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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動機
此次提出 1022 課程重構計畫主要動機來自下列兩點：
1. 1012 課程重構計畫在專業學習方面，除了 XML 相關專業知識的學習之
外，尚牽涉到像網頁設計，網站架設以及伺服器程式設計等其他相關知
識。這加重了知識學習的負荷之外，某種程度也排擠了本課程的專業學
習（例如 XSL 的進階程式撰寫能力）。因此本期 1022 計畫將網站架設
與網頁設計等相關內容列為自學內容，並調整課程內容以反映最新的教
材內容設計，以提昇本課程的專業學習深度。
2.

1012 課程重構計畫透過活潑的課堂活動設計，動機問卷調查顯示同學
在自律學習與團隊學習等其他項目均明顯提升，但持續力和自我效能預
期仍然偏低。同時，同學自評終身學習的能力尚有加強改善的空間。本
期 1022 計畫第一次透過全面採用翻轉教室的設計理念，以提升學生自
主學習的能力。

貳、執行內容
一、教學目標
本課程是資工系大二選修，本課程的核心知識的學習部分是以學生具備建立階
層式資料模型（Hierarchical Data Modeling）能力，以及 XML 資料處理和格式轉
換的基本能力，以便後續在大三修習資料庫課程的關聯式資料模型時能夠有所比
較，並擴增其學習經驗（如圖一所示）。因此，本計畫的教學目標條列如下：
1. 使學生具備 XML 階層式資料建模與資料處理與格式轉換的應用能力
2. 使學生具備團隊合作與團隊學習能力(與原 1012 課程相同)
3. 使學生具備自主學習能力(與原 1012 課程相同)

圖 1：課程概念圖

與 1012 計畫不同的是本期 1022 計畫期待能夠形塑一個以翻轉教室為基礎的
學習環境，更有效統合專案學習與螺旋式教學的機制以提升同學的 XML 技術整
合以及高階思考與應用能力（特別是資料格式轉換能力）。此外，由於翻轉教室
著重學生在課堂外的自學以及課堂上學習活動的主動投入，因此本期計畫預期可
以透過翻轉教室的實施，進一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以及團隊合作與學習能
力的提升。

二、教學內容
1.
2.
3.

圖 2 顯示在學習的知識內容上，可進一步分為三個面向的學習，包括：
資料建模的能力（建立 XML 模型的能力）
資料處理的能力（含查詢、資料新增、刪除與修改，與資料格式的轉換）
應用技術實作的能力（相關程式語言與工具）
（本期計畫列為自學項目）

圖 2：課程內容設計架構
本課程依據軟體工程開發的四大步驟：定義問題、系統分析、系統設計、以
及系統測試，採螺旋式教學的設計原則，持續修正三個課程模組內容，並依照核
心能力與內容架構，設計各模組下的相關單元主題如下：
課程模組一：XML 專案定義與分析
1. 認識 XML 的世界－理解 XML 技術的特質與應用的特色，本單元是屬
於動機激發課程模組，介紹 XML 文件的專屬特色。透過展示學生過去
的專案作品，讓同學能夠有初步的 XML 資料模型概念。同時期望藉由
有趣的應用，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
2. 隨著課程的進行，同學將接觸到 XML 技術的各個層面的基礎內容（XML
文件、DTD、XML DOM、XPATH、XSLT），逐步修正專案的範疇（資
料面與功能面）與內容，並完成不同階段的雛型系統所需之功能。
3.

透過專案的分析，學習撰寫合宜的 XML 文件資料，深度了解 XML 資

料的結構與應用方向，並學習 XML 名稱空間的應用模式。
課程模組二：XML 專案設計
1. XML 資料模型的設計：透過專案內容的資料分析結果，應用在描述專
案所需的 XML 文件架構，以深度理解 DTD 的角色與使用方式。
2. XML 文件的驗證：學習運用 JAVA 撰寫 XML 文件的格式驗證功能。
3. XML 資料異動：學習運用 JAVA DOM 撰寫 XML 文件的新增、刪除、
修改與剖析等功能。
4. XML 資料查詢：學習 XML 文件的查詢技術(XPATH) ，並學習運用 JAVA
5.

撰寫 XML 文件的資料查詢功能。
XML 資料格式轉換：學習 XML 文件的轉換技術(XSL) ，並學習運用
JAVA 撰寫 XML 文件的資料顯示功能。

課程模組三：XML 專案發展與測試
本單元模組提供專案的程式發展架構，包括網路版以及單機版。同學只
需一點網路系統或 JAVA 介面的相關知識，便可將之前所學應用在架構中適
當的地方，即可完成專案。在專案測試的過程中同學可持續精進對 XML 技
術主題的學習，包括 XML 文件的 DOM 程式介面，XML 文件的查詢技術
(XPATH)，XML 文件的轉換技術(XSL)的實際開發與除錯經驗的累積。

三、教學活動設計
本期計畫的教學策略保留了 1012 計畫所採用的小組專案導向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但進行下列的改變：
1. 引進自學網站 (http://eduplanet.olin.mcu.edu.tw:8080/olin)，重新規劃以微
學習單元為主的教材設計方式，方便翻轉教室的實施（如後所述），以
提升學生的自學動機，強化自學能力。
2. 在 翻 轉 教 室 的 原 則 上 ， 設 計 課 堂 探 索 活 動 ， 採 取 learning by

3.

doing-watching-thinking 的學習循環，促進問題思考與解決能力。活動重
點在情境與問題的設計，透過相關工具的操作以協助學生理解未知系統
的行為，主動建立其認知模型。
每週上課結束前進行三分鐘報告，誘導同學練習更深入的反思；同時在
學習反思報告中，加強同學思考學習反思如何協助其突破學習障礙。

在傳統的上課模式中，教師為了趕上課程進度，在課堂上忙於講授課程內
容，而無法顧及到同學是否有吸收到。在課後的學習活動（如作業）中，學生也
缺乏有效的互動，無法有效鞏固學習成果。如此一來，有許多學生在過程中因脫
離課程進度而逐漸放棄了。如果教師的講授與示範能夠事先錄製下來，透過數位

平台讓需要的同學可以重覆的聽講與練習，對於基本的知識或技能便可以逐漸嫻
熟。同時，教師也可以把重要的學習互動放在課堂上進行，省略冗長並且不斷重
覆的基本概念講授，這就是翻轉教室的基本理念。
然而，翻轉教室能否成功並不是單靠線上數位教材，而是如何能將之統整在
一個完整的教學設計之下。多數教師也同意透過翻轉教室的實施，他們比較能夠
關注到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而不同表現程度的學生也能在翻轉教室中透過課堂
外的自學以及課堂內的學習活動，滿足他們的學習需求，甚至更高的學習成就。
簡而言之，翻轉教室的成功須仰賴幾個關鍵要素：學生能夠主動並順利進行自
學，課堂活動能否發揮高品質的學習互動，促進學習的發生，更是關鍵的因素。
為搭配本計畫的進行，筆者引用自行開發的自學網站平台，透過適當的引導
設計，能夠引領同學快樂地步上學習之旅。整個平台設計的核心基礎是以知識地
圖 (Knowledge Map) 為藍本，微單元設計概念作規範，透過系統的自動學習監
控，引領學習者進行學習。具體而言，依據微學習單元的設計原則，每個單元設
計成 10-20 分鐘的授課單元講解影片，並搭配 5-10 題的自我評量題目。特別是，
這些為數眾多的微學習單元是以知識地圖作為組織的媒介，以方便單元的查找；
這樣的設計可提供學習者與教材之間一個簡易但重要的互動方式：閱讀（聆聽）
－自我評量。
知識地圖扮演的角色不只限於組織微學習單元，引導學習更是其重要的一個
功能。知識地圖是由教師專家所設計，描述了重要概念或技能之間的關係。藉此
設計，學習者可以對所學的架構有一個摘要且綜合的全觀，有助於建立學習的全
貌，並協助其培養自我控制學習步調的學習態度。此外，知識地圖的設計還融入
了動機提升的考量。在知識地圖上的每一個節點均是以星球來表示。每一個星球
均有三種狀態：其中荒漠的海王星代表尚未涉獵的主題；水藍的金星代表正在學
習中的主題；蔚藍美麗的地球則象徵修得正果美滿圓證的精熟狀態。根據學習者
在每個星球所對應的學習單元評量結果，系統會顯示適當的星球與大小等狀態
（如圖 3 所示）。我們期待此項設計應可以激發學習者征服宇宙的好勝心，進而
積極投入自我學習。此外，學習者除了可以了解其目前的學習全貌之外，各星球
也將提供超連結的功能，只要點選星球就可以列出相關微單元供學生自學與自我
評量，系統並提供學習歷程供學習者參考。
另外，為了促進學習者的自學，系統平台也將提供學習者自主學習管理的功
能。例如，系統在呈現課程知識地圖給學習者時，並不會一次將知識地圖的全部
內容顯示出來，而是依據 Vygotsky (1978)的近側發展區間理論(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 ZPD)，參考學習者目前在知識地圖的學習狀態，往
外擴充有限距離的知識空間，作為學習者持續探索的空間範圍。如此可以避免學
習者的認知負荷過重，同時也激勵學習者努力完成各知識星球的探索，以取得更
大的探索空間和學習成就感。另一方面，學習者也可以點選知識地圖上的星球，
並要求系統給予學習路徑的規劃協助，產生學習計畫，並納入學習計畫管理。如
此可以協助培養學習者的自律自學精神。本計畫將利用此項系統功能將學生的自

學成效納入課程目標之一。

圖 3：表達學習者學習狀態的知識地圖(不同單元主題的星球種類與大小展現其精熟度)。

課堂活動則主要以小組活動為主，配合單元主題的學習，各週均設計 1 至 2
個學習活動， 同學需在下課之前完成活動內容，並將結果上傳討論區（如圖 4
所示）
。表 1 列示各週的活動清單。最後，撰寫三分鐘報告，描述當天上課的心
得與學習困難之處。此外，同學於課後也須針對當週各組活動上傳結果進行互
評，參與狀況得列入成績計算。
週次
(2)

活動說明

學習目標

1.

為專案撰寫一份合格且有效率的 xml 文件範例

1.

應用 XML 的資料模型

2.

找出小組專案 xml 文件的結構性

2.

識別專案文件的資訊結構

1.

探索 DTD 範例

1. 應用 DTD 文件驗證 XML 文件

2.

撰寫小組專案 XML 文件的 DTD 結構

2. 應用 DTD 文件

(4)

1.

撰寫 JAVA 驗證程式

1. 應用 JAVA 驗證 API

(5)

1.

認識 XPATH

1.

理解 XPATH 的搜尋功能

2.

為自己的專案加上 XPATH 搜尋功能

2.

應用 XPATH 搜尋功能

(6)

1.

XPATH 進階探索

1. 應用 XPATH 搜尋功能

(7)

1. 為專案增加 JAVA XPATH 查詢功能

1. 應用 JAVA XPATH API

(8)

1. 探索 XSL(1)

1. 理解 XSL 的運作機制

(9)

1. 探索 XSL(2)

1. 理解 XSL 解題策略

(11)

1. 探索 XSL(3)

1. 應用 XSL 解題 (1)

(12)

1. 探索 XSL(4)

1. 應用 XSL 解題進階 (2)

(13)

1. XSL 團隊競賽

1. 應用 XSL 解題進階 (3)

(15)

1. 為專案增加 JAVA XSL 格式轉換功能

1. 應用 JAVA XSL API

(16)

1. 讓 XML 專案資料動起來

1. 應用 JAVA DOM 在 XML 資料

(3)

2. 設計並撰寫專案的查詢與 XSL 格式轉換的網路版

異動（網路版架構）

功能
(17)

1. 設計並撰寫專案的查詢與 XSL 格式轉換的單機版
版功能

1.

應用 JAVA DOM 在 XML 資
料異動（單機版架構）

圖 4：課堂學習活動設計（以第 3 週為例）
。

簡而言之，本課程以實作一個專案系統為出發點，結合翻轉教室的教學策
略，以逐步提升專案規格的方式帶領同學學習到 XML 不同層面的技術以及自學
能力。最後，本課程運用自學網站提供豐富的線上學習資源以及 moodle 線上互
動工具，並有教學助理的參與，提供學生課後學習的協助。本課程採機房上課，
可提供課堂活動上機演練，加強同學對相關 XML 技術的理解與掌握。

四、教學評量
本課程設定以下的學習成果：
1. 能夠針對應用專案，撰寫 XML 文件資料
2. 能夠針對應用專案，定義 XML 文件資料結構
3. 能夠針對應用專案，運用 JAVA DOM 處理一般資料異動問題。
4. 能夠針對應用專案，運用 XPATH 進行資料搜尋
5. 能夠針對應用專案，運用 XSL 進行資料格式轉換
6. 自我管理學習與反思能力
為了評量同學的自主學習成果，採用自學網站自學成效評估、課堂三分鐘報
告、學習反思報告以及期末反思報告。整體而言，本課程在評量上採用下列的策

略：
1. 平時成績：70%
(1) 作業、課堂練習小考、課程參與程度：30%
(2) 期中考：20%
(3) 自學網站自學成效評估、課堂三分鐘報告：10%
(4) 期末學習反思報告（如圖 5 所示）：10%
2. 期末專案評分: (滿分 30 分)
(1) 小組作品的品質與深度
(2) 個人對小組作品的貢獻 (經由同儕互評) (決定配分權重)

(a)

(b)
圖 5：(a) 三分鐘報告、(b)期末學習反思報告

參、計畫成果
一、摘述辦理情形
1. 本課程是大二下選修課程，學習者以大二生為主。上課教室為電腦
教室，修課人數為 52 人，另安排一位 TA 協助教學（回應同學的練習成果
以及對部分同學從事必要的課後輔導）
。教學模式採用翻轉教室搭配專題式
學習，以及小組學習，伴隨三分鐘報告，學習心得與小組作業，以利師生
的互動。
2. 由於本課程實作上是以 JAVA 語言為主，因此選修同學大都修過上
學期的 JAVA 程式設計，這點較之過去是好的，有利課程的進行。然而，
仍有多位同學尚未修過 JAVA，預期將會成為學習的主要障礙之一，必須設
法面對。
3. 另一方面，本學期選擇專注於 XML 相關主題的教學，而將 JAVA
以及網站伺服器的教學內容列為自學平台上的自學選項，期能爭取更多時
間提升本課程的學習深度與成效。
4. 本學期總共有 13 次三分鐘報告、1 次期末學習心得反思報告、5
次小組互評、10 次作業、6 次小考、1 次期中考和期末專案。
5. 本班共有 21 組，期末有 5 組未交期末專案，繳交率為 76%。
6. 學期結束共有 14 位同學不及格，不及格率是 27%，最高 98 分，最
低 0 分，班級平均分數 65 分，標準差 23.39。

二、課程實驗結果與成效評估
期末結算成績(如圖 6)，有 14 位同學未達 60 分，及格率為 73%。相較於往
年及格率約在 7 成左右，相去不遠。

圖 6：1022 XML 程設成績分布
另一方面，從圖 7 的期末學生自評表中，可以看出學生(a1-a3)等核心專業能力
的培養上感受學習最為明顯，也符合本課程設計的期待。

圖 7：1022 XML 程設成績分布

具體而言，本課程的三項學習目標達成情形分析描述如后：
使學生具備運用 JAVA 開發 XML 應用系統能力（特別是加強學習深度）
本次課程共 21 個小組專案，組數較以往多出許多。除了 5 組之外，其
於 16 個小組皆能完成任務，繳交率為 76%。平均專案成績為 28.7 （滿分
30）
。若考量小組互評成績來分配專案成績，則平均降為 26.4，顯示同學平
均專業能力皆能達到本課程之要求。此外，小組作品不論是單機版或網路
版，在給定的軟體框架下，發現同學更能專注在 XML 相關技術的應用上，
特別是 XPATH 查詢與 XSL 格式轉換等模式概念的建立與指令的應用，所

1.

開發的應用類型也較以往更具多樣性與實用性，顯示本學期的教學內容調
整在學習的深度上已見成效。
使學生具備團隊合作與團隊學習能力
歷經 14 週的課堂活動中，從課堂觀察可以發現同學充分發揮小組合作
精神（請參見課堂錄影光碟）
，專心地尋求問題的解決，並積極發問，可見
小組成員所展現的合作默契。小組互評成績平均每人得分 0.89（滿分 1
分）
，顯示大部分同學皆滿意夥伴的表現。最後專案的小組作品品質，可以
看到小組學習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2.

3. 使學生具備自主學習能力
本次課程採用翻轉教室的教學設計策略，逐步導引同學培養課前預習課後
複習的習慣，從自學網站的登錄資料中可以發現平均每位同學登入使用 14 次/
週。另外，從 13 週的三分鐘報告滿意度調查中，可見大部分同學均能適應並樂
見此種強化自學以及課堂解題的學習模式。此外，本學期要求學生作一總結性的
學習反思報告，題目如下：
Ｑ：請撰寫 XML 學習心得，內容與格式請自行規劃，但須包括
1. 列舉可以從課堂中帶走的三項 XML 專業能力，以及一項學習能力
或態度
2.
3.

個人學習心得
未來如何更精進自己的學習

從上述每週三分鐘報告與期末專案反思心得的質性報告中，平均成績各為
8.04 與 8.52（滿分 10 分）可看出同學已具備良好學習反思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解本計畫翻轉教室執行效率，過程中曾經作了三次課堂
實驗，嘗試驗證：1) 自行觀看 PPT 投影片與線上講解影片對學習成效的影響; (2)
自行觀看 PPT 投影片跟示範操作型講解影片對學習成效的影響; 以及 (3)示範
型講解影片跟探索式活動對學習成效的影響。結果顯示均無明顯差異。前兩個實
驗顯示教材的設計差異無顯著影響。然而實驗 3 由於執行過程無法確實掌控與分
別 A，B 兩組學生的行為，算是失敗的實驗。這顯示在同一班級操作實驗的確有
其困難。同學雖在教師請求願意幫忙實驗，但次數多時，意願會降低，也怕損害
學習公平性；因此不得不暫停實驗，恢復統一教學，並透過觀察課堂活動對同學
的影響（但缺乏對照組，結果也較欠缺客觀性）。
依據前述的數據說明，可以得知本課程在提升專業與自主學習的目標上
相當程度已經有所進展。特別是採用翻轉教室的教學策略，以及調整授課重心也
的確發揮提升學習深度、深化自學訓練與教學成效的效果。

三、課程反思
1.

2.

3.

經由本次課程，我們觀察到一些現象，茲整理描述如后：
同學反應本課程所提供上課講解錄影（PowerCam）資料，為了能夠在
不同平台瀏覽，經轉換為 Flash 後在播放上有些許操作不便，此乃廠商
系統的缺陷。若能夠採用一般如 YouTube 上的 MP4 格式將更為方便瀏
覽。
此次調整課程內容，爭取更多時間在 XSL 主題的學習，並藉由提供單
機版與網路版軟體框架協助同學發專案，的確可有效加深學習的專業深
度。
採用翻轉教室教學策略，可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就，並發展其自學能

力。

四、後續調整規劃
筆者觀察學生學習過程發現，當進入 XML 與 DTD 主題時，部分同學反應因
不了解其應用，很可能產生興趣降低的問題。此問題直到進入後面的 XSL 應用時
才獲得紓解。另外進入 XPATH（XML 文件搜尋模式）時，同學開始進入第一階
段的學習困難點，有較多同學反應出對於建立這個新穎的搜尋模式有一定程度的
困難。當學習進入 XSL 主題（XML 文件轉換模式）時，同學則進入學習障礙的
最高峰，因為該主題牽涉到資料驅動模式的程式設計任務，而這正是大部分同學
能力最欠缺的部份。最後，由於時間關係，有關資料異動的主題本學期採範例展
示以及網路自學方式，初期也造成同學的學習信心恐慌。幸好透過網路平台的討
論與同學保持互動，加上豐富的自學資源，同學尚能完成此部分的專案實作。因
此，未來可能的調整與因應方案如下：
1.

可再收集有趣的 XML 應用範例以利說明 XML 的實際應用，提升
學習興趣。另一方面，也可進一步思考整合 XML、XPATH、XSL
成為一簡易版但教具全貌的學習範例，協助同學提早體會 XML 的
應用。

2.

由於 XPATH 內容繁雜，可再進一步依難易程度於以重整，在體現
XML 的資料搜尋模式之後即可先進入下一主題。更為複雜的內容
則可以補充教材的方式進行。
本學期花費最多時間，以階段性的學習活動逐步帶領同學進入 XSL
的程式設計。最後雖然獲得良好的成果，但時間已到學期末造成專
案製作壓力，且仍有多數同學將其列為最困難的主題。未來課程再
進行上述的調整之後，相信將有更多時間可以進行此段學習，情況
預期也可獲得改善。

3.

肆、補充說明
一、課程照片

二、其它相關資料
1.
2.

課堂教學錄影光碟
三分鐘反思報告摘例

3.

學習心得反思摘例

三分鐘反思報告摘例

學習心得反思摘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