很滿意此次的競賽，更有人反應希望別的科目也能舉辦類似的

活動，同學覺得這樣的活動對於未來護理師國考能有所幫助（圖23）。

 圖22 同學的回饋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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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ioi健檢

ioi健檢活動是利用一台非侵入式的身體組成分析儀，評估內臟脂

肪重量，榮獲美國FDA認證，可精準快速分析身體的健康狀況及身體年

齡。學生即可根據列印出來的報告，結合課堂中所學的知識，為民眾作

健康評估，也能給予簡單的意見，讓學生能夠學以致用，同時也能訓練

學生的口條及溝通能力，對於將來在臨床上，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能有

所幫助（表3及圖24）。

圖23 TOP5基礎醫學大挑戰問卷回饋

表3 

量化成效

社群  社群人員訓練 專題演講 健檢活動

活動 場次 總人次 場次 總人次 場次 總人次

歷程 6 120 1 55 6 2300



53

肆、結論與建議

筆者是一個受過完整醫學院教育的學生，深刻瞭解在醫學院上課的

痛苦，因為多數的教授總是一進教室，打開投影片後就頭也不回地從第

一張講到最後一張，完全不用休息，這樣的上課只讓我想要趕快下課；

沒想到，現在換我站在台上，當然不能再這樣折磨學生了，因此，我必

須要有所改變；所幸敝校的教學發展中心開了許多課程及教學創新的工

作坊，也提供了許多神兵利器般的教具（如：ZUVIO及HiTeach），讓

我能一點一滴的累積教學能量，一步一步的修正教學方針，才能在如同

戰場的教學現場，掌握主動權，爭取先機之利，從而靈活多變地使用各

種教學技巧，達到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及不動如山的成效，讓同

學們不知不覺地主動學習，用力學習，愛上學習，而學生給我的回饋就

是支持我持續創新的原動力。

曾有個研究指出，一般人有15分鐘的專注力，所以學生大概15分

鐘後，注意力就會下降，但此時老師卻越講越起勁；換而言之，老師講

圖24 專業的ioi健檢團隊

生理學的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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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點時，往往是學生注意力最差的時候，學生的學習曲線是呈現Ｕ字

形的，最能集中精神的時段就是課程剛開始和快結束之時，而老師的教

學曲線反而是倒Ｕ字形，所以兩者交集的地方少，學習成效當然差；因

此，BOPPPS模組將教學內容切割為一個個的小單元，每個小單元約莫

15分鐘，最大的用意即在於此：創造出多個「開始」，重新引起動機，

再加上些課程中的互動（搶答或淘汰賽），讓整堂課充滿不一樣，自然

能成功的把學生的魂招回來。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雖然有人說未來「老師」這個職業可能會

消失，但我堅信，只要我們持續精進，時時思變，跟上時代的進步，才

能繼續「傳道、授業、解惑」。過去有人說電子書會取代實體書，似乎

並非如此，因為實體書的「溫度」是電子書無法提供，所以老師的「溫

度」相信也是不可取代的，而各種創新的教學法，就是讓學生深刻地感

受這份溫暖最佳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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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 of War in Physiology

Wei-Lu Chen*

Abstract

The “Physiology” course is part of the basic core curriculum of the 

Department of Nursing. The nursing core courses require substantial 

dedication from students as they are linked to many nurs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future. Despite its importance, physiology has many mechanisms 

and concepts that are very difficult to learn properly.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by stimulating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 have integrated 

several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into the physiology of The Art of War by 

Sun Tzu, which is divided into four aspects: wind, forest, fire, and mountain. 

As a result, I successfully attracted students’ interest through these four rules 

by fostering a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activating the pace of the classroom 

so as to allow students to be the masters in the classroom and no longer fear 

physiology. I believe that the teaching of living physiology can transform 

difficult theory into the history of life. As one of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physiology is critical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nurs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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