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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鑑於技職院校學生普遍缺乏學習動力，本研究以U b D理論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為課程設計之依據，並於課程實施過程中納
入合作學習、翻轉教室、筆記競賽與觀摩、FB社團經營等做法，以刺激
學生學習。課程的評量採多元方式進行，並採用Rubric技術以提昇評分
的客觀性。課程施行成效良好，學生學習成效及滿意度均高，教師本身

亦從個人不斷反思中，增進教學技巧和獲得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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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受到近年國內廣設大學、少子化及智慧型手機普及等外在因素之影

響，技職院校普遍存在下列現象：同班學生程度落差大、部分學生學習

動力不足或學習成效低落、甚至有些學生長期翹課、從學習中逃走。為

嘗試解決這些問題，本研究採用UbD理論，重新設計科技大學的「系統
分析與設計」課程，由學生的學習理解端出發，先設計大概念和主要問

題，再設計評量題目，然後才決定要用哪些教材。課堂的操作採改良式

的翻轉教室，第一個小時先讓學生戴上耳機，用自己的智慧型手機看教

材並撰寫學習筆記和提問單，第二個小時才由老師提示與講解當週課程

的重點，第三個小時則讓學生們分組解題，透過合作學習、互相教導的

機制來促進學生的學習。

教師在授課前依循UbD的設計，仔細思考自己的教學內容與應用技
法。教學過程要求學生在安靜的環境中閱讀教材，避免學生回家不願意

自主預習的問題，且教師要求學生一定得邊看教材邊寫筆記和提問單，

也促使學生必須確實閱讀吸收教材並思考教材中的疑點。學生經仔細閱

讀與自主思考後，便會覺得那些知識是對自己有用的，不會再輕意忽

視。教師參與學生分組討論時，會不定時加入各組的討論，因為有比較

多的互動，教師與學生間的距離無形中拉近。而Rubric評量方式，則有
助於提高評量的可信性與可達成度，讓學生比較願意去爭取高分。

 

貳、教學方法設計理念與理論基礎

一、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

UbD之英文全名為Understanding by Design，中文翻譯為「重理
解的課程設計」（McTighe, J.與Wiggins, G.著，賴麗真譯，2008）。
這是一套「建構導向」的教學設計框架，強調讓學生從學習過程中逐

漸自行建構出學習的成果。劉怡甫（2011）整理Wiggins與McTighe
在「Understanding by Design, Expanded 2nd Edition」（Wiggins, G.與
McTighe, J.著，賴麗真譯，2008）一書中對UbD重要原則的介紹，歸納
出下列五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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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大概念引導學習者積極學習

UbD的重點之一為大概念（Big ideas）和主要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的發展，UbD先找出課程欲傳達給學生的大概念，然後將大
概念轉化為課程核心的持續理解與主要問題，大概念與主要問題之重要

概念比較如表1。

表1 大概念與主要問題
大概念（Big ideas） 主要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
● 學科內容的核心概念。
● 將持續專注於普世認同的價值。 ● 生活中會經常面對與解決的重
● 具備「可遷移到」其他學科與主  要問題。
 題的特質。 ● 學習者能藉由主要問題來掌握大
● 能有效連結學科內容的事實與技  概念並做出相關決策。
 能。  ● 切中學科知識主題與引起學習動
● 教學設計時不能只將知識內容照  機的問題。
 本宣科，而是要解構、綜合後再
 理解、建構。 �

資料來源：劉怡甫（2011）

（二）協助學習者聚焦於持續理解（Enduring understanding）的六
大面向

持續理解的六大面向是UbD教學設計中用來引導學習者完成學習歷
程的重點，持續理解由低層次理解到高層次理解的六大面向及其說明如

表2所示。

基於UbD理論之技職課程設計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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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階段的逆向設計（Backward design）

所謂的逆向設計（Backward design），與傳統教學設計中先確認教
學目標與內容，再根據內容設計學習活動，最後再依教授內容設計評量

的做法正好相反。逆向設計的做法是：先確認學科知識的終極學習遷移

目標，再據以展出大概念、主要知識與關鍵知識技能（階段一），接著

依據階段一的關鍵產出來設計實作任務，並定義需要蒐集用以評量的學

習成效證據（階段二），最後再綜合階段一、二的重點，設計有意義的

學習活動（階段三）。

1. 階段一：從目標訂定核心概念與問題
此階段的重點在於設計出優質的學科知識大概念（Big ideas）與

主要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以緊密串起整個課程教學。此階段需
完成的主要項目包含：目標（Goal）、主要問題（Questions）、理解

表2 持續理解六大面向的內容
 理解層次 六大面向                            說        明
  Explanation 利用學習歷程中的證據（作業與評量結果）

  說明 來證明、推論、描述、設計與實證學習主題

   內容。

  Interpretation 轉化所學的新知識創造新事物。例如：提出
 低層次 詮釋 建設性的批評、類比、隱喻、翻譯與預測等

 理解  個人見解。

  Application 將所學應用於新的、獨特的，或未知的情境

  應用 脈絡。

  Perspective 提出對事件、主題或情境的個人看法，並做

  洞見 出分析與結論。

  Empathy 展現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例如參與

 高層次 移情 角色扮演、解讀他人想法，以及分析、辯護

 理解  他人行為等。

  Self-Knowledge 自我反思與評價，以及闡述反思後產生洞見
  自我認識 為何，尤其要能持續監控與改善自我對資訊

   的蒐集、組織與分析的能力。

資料來源：劉怡甫（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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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與知識技能（Knowledge and skills）。詳細操作步
驟包含：

(1) 解讀目標，產生Big Ideas、關鍵知識與技能。
(2) 選擇與發展主要問題，以引導Big Ideas的探索。
(3) 將Big Ideas架構成特定理解項目，採用「學生將理解……」的
語法。

(4) 考慮可能的迷思概念。
(5) 找出關鍵知識與技能。
(6) 根據此階段的設計標準測試自己的想法，然後視需要修訂之。

2. 階段二：實務理解導向的多元評量
此階段重點在定義用於學習成果評量的多元證據以及設計實作任務

（authetic tasks），需完成之項目包括：實作任務（Tasks）、評量標準
（Rubrics）、相關學習成果（Other Evidences），並且須參照表3所示的
GRASPS架構來設計實作任務（Task）。

表3 GRASPS的內涵說明
    GRASPS                        內                          涵
  希望學習者在實作任務成果上能達成學習目標，
Goal（目標） 
  或解決問題與挑戰，或克服障礙。

Role（角色） 學習者在實作任務中扮演的角色。

Audience（觀眾） 實作任務中的互動對象或利害關係者。

Situation（情境） 實作任務的情境與環境。

Performance（表現） 學習者在經歷實作任務後所產出的成果。
Standards（標準） 評量學習者實作任務成效的標準（即RUBRICs ）。
資料來源：劉怡甫（2011）

基於UbD理論之技職課程設計與實踐

本階段的詳細操作步驟包含：

(1) 考慮階段一列出之理解事項、知識與技能的學習結果證據。
(2) 使用理解的六大面向來找出所需的證據。
(3) 使用GRASPS來設計真實的實作任務。
(4) 找出適當標準，並將其用於評分指標的設計與評分。
(5) 列出所需的其他學習成效證據。
(6) 根據階段二的設計標準測試你的想法，然後視需要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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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階段三：設計學習活動
此階段的重點在於運用階段一與二的成果來設計與組織教學內容以

及學習活動，主要的設計參考架構如表4所示，重要任務包含：
(1) 相對於想涵蓋的內容，考慮需要發現的知識有哪些。
(2) 使用WHERETO來設計學習活動與教學活動。
(3) 利用診斷性與形成性評量來監控與調整課程設計。
(4) 使用理解的六個層面來產生關於學習活動的新想法。
(5) 根據WHERETO連結階段一、二的測量來編輯學習計畫。

表4 WHERETO的內涵說明
          內  涵

W 確保學習者了解學習主題的發展（Where）與脈絡（Why）。
H 從學習開始就引起學習者的動機（Hook）；並繼續維持其學習動
機（Hold）。

E 使學習者具備必要的經驗、工具、知識與技巧，以達成評量目標
（Equip）。

R 提供學習者多樣的機會去深思（Rethink）大概念（Big Ideas）；
「反思」學習進展，以及「改善（Revise）」學習成果。

E 提供多樣機會讓學習者能評價（Evaluate）自己的學習成效。
T 針對學習者個人的才能、興趣與需求作良深活動設計
（Tailored）。

O 系統性、組織化（Organized）地提昇學習者理解決習內容，而非
淺薄地單向照本宣科（only coverage）。

資料來源：劉怡甫（2011）

（四）將學習歷程成果集結成「相簿」，而非「快照」

學習成果的成效固然很重要，但在學習歷程中逐步累積的點滴證

據（作業報告、個人作品與專題成果等）卻是個人成長進步與改善精

進道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因此，課程應引導學習者於學習歷程中將

紀錄與成果整理成類似於一本本依主題與脈絡建立的相簿集（album 
portfolio），而非片段零散的快照（snapshots），學習者可藉由規劃、
整理與回顧相簿內容，以達成學習計畫、反思與持續精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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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用UbD打造學習型社群（組織）

UbD不只是教學設計，它更代表經過統整後、以實務應用、持續學
習為本的最佳教與學策略，這些策略關係到改善教師與學生之教與學的

品質與成效。除了微觀的教學設計層次外，更可巨觀地應用UbD來組成
「學習型組織」中所強調的實務社群（practice community），以有效推
動教師教學專業發展活動。

二、翻轉教室

翻轉教室（Fl ipped  C lass room）又稱為翻轉課堂、翻轉教學
（Flip Teaching）、翻轉學習（Flip Learning）或反轉課堂（Inverted 
Classroom），起源於2007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Woodland Park高中（劉
怡甫，2013b）。當時該校的Jonathan Bergmann與Aaron Sams這兩位化
學老師，為了要讓缺課的學生能順利補課並跟上進度，採取由學生先在

家自學線上教材，再於課堂上由老師解惑、引導討論與實作的教學模

式，結果意外獲得極佳的成效。由於這種讓學生先自學線上教材，再於

課堂上由教師解惑、引導討論與實作的模式，翻轉了傳統先由教師在課

堂講授，再由學生回家做作業的形式，所以這兩位老師便將此模式正式

命名為「Flipped Classroom」，並開始宣傳推廣，使此模式迅速在美國
K-12與高等教育中擴散開來。
翻轉教室的實施關鍵有二（劉怡甫，2013b）：
1. 上課前：教師先將自錄的講授內容或相關的現成素材上傳或連結
到學習平臺，學生在平臺上「自主學習」這些內容，並記錄學習

上碰到的問題。

2. 上課時：教師回應學生自學時碰到的問題，並進行以討論為主的
合作學習或個別指導。

翻轉教室的設計，則可分為「課前自學教材的設計」及「課堂上學

習活動的設計」兩大面向，茲分述此兩面向之教學設計考量重點如下：

（一）課前自學教材的設計

1. 課前自學教材的設計原則為有效促進學習記憶與理解。

基於UbD理論之技職課程設計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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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翻轉教室的自學教材不宜僅將傳統教材內容（PPT或PDF）或將
課程50分鐘講授過程直接錄影搬上網，較理想的做法應是：重新
調整教學目標、解構教學內容、融入趣味、挑戰與評量，再重新

建構精要的教材單元集，以設計一系列能促進認知思辨與課堂討

論的「10分鐘一段落」之自錄式講解教材。
3. 在選用「數位教材自錄軟體（e-Learning authoring tools）」製作
翻轉式自學教材時，要選擇能在影片中插入與編輯「即評式測

驗」的軟體，以免講解影片與測驗需分開錄製再組合，徒增後製

的人力與時間成本。

4. 雖然自學教材可引用現成的線上影音內容（如Youtube、TED、
TED-Ed等），但建議翻轉學習的自學教材仍以「教師自錄內
容」為主，因為教學的目的除了傳授學生知識與養成能力外，還

應建立師生社交與信任關係的心理意涵，過多的外部連結素材，

可能會削弱教師的專業形象與學生對教師的信賴感。

（二）課堂上學習活動的設計

1. 課堂上學習活動的設計原則在於引導學生思辨討論（cri t ical 
thinking）與同儕學習（peer learning）。

2. 教師可應用「蘇格拉底式教學法」（即提出學生課前自學歸納的
問題，經由學生分組討論、共同找出答案並解決問題），教師應

走下講臺，聆聽並適時加入與個人或小組的討論，也就是所謂的

「from sage on the stage to guide on the side」。
3. 教師不能完全捨去「講授」的部分，尤其當遇到學生存有迷思概
念（misconception）時，應適時舉例解說，即時澄清觀念，引導
學生建立正確的知識體系。

4. 課堂學習活動可參酌那些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且以活動為導向
的「教學設計模式」來發想與設計，例如UbD（Understanding 
by Design，重視理解的課程設計）、PBL（Problem-based 
Learning，問題導向式學習），以及GBS（Goal-based scenarios，
目標導向情境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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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目標與教學方法特色

本研究以新竹市某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四技日間部三年級的「系統

分析與設計」課程做為研究標的，課程之教學目標包含：

1. 在認知方面：
 (1) 學會系統分析與設計的觀念與流程。
 (2) 學會物件導向系統分析方法。
 (3) 學會UML相關概念。
 (4) 學會系統設計的各項知識。
2. 在技能方面：

(1) 學會與使用者溝通。
(2) 學會系統分析各階段文件的編纂技巧。
(3) 學會UML各圖形的繪圖技巧與原則，並整合應用於實務問題
上。

3. 在情意方面：
 (1) 養成學生團隊合作、資源共享、溝通協調的能力。
 (2)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認真負責的學習態度。
本課程所採用的創新教學方法，包含下列幾大特色：1. 在教學設計

上：採取「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2. 在教學實施上：結合「合
作學習」、「翻轉教室」、與「筆記撰寫」。3. 在教學評量上：採取多
元評量策略並結合Rubric評量設計。

 

肆、教學方法實踐

本研究之創新教學方法實踐，大致可分為教學前、中、後三階段，

茲將各階段的工作細項說明如下：

一、階段一：教學前

1. 擬定教學大綱，撰寫UbD課程設計表
暑假就事先規劃設計好每次上課要做的事，針對每次上課撰寫如附

基於UbD理論之技職課程設計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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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1 所示的UbD課程設計表，撰寫過程遵循UbD三階段逆向設計原則，
先從目標訂定核心概念與問題，再設計實務理解導向的多元評量，最後

才設計學習活動，而學習活動則以附件二的GRASPS編寫應用任務表來
撰寫。

2. 設計多元評量方式
本課程的評量標準方式，清楚登載於如附件三所示的Rubric設計

表中，除檢測學生的學習成效，也檢測學生的學習態度、自學能力、

合作學習能力等。評量方式及配分包含：平時課堂表現（45%）、期
中考（20%）、期末考（20%）、自傳（5%）、學期初的組介紹MV
（5%）、學期末的學習歷程MV（5%）。

3. 準備翻轉影音教材
暑假事先透過網路蒐尋及自行錄製的方式，準備好翻轉課程所需的

所有數位影音教材。除一般投影片教材的講述過程錄製外，也利用附件

四的翻轉影片設計表格來進行課程個案短影片的製作，並實際於TED網
站上製作影片及學習活動。

4. 其他準備工作
(1) 採購好每次課堂上所需的小獎品及期中、期末的精裝本筆記
大禮。

(2) 在FB上開好課程的社團，請班代幫忙將班上同學拉進來。
(3) 請班代幫忙調查班上同學是否均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可
使用。

二、階段二：教學中

（一）開學第一週

1. 進行課程介紹，說明本課程與其他課程及就業的關係。
2. 跟同學們清楚說明這門課程的規定、計分及實施方式。
3. 請同學們測試個人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在教室的傳輸狀況。
4. 請同學們進行分組，每四人一組，並進行任務分派。
5. 要求同學回家必須撰寫自傳及拍攝分組簡介MV，以利老師了解
同學。

1 本文相關附件請至本刊官網《105年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專刊》全文下載處
查詢電子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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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週課堂教學

1. 採取改良式的「翻轉教室」與「合作學習」方式授課。
(1) 每週課堂的第一節，讓同學在教室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看教
材。

(2) 要求同學在看教材過程中，順便撰寫「學習筆記」及「提問
單」。

(3) 後面兩小時的課程，依序進行下列活動：
a. 老師公開表揚上週的五位最佳提問者的名單及發小獎品。
b. 老師針對上週同學的提問，做整合性的回覆與解說。
c. 老師針對本週較難的教材進行加強性解說。
d. 老師出整合性的實作題，由同學們分組討論與構思解答，
在分組討論的過程中，老師會到各組參與同學們的討論，

同學討論過程中若有問題，亦可隨時向老師詢問。

2. 採取多重點名措施，確保同學們均能準時出席上課。

基於UbD理論之技職課程設計與實踐

圖1課堂上的分組討論、合作學習 圖2 給優良筆記獎得主的優良金筆記

(1) 固定座位，同組同學坐在一起，哪組有人缺席，老師一眼即
可看出。

(2) 各組內設「總幹事」職務，負責協助督促自己組內同學的出
席，若組內同學缺席，總幹事需主動向老師呈報同學為何缺

席。

(3) 每次上課需與組員合作完成分組練習後才能放學並得到該週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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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當獎勵，鼓勵同學們見賢思齊。
 (1) 每週頒發最佳提問獎5人
 (2) 期中考後、期末考後各頒發一次優良筆記獎
 (3) 在課堂上公開表揚，並將得獎名單公布在FB社團上。
4. 運用資訊科技，促進師生互動，並鼓勵同學利用數位科技留下紀
錄。

(1) 鼓勵同學在FB上跟老師討論課程問題。
(2) 除期初的組員介紹MV外，期末亦請各組製作學習歷程記錄

MV，故授課過程中，准許學生運用手機隨時留紀錄。

圖3 FB的課程社群

三、階段三：教學後

1. 學生方面
透過下列兩活動協助學生進行課程總整。

(1) 各組學生製作和上傳學習歷程MV到FB課程社群，為自己的學
習做總整、為整學期的辛苦留記錄、也讓全班同學可以互相

學習觀摩各組的合作學習模式。



145

(2) 要求學生將整學期的學習成果集結到筆記本中，由老師遴選
出優良筆記得主，頒發優良筆記獎。

2. 教師方面
依Rubric表公正評核與公告成績，進行個人課程授後總檢討。

(1) 期中考後，公正評核成績並公告，根據學生回饋，進行教學
方式的檢討與微調。

(2) 平時各週授課後，利用下課或午餐時間與系上教師進行教學
意見的交流，深入了解各班學生的特質與學習狀況，以利有

效達成教學目標。

(3) 期末考後，公正評核成績並總整學生的所有學習績效與意見
回饋資訊，檢討個人教學方式之良窳，並擬定下次授課的改

善計畫。

(4) 依據改善計畫中不足的項目，參加校內外各種有助於提升教
學能力的研習，包含：教學設計、數位教材製作、專業領域

知識、課堂經營等方面。

(5) 閱讀教學技法改善的書籍，期許提升個人在教學工作上的能
力。

伍、研究結果

本課程於實施之後，共獲致下列具體成果：

一、學生到課率提升

本課程因有進行組員任務分配，各組均有一負責點名的同學，且上

課的過程亦很強調團隊討論與合作小專案的成績，故老師上課不需要點

名，還是可以確保同學們的高出席率。在同學自行填寫的教學評量中，

針對個人出席狀況的自評，期中平均是4.57分，期末平均是4.56分，均
已頗高。

基於UbD理論之技職課程設計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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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成績表現提升

與前一年同樣修本課程的學生相比，本年度學生的成績表現明顯提

升，期中、期末考成績均明顯高於去年的學生，且在UML的整合運用能
力上，也比去年學生要來得好。去年本課程平均每個班均約有十個學生

左右無法通過期末考，今年的學生則都能通過考試且做出很好的團隊作

品。

三、教學評量滿意度高

學生填寫之課程教學評量成績，本課程在整體滿意度上的表現，期

中是4.41（全校平均4.27）、期末是4.37（全校平均4.29），均高於全校
平均。且在「第07題：教學方法合適，有助於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
效果」的滿意度上，本課程的期中滿意度是4.43（校平均4.24）、期末
滿意度是4.41（校平均4.28），也都高過全校平均，足見學生喜歡這樣
的教學方式。

四、課堂氣氛與師生感情均有正向提升

本課程因改變教學方式，教師跟學生有較多互動，故教師本身臉上

的稜角變圓了、講話方式也軟了。重修的同學在期中考後的意見回饋表

上反應說：「老師今年的上課方式比去年活潑很多，我們比較不感到害

怕了。」而且，因為建有FB社團，同學們若遇到問題，透過FB很快就
可以找到老師，老師也可以透過FB偶爾關心一下學生的生活動態，所以
師生互動較過去頻繁許多，彼此間的感情也明顯有提升。

五、學生自學與提問的能力提升

由於老師每週都會分享優良提問單，並邀請全班同學一起來解答這

些提問單的問題，所以同學們逐漸了解，要發問應先自己消化、吸收過

教材，且提問前應先上網尋找解答，找不到答案的才提出來和老師與同

學們討論。透過這個過程，同學們自學與提問的能力在無形中提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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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來的問題深度漸增，看得出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提出的。

六、學生養成作筆記習慣，並產生見賢思齊效應

上課方式改變之前學生來上學不帶筆及帶筆記本幾乎為常態，授課

方式改變之後，學生初期也不習慣老師要求做筆記、提問的規定，但隨

著課程的進行，同學們發現老師很堅持，加上每週確實有人被公開表

揚，同學們逐漸就養成了帶筆記和筆來上學、上課隨時寫筆記的習慣

了。期末繳筆記前還有同學跟老師說：「老師，妳看到我的筆記一定會

驚為天人，我這次一定會贏過我們班的ＯＯＯ，拿到優良筆記獎的。」

果真，那次繳來的筆記相當完整有條理，拿到全班第一，足見表揚的確

已發揮見賢思齊的效果。更令人感動的是，以前學生繳了報告，如果老

師不發回去，很少有同學會想來要回去。可是這次學生繳了筆記，成績

還沒打完就有同學頻頻來詢問何時可以把筆記發回給他們，因為他們覺

得這是自己心血的結晶，一定要留下來好好保存。

陸、研究建議

雖然此課程之實施已獲致不錯之成效，但於課程實施過程中仍發現

有下列三個可改善之處，提供給後續擬進行相關研究或運用此教學方法

於技職課程者做參考。

一、合作學習機制的改善

本課程所採用之合作學習機制，是將學生分組後，在組內分別授予

職務，讓學生依職務分工，也為爭取團隊成績而共同合作。但施作過程

中發現，儘管成績較好的同學樂意幫助成績較差的同學，但成績較差的

同學往往就只是被動地等待別人給的答案或建議，不主動思考或表達意

見。因此，後續若採用類似的上課技法，建議可進一步參考日本小島勇

教授的分享式學習法，要求所有組員在小組討論開始時均先保持靜默，

然後由一組員開始，大家依序輪流，於安靜的氛圍中陳述他的個人答

案，待所有組員都完整陳述完了，才開始小組討論，假使某個組員回

基於UbD理論之技職課程設計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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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沒做功課，無法回答，那就大家一起安靜地渡過屬於他的那一分鐘尷

尬。這種方式，可以敦促學生回家認真讀書，也可提升低成就動機學生

的學習態度，並訓練學生仔細聆聽、口語表達、接納別人意見的能力。

二、Rubric應用方式的改善

Rubric雖有助於學生了解評分原則及相信評分的公平性，但因
Rubric通常由老師自行建構，學生未必信服此Rubric。因此建議Rubric建
構完成後，可於首次上課時公告，並與學生討論有無須修改之處，待大

家都達成共識後，究於Rubric表後面簽名，以證明認可此評分準則並願
確實遵守。這個動作將有助於學生努力朝Rubric所設定的高標準前進，
並減少學生對評分結果的異議。

三、優良筆記遴選制度的改善

本課程雖有效培養出學生的筆記能力及見賢思齊效果，但因學生認

為的優良筆記與老師所選出的並未完全相同，因此還是會有學生覺得自

己是遺珠而深感委屈。因此未來擬於學期末舉辦筆記公開觀摩會，進行

優良筆記同儕遴選，以去除遴選不公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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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e 
Based on UbD Theory

Wen-Yu Liu*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low motivation of 
learning, this study choose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cour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ing the theory UbD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as 
a basis for curriculum design. It incorporated cooperative learning, flip 
classroom, writing notes, FB community and other practices in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t adopted 
diverse assessment manner and Rubric skill in courses assessment to 
enhance objectivity. According to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nd satisfaction 
about course, overall performance was good. Teachers’ teaching skills and 
achievement were improved after autonomous rethinking about teaching 
constantly.

Keywords: UbD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Cooperative Learning, Flip 
Learning, Ru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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