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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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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課堂中，學生缺乏學習動機且普遍存在著「學用落差」的現

象，因此本文作者採互動式教學原則，並融入企業實務元素於課程裡，

目的在於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用合一。其具體做法為：以「個案教

學法」為主軸，運用持續「提問―聆聽―回應」的概念，讓學生培養

「聽、說、讀、想」能力，另加入四場「實務演講」、兩場「企業參

訪」，以及配合企業提出之待解實務議題舉辦期末「提案競賽」，創造

學生與實務人士於課堂內、外與線上、下的密集互動機會，並於過程中

設計多元的學習成效評價方式，除驗證本課程設計有效性外，亦可供未

來於大學教育裡欲達成相關目標之依據。

關鍵詞：互動式教學法、企業實務、個案教學、學用合一、學習動機

DOI：10.6870/JTPRHE.201906_3(1).0003
投稿日期：2019年7月23日，2019年11月8日修改完畢，2019年11月26日通過採用
* 陳信宏，逢甲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助理教授，B型企業王道中心副主任，E-mail: 

forrence@gmail.com

DOI：10.6870/JTPRHE.201906_3(1).0002 

 

 
 
DOI：10.6870/JTPRHE.201906_3(1).0003 

 

 
 
DOI：10.6870/JTPRHE.201906_3(1).0004 

 

	



72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 3-1

壹、前言

在科技進展與資訊爆炸的時代裡，生活中充斥著各樣精采且引人

注意的訊息或設備，間接造成學生於課堂上專注力不足或無法持續的問

題。從訊息處理理論的觀點來解釋，在資訊越發增多的情況下，個體會

選擇性的選擇引發興趣的訊息，才有機會進入記憶系統中（張春興，

1996），因而也造成教師教學上的困難與挑戰。

傳統專注於課本理論、單向式講授（lecture）的授課模式，雖有其

廣泛且大量傳授知識的優點，但卻也有學習者注意力容易喪失的問題

（Noe, Hollenbeck, Gerhart, & Wright, 2018）。根據統計，學習者透過講

授方式學習，授課內容僅10%會經由短期記憶留存至長期，代表將近九

成的內容會在離開教室時立刻被遺忘，甚至在課堂中即未曾吸引學習者

的注意，喪失了教學與學習的本意，因此引發越來越多師者開始思索，

如何將學習所需的焦點，轉移到學生的學習成效上。

過往單向講授的授課模式，是以「教師」為課堂的中心，經由教

師事前的預備，決定在課堂中所欲傳達的內容與專業概念，因而教師

為資訊的來源與提供者，而參與的學生則為被動的接收者（receiver）

（Beebe, Mottet, & Roach, 2004）；但近年授課模式開始轉以「學生」為

主體，因而有「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的出現。提倡者史密斯

（Aaron Smith）與柏格曼（Jonathan Bergmann）認為，透過教學重點的

轉移，可以大幅度地將學生與課堂內的學習焦點回轉，並增進學習成效

（Smith & Bergmann, 2013）。由於將課堂的焦點移轉至學生身上，因

此課堂中教師的角色，將由講授者，轉變為「帶領者」（facilitator），

使學生透過教師所預先規劃的課程安排，從課堂前針對議題的小組聚集

討論，將初步成果帶到課堂中，經由老師採用接續性的提問與追問，使

學生主動地在課堂中參與思考與回應，因而產生更大的學習成效。

另一方面，現今大學教育所面臨的挑戰，除了學生的學習專注力

下降外，學校教育與產業所需間存在的「學」、「用」落差，是另一個

促使學校教育方式必須加以改革之因（Vivas & Allada, 2006）；而此現

象隨著社會變遷與科技的進展之下，若教師不思改進，將有可能被人工

智慧的技術加以取代，因為人工智慧將可進展到能感測到學生上課的



73

反應與狀況，並適時地調整上課的方式與教學模式（Harrari, 2016）。

然而，以商管教育為例，產業界面臨的環境快速，且在大幅的動態變動

下，制式且規範內的知識架構早已不符產業所需，相對的，反而是軟性

卻必須的思考、決策、以及問題解決能力，甚至是目前強調的團體作戰

或跨界合作的能力，才是產業界所需的人才條件，而這正是傳統單向式

講授教學法較難以達成的教學目標（司徒達賢，2015）。

近年來，實務個案教學法（case method）的提倡，試圖解決上述問

題。個案教學法目前廣泛在商管教育中運用，論其主因，除了商業案例

多是由實務經營管理中所發展與累積產生，更在於實務決策的過程裡，

與個案教學所培養訓練的能力相仿，皆是由事實資料的澄清、問題的確

認、因果關係的建立、乃至於最終決策與方案的形成等等（司徒達賢，

2015）；因此當學生透過大量個案的累積之後，除了如同醫學專業中的

案例或法學專業中的判例，慢慢可摸索出多樣個案背後所隱含的學理基

礎之外，更在過程裡學會研讀個案中每個資訊可能的解讀角度，學會在

課前或課堂中思考資訊背後的道理與他人發言的內涵，也學會聆聽他人

發言與自己觀點的相異與相符之處，亦能夠在課堂中知曉如何具邏輯性

地闡述自我意見（司徒達賢，2015），而這正也是個案教學的迷人之

處。

再者，解決學用落差的方式，除了授與實務個案外，添加更多「實

際企業經營」相關的元素可讓學生更加貼近企業實務。即使對於非商管

學院的學生而言，可藉此提前體驗未來職場工作環境中的真實情境，除

了對於職場現況有真實期望外，亦可降低企業雇主在進行職前訓練時相

關成本。而具體做法，可採用「企業參訪」、邀請具實務經驗之人士進

行「實務演講」以及「企業經營相關議題之期末提案」，促使學生於學

期間與企業實務更加貼近。

據此，本文以作者所開設之「國際人力資源管理」課程為例，以圖

1之研究架構圖加以說明。本文欲探討互動教學法是否能增加學生的學

習動機，並提升學用合一的目標；其中，以個案教學法的教學精神，並

運用司徒達賢（2015）所倡導的個案教學模式，設計得以讓學生「提問

―聆聽―回應」的元素，培養學生「聽、說、讀、想」四方面能力，並

融合企業實務元素於當中，試圖驗證此教學法對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

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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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一的目標有所助益。而在實務元素部分，具體做法則以「企業實務

個案」、「實務演講」、「企業參訪」以及「企業實務提案競賽」等四

大素材加入課程設計裡，並透過學生的意見回饋與相關評量結果，加以

反思並檢視企業實務的課程元素對學生學習成效上的實質效果。

圖1  研究架構圖

貳、教學理念與特色

一、教學理念

為解決傳統單向式授課模式學生學習動機低落，以及學用落差的問

題，本課程藉由加入「企業個案」、「雙向乃至於多向式互動授課」以

及「實務提案競賽」等三元素，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實作能力。由於作

者所服務的逢甲大學多年來推行CDIO之教學概念，因而結合此教學思

維的架構下，設計課程內容，除了為創新教學的理念外，亦為作者於構

思課程設計時重要的思維邏輯。其中，C為構思（conceive），代表學生

能夠知道如何去定義客戶的需求、考量所需的技術、發展出概念性的商

業計畫。D為設計（design），代表學生能夠給予較為詳細的資訊描述產

品設計，或是設計產品的草圖。I為實施（implement），代表學生具有

將設計轉為產品、過程或系統的能力，當中包含了軟硬體的製造、系統

整合以及測試。最後O為操作（operate），期許學生能夠培養出持續改

進產品，包含銷售、物流、客戶服務、維護、維修、回收以及升級。因

此，若能用此架構設計課程，將能更適切地融入作者上述的三種元素於

課程裡，更能提升學生學習意願、成效、以及學用合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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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特色

承如上述，以及圖2呈現之課程元素，作者於課堂間發現：理論與

實務間的差距造成學生學習動機不足與學用落差的現象，因此欲運用

「個案教學法」背後的教學理念，以「課堂互動」為主軸，並納入更多

企業實務的元素到課堂中。本課程除了選取企業營運流程中常見之人

力資源管理議題為個案素材外，更納入了「實務演講」、「企業參訪」

與期末「企業實務提案競賽」。其中，所謂的課堂互動，除了老師與學

生之間、或學生與學生之間，更包含了實務演講過程中與業界人士的互

動，甚至包含期末提案競賽準備過程中，企業代表花費大量時間與學生

進行線上與線下的意見交換。

簡言之，本課程之教學主軸，在於運用個案教學法之教學理念，於

課堂中創造多元互動之可能性，並納入企業實務元素，從「企業個案教

學」、「實務演講」、「企業參訪」與「企業實務提案競賽」，來解決

學生缺乏學習動機與學用落差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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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課程元素

其中，「個案教學法」背後的教學概念，從傳統「以教學者為中

心」的教學思維，翻轉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除此之外，

本課程又因著高等教育常為人所詬病的「學用落差」之緣故，因而在實

務個案的基礎上往外擴張，將各種與企業實務得以連結的元素一一加

入，目的皆在於促發學生藉由思考與課堂參與，提升學習動機，並貼近

實務需求。因此，在個案教學方法的教學理念下，司徒達賢（2015）指

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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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課堂中必須設計得以讓學生「提問―聆聽―回應」的元素，藉以讓

學生培養「聽、說、讀、想」四方面的能力。

單就個案教學為例，如圖3所示，企業個案於上課前即發放給學生

閱讀（通常為上課前一至兩週，視個案長度與難易度而定），並鼓勵或

規定能聚集討論，試著針對個案上所提供的課前提問問題加以回應，

因此讓學生討論的方式可以採小組須完成課前個案討論議題的作業來促

成，而此階段即已初步訓練學生上述四種能力，因為討論過程中學生必

須闡述己見、聆聽他人想法、比對他人意見與自我的差異、並再次回應

或說服他人等，這些都是學生在課前得以練習的。

而在課程個案帶領當中，老師秉持著「先提問，後抽選學生回應」

方式，鼓勵學生都能參與思考的動作，並於同學回應後，藉由挑選其他

同學來覆述前位同學發言內容的方式，使同學能夠專注聆聽他人發言的

重點，也督使學生比對他人觀點與自我的異同之處；而且這個過程會與

課前小組討論有所不同，除了組成成員擴及整個班級人數之外，最重要

的是授課教師扮演了關鍵的提問角色，在一系列連續又相互關聯的問題

下，一步步帶領同學更加釐清每個選項背後的思維邏輯，因而學生將被

引導著思考與回應。而這一整個流程，即為上述談及「聽、說、讀、

想」四種能力的培養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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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教學法上的突破之外，本課程主要引入更多「企業實務的元

素」到課程設計中，呈現方法如「實務演講」、「企業參訪」以及「企

業提案競賽」等等。在傳統教學法下，老師依循著教科書的內容，雖

授課教材可透過教科書不同版本與當下時事補充方式更新，但同樣的內

容，授課教師對比企業實務人士的分享，學生的接受程度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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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課程實務演講主題「職涯發展」而論，教科書裡有著同樣職涯規劃

與發展相關章節與理論架構，但從同學的回饋中可得知，學生對於此種

方式的接受程度更高，因而可預期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效：

非常喜歡老師邀請講者來分享職涯規劃的經驗，對比課本的內容，

此種方式能更實際的知道如何運用在我們未來的實際職涯中。

參、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

一、課程內容

1. 課程描述與目標：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為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選修課程，本課程

於課程大綱上之公告目標在於使修課學生瞭解「人的價值可以從適合的

位子加以突顯」。在知識創新的時代，組織的成敗往往取決於人才的獲

取，而人才必須要適才適所才得以發揮；尤其在現今國際化的浪潮下，

許多基本人才管理的議題，須有特別的全球佈置策略觀點。因此，本課

程針對一般學生培養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知能，並透過多種人力資源管

理不同的功能間，搭配組織的策略發展目標，理解並能運用到自我團

體活動、社團運作，甚至未來工作職場中，訓練學生擁有相關思維與能

力，得以分析、管理並解決實務上面臨的問題。課程中將交叉設計個案

討論、小組辯論、角色扮演、企業實例演練、實務演講以及企業參訪等

活動，並以此帶出當中的觀點與理論的意涵。課程中皆以最基礎之人管

思維或功能出發，但最後延伸到關鍵議題：亦即將議題放置到全球布局

的思維下，此議題的深度與範疇如何解決。因此，本課程欲帶領學生在

以下幾個面向上獲得進一步增長：

(1)  認識並分辨人力資源管理不同功能間的作用與應用。

(2)  學習並分析組織中運用不同功能的實際案例與適切性。

(3)   帶領學生從本土觀點延伸至全球布局的思維，因應現今時勢趨勢。

(4)  從互動式活動中學習聆聽、表達、閱讀以及思考的藝術，並學

習換位思考。

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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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養邏輯思考能力與實務導向的問題解決技能。

(6)  藉由多元的個案資料拓展思維與視野，鍛鍊創意方案的發想與

實踐能力。

(7)  學習團隊合作、簡報、溝通等管理者必備之整合能力。

另一方面，由於本課程除了上述的課程原始目標之外，亦試圖透

過加入企業實務案例元素的方式，提升學用合一之預期目標，因此在教

學法上以互動式教學法（更具體而言為個案教學法），並加入「企業參

訪」、「實務演講」以及「企業實務提案競賽」，預期達到以下幾項更

深入的課程目標：

(1)  透過個案教學法提升學生聽、說、讀、想的能力。

(2)  透過主題式實務演講帶領學生對特定議題更貼近實際。具體而

言，以「職涯發展」為主題，邀請不同業界專家到課分享。

(3)  透過企業實地參訪帶領學生對真實企業營運環境有真確的觀察

與體悟。具體而言，本學期課程搭配「阿瘦實業」貫穿整學期

內容設計，帶領學生至阿瘦豐原門市進行參訪。

(4)  透過企業實務提案競賽促發學生整合課程所學，操練換位思

考，以企業經營者的角度出發，並以年輕世代的創意觀點，實

際協助企業解決實務議題，並立即獲得企業端的實務回饋。具

體而言，阿瘦實業訓練部經理分享後，提出「打造最佳的阿瘦

入職體驗」議題，由學生分組進行期末提案，且期末時阿瘦實

業訓練部經理亦到課給予學生直接回饋、評分以及評選出兩組

優勝隊伍。

2. 學習評量：本課程設定學期成績各項比例標準如表1所示：

表1

學期成績各評分項目、內容、與權重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 權重

課堂參與 課堂活動參與與討論品質 25%

課程回饋 指定週別課後繳交之心得反饋 10%

期中評量 團體報告（包括組內互評） 1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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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期末報告 期末分組報告（包括組內互評） 25%

個人期末報告 個人履歷表 10%

期末考試 期末筆試成績 20%

本課程以多元評量方式進行學生學習評量，如表1所示。首先，本

課程由於課堂中大量使用「雙向式老師―學生間」或「多向式老師―學

生―學生之間」的互動設計，故對於課堂參與也特別講求；但為使學生

的課堂參與程度與品質並重，因此設有跟課的課堂助教，除了負責記錄

學生的發言次數外，更針對每次發言進行初步文字紀錄與評分。其中，

評分於學期初即與授課本人進行標準的溝通與確認，分為「良好」與

「一般」兩種，可促發學生發言的意願。本部分將占學期成績25%。

再者，本課程欲在過程中適當地掌握學生對課程進行方式的想法或

意見，因此設有課程回饋部分：學期間設有四次課程回饋的個人作業，

平均約四次上課設有一次回饋機制，因而學生可針對過去四次上課過程

中，是否有相關課程收穫、改善建議、值得延續，或者針對課程內容的

相關疑問等等作回饋，而教師亦可針對每次的回饋內容予以線上反饋，

此作業皆於校內iLearn系統上進行。本部分將占學期成績10%。

另一方面，本課程亦設計期中評量部分。由於本課程將搭配「阿

瘦實業」為標的，進行整學期的課程設計，因此於期中，學生將以小組

為單位，進行阿瘦實業的企業介紹作業，其重點除了要求學生能初步搜

尋與整理阿瘦實業的相關發展背景與經營策略分析外，亦針對該企業在

人力資源制度面的整體理解，使學生於阿瘦實業代表來分享時，學生對

該企業有深入理解，因而可以有更具品質的互動。本部分將占學期成績

10%。

承上所述，於期中作業繳交後，本課程邀請阿瘦實業訓練部經理到

課演講，講題為「從阿瘦談規模企業之人管制度」。講員除了分享阿瘦

的發展歷史與沿革，分析阿瘦在人管制度上的配置與使命之外，最重要

的是在講題最後以企業實際的角度，拋出一個可供學生用其年輕世代的

角度，為阿瘦解析並提出方案的實務議題。期末時則再次邀請企業代表

到課，除了於學生小組上台提案時，給予更實際的方案回饋外，亦與老

師共同評分，最後評選出兩組優勝同學代表，予以適當獎勵。而本學期

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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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的人管議題為：「打造最佳的阿瘦入職體驗」，係因阿瘦訓練部門

認為，雖公司提供良好的入職訓練與引導，但入職初期仍為離職率較高

的期間，因而欲從學生年輕世代的觀點，思索出更貼合新人的入職體驗

計畫，期望有效提升新人的留任意願。本部分將占學期成績25%。

因本課程是以「職涯發展」為主題，故除了課程中以此為題邀請業

界專業人士到課分享外（此部分稍後介紹），亦有招募與甄選相關章節

的講授，實際面上則由教師本人教授有關履歷表撰寫與面試注意事項的

內容，於課程實施前先請學生繳交一份初版的履歷表，然後根據老師於

課堂中所談到的注意事項，以及老師分別給各學生的建議，於期末再繳

交一份完整版的履歷表。本部分將占學期成績10%。

最後，本課程仍按照課程進度於期末實施考試，考試範圍除了課本

講授的章節之外，亦包含了課程中所進行的相關個案、活動、教材，甚

至包含出外企業參訪與期末報告的相關議題，目的在於促使學生在學期

進行過程中有著更進一步的思考與學習。本部分將占學期成績20%。

3. 教學設計與教學大綱：

本課程在教學設計上，正規課程以Noe、Hollenbeck、Gerhart與

Wright所撰寫之Fundamental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為教科書，
搭配各週次所欲傳達的主題，以「企業實務個案」貫穿，並於課程中加

入了三項與企業實務有關的元素，分別為：「企業實務演講」、「企業

參訪」、「企業實務提案競賽」，列示於表2中：

表2

課程大綱

週次 主題 章節 教材/活動 評量設計

01 課程簡介   

02 團隊的能力  棉花糖挑戰 

03 功能面面觀 Ch1 個案1 

04 從工作觀之 Ch4 個案1 課程回饋1

05 實務演講1：阿瘦訓練部范經理  

06 企業參訪1：阿瘦豐原門市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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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人力資源規劃 Ch5 校內職員之工作分析 

08 實務演講2：張國際職涯發展師  課程回饋2

09 招募（含履歷表撰寫） Ch5 個案2 

10 甄選（含面試實務） Ch6 個案2 

11 實務演講3： 104吳副總經理  

12 教育訓練 Ch7 個案3 課程回饋3

13 職涯發展 Ch8 個案3 

14 實務演講4：王博士  

15 企業參訪2：燦坤中區物流中心  

16 績效與薪酬管理 Ch10.12 個案4 課程回饋4

17 期末企業實務提案競賽  阿瘦訓練部范經理 

18 期末考試   期末評量

由表2得知，本課程共計安排了四場實務演講、兩場企業參訪以及

期末的企業實務提案競賽，相關詳細介紹接續於教學設計範例中加以呈

現。

二、教學設計範例

首先說明實務演講的場次，接續為企業參訪，最後則詳細介紹期

末的企業實務提案競賽。四場實務演講先搭配期末企業實務提案，邀請

阿瘦實業來課堂上加以介紹企業，之後選擇與學生未來發展息息相關之

「職涯發展」為題，邀請三位在各領域學有專精的專家，包含考取國際

職涯發展師證照的人士、進行企業招募甄選相關業務多年的專家、從事

人力銀行平台的高階主管以及從學界運用專業轉換跑道之前輩等，來課

堂中跟學生分享。細節詳細列示如下：

(1)  首先，於第五週搭配期末的企業實務提案競賽，邀請配合之企

業「阿瘦實業」人力資源訓練部的范經理到課程中，介紹阿瘦

實業過去的發展歷史與企業經營理念，並針對該企業的人管制

度進行說明，最後更拋出一項目前訓練部門所遭遇懸而未決的

實務議題：「打造最佳的阿瘦入職體驗」（理由如上所述），

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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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學生分組後必須與企業端窗口保持聯繫，並收集相關資

訊，以及運用課程中所教授的分析模型與工具，進行完整之提

案報告，並於期末時上台簡報小組的分析成果，由老師與范經

理一起評分。該場次相關課程紀錄於圖4呈現。

(2)  而第二場次，則在第八週安排考取國際職涯發展師證照專業人

士到課分享，講題即是：「如何考取國際證認的專業證照」，

但張發展師並不只針對考試的預備與過程加以介紹，更分享了

過往為何對職涯發展相關專業產生興趣，以及如何一步一步走

上這個幫助他人找回自己的專業中。該場次相關課程紀錄於圖5

呈現。

(3)  第三場次則於第11週邀請任職於104人力銀行的吳副總經理到

課，分享題為：「遇見最棒的自己：談成功職涯規劃的四大策

略」，由於吳副總經理原本所主修的是食品營養相關科系，但

一連串預期外的人生際遇，促使她走上人力銀行的行業，目前

因集團營運焦點的轉變，更一腳跨入銀髮長照的事業中，因而

其所提供的實務建議，更貼近並符合這些年輕學子的需求。另

一方面，在職涯選擇部分，吳副總經理由其在人力銀行工作多

年的經驗與觀察，提出深具遠期觀瞻的見解，對學生的幫助非

常大。該場次相關課程紀錄於圖6呈現。

(4) 系列演講最後一個場次則邀請到目前創立運動管理相關事業的

王博士來分享，題目為「人力資源管理新篇章：管理你的人力

資源」。王博士的過往經歷非常特殊，從小熱愛運動但不愛

念書，卻一路因緣際會拿到博士學位，但因尋求教職過程不順

遂，加上從攻讀博士期間開始投入鐵人運動中，反而開啟了他

現在得以結合其熱情（運動）與專長（研究）的事業，成為人

人羨慕的工作者。而分享過程也意外的引起在場學生的共鳴，

因有些學生也同樣面臨在興趣與職涯選擇的兩難中。該場次相

關課程紀錄於圖7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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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介紹安排的兩場企業參訪：

(1) 首先第一場是搭配期末的企業實務提案競賽所安排，至阿瘦的

豐原門市參訪。由於此次的提案競賽主題為「打造最佳的阿瘦

入職體驗」，因此圖8中有一位為剛到阿瘦工作一個月的新進員

工，所以在門市中除了由店長負責介紹門市的櫃位安排及服務

方式，包含讓學生體驗阿瘦目前最新研發導入的「足部檢測」

技術；另一個重點，則是店長介紹公司一般在新進員工的師徒

帶領方式與相關教育訓練的制度，且由於現場有新進員工的緣

故，因而也安排了學生分別針對這些員工加以觀察與訪談，瞭

解目前人管訓練制度上的安排，以便讓各組於期末提案時的討

論基礎。

(2) 另一場次的企業參訪則到了燦坤實業的中區物流中心。該場次

參訪中，主要由魏中心長協助安排，首先介紹物流中心的任務

編排與組織配置，之後將所有參與同學分為三大組，而這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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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就是在該物流中心裡主要的任務分配，分別為裝配組、物

流組以及維修組，且透過跑關方式，讓各組同學輪流在各組織

間透過場次負責主管來加以介紹，使同學更加熟悉物流中心的

人力配置與作業流程。該場次相關課程紀錄於圖9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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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的范經理到課堂中，與教師一同擔任評審，針對各小組所提出的提

案，以書面內容（15%）、內容合適度（25%）、報告表達（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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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實踐歷程 

一、教學內容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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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編排裡，因此授課教師可以配合上述的幾項實務元素與個

案，分別在各週進度裡詳加介紹各個重要概念。然而，由於本課

程主要強調提升學生的自我學習動機，因此教師在課程中搭配漸

進式的提問方式，鼓勵並促發同學們可以在課堂中與小組成員討

論，另一方面也搭配以下談到的幾項課程活動的設計，強化學生

在此教科書講授過程中的吸收能力與興趣。

2. 課程活動設計：在課程進行過程中，教師可搭配課程的內容設計

相關活動。舉例而言，本課程搭配人管領域最重要之工作分析章

節，協調校內外幾位在各單位的任職人員，分派給各組，因而各

組將針對所分派之對象進行其工作分析的練習。由於工作分析的

成果包含了工作說明書與工作規範，因此各組從完成之觀察與訪

談，或者從各專業網站（例如：104人力網站）所獲得的相關資

料，整理後於當天最後一堂課中當場發表與分享。因此，對學生

而言，可以同時練習並瞭解校內（如：教發中心）職員或校外早

餐店店員的工作內容與應徵條件，進而清楚分辨出工作說明書與

工作規範上的差異。

3. 個案教學：有關個案教學之方式，除了如上述的教學流程外，下

一節將實際簡介個案教學的引領方式。

4. 影片／電影教學：由於人管的議題是相對實務，且學生對於影音

相關的內容也更具興趣，因此本課程嘗試在講授過程中適度的引

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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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某些影片，除可作為該專業內容的實證演示外，亦可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舉例而言，課堂中會穿插如TED的演講、youtube

上的影片片段、或者在課堂中播放《Up in the Air／型男飛行日

誌》的電影片段，幫助學生理解人管領域的相關功能概念。

5.  企業參訪：將學生從課堂帶入到企業實際營運的環境裡，對於學

生而言將是最實務的學習方法。以本課程這學期談論新進人員的

訓練與服務流程的內容，或者談到物流中心的人員配置狀態時，

若缺乏適度的真實環境，學生無法對相關場域的概念有所連結，

更無法理解所談論的實務做法有何意義，因此首要之務是帶領學

生走出教室進入企業場域。

6.  實務演講：本課程採主題式的演講議題加以設計，而之所以以

「職涯規劃」為系列實務演講的主題，是因此議題為學生未來不

論是否繼續在人管領域發展皆會面臨的重要課題；而邀請到課的

演講者，分別為二十歲、三十歲以及四十歲以上之世代，因此對

學生而言，更可透過此精心安排，聽取不同年齡的專業人士對此

議題的看法，因而對於學生未來職涯規劃有直接的幫助。

7.  課堂／課後之個人／小組之實作任務：本課程在實施過程中分別

加入了課堂中個人作業、課堂中小組作業、課後個人作業以及課

後小組作業等，而課堂與課後的作業以八比一的比例配置，主

要考量減輕學生於課後的作業負擔，且以小組的作業為主，因本

課程希望鼓勵學生在小組間學習團隊合作相關的領導與溝通等技

能，故該設計有其用意。另一方面，在作業部分可能是活動後的

課程回饋單或學習單，主要以促發學生反思與整理所學之目的來

加以設計。

8.  企業實務提案競賽：如前所述，此設計主要在於促使學生能運用

課程中所教授的相關知識與觀念，實際運用至企業所提出的實務

議題，嘗試提出解決方案。由於學生往往對於企業實務營運環

境有不切實際的想像或未能考量周全的偏狹，因此在過程中教師

甚至企業窗口，皆必須有更多時間的投入與帶領，而主要目的或

許不在於真的獲得令人驚豔的提案，而是在過程中學生學習如

CDIO的教學框架下實作運用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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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個案教學範例

本章節將以作者為此課程所撰寫的實務個案為例（附於附錄中），

簡易說明實務個案的教學方式。如上所述，本課程個案以下列流程進

行：課前個人閱讀→課前小組討論→課中老師提問→老師抽點名卡請學

生回應→針對學生回應再提問進階問題→再提問或抽選其他同學覆述→

進行結論，因此，在此流程中，學生得以練習聆聽、表達訴說、閱讀、

思考反思等相關能力，而實際的操作方式，於下簡述。

於附錄中，作者針對員工招募的章節撰寫了「The Choices  of 

Recruitment Methods」（中文譯名為：選擇招募方法）個案，當中列示

了十一種於實務中常用的招募方案，包含了員工內部推薦（Employee 

R e f e r r a l s）、獵人頭（H e a d - H u n t e r）、報紙廣告（N e w s p a p e r 

Advertisement）、以及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等招募方法，也提供了

其他的選項，因此學生可以嘗試採用更多更新穎的方式。另一方面，作

者設計了一個跨國公司的案例，以第一個個案為例，內容主要描述一個

位處歐洲的土耳其新創公司，由於面對著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口，因而希

望用更具創新的方式來提供相關老人照顧的服務，並且希望未來能將服

務的範圍擴及亞洲。因此，學生在課前可先針對個案進行閱讀，並與同

組組員相互討論，獲得想法上的刺激或是不同的啟發。

另一方面，對於授課教師而言，需先設定個案帶領欲達成的目標。

以此個案為例，作者欲使學生能透過此次個案的帶領學習到：「選擇之

招募方式必須和策略目標相符」，因此需先帶領學生釐清其在選擇招募

方法前，需先設定好該階段的策略目標為何。舉例而言，若設定的策略

目標為：「招募提供服務的員工」，則可先帶領學生釐清提供服務者的

樣貌，並且瞭解對服務需求與選購的對象，例如所服務的對象，可能是

中年工作人口，而其有照護老年父母需求，但實際服務的對象是其年老

之父母。但是在帶領討論之前，教師也必須先釐清，主要是誰提供老年

照護服務？以及提供老年照護服務的技術門檻多高？因為這將牽涉到所

要招募的對象不同與媒介的差異。以表3說明：

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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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服務提供者招募方式之矩陣

    年齡
 技術門檻 招募方式 
   年輕  中年婦女

 低 廣告或就業中心等 社群媒體或人力銀行 廣告或就業中心等

  透過較高端的招募 員工推薦、獵人頭、 員工推薦、獵人頭
 高
  方式，如人力銀行 建教合作與實習等 

但若招募的對象並非直接提供照護服務的人員，而是可以創新方式

設計服務的後端人員，則可以經由社群媒體或校園招募等，也可透過人

力銀行等管道；然若設定的招募對象為具備跨國經營的管理人才，則可

能該人員須有多國語言的能力，且具備一定之經營經驗，因而可能就會

需要更高端的員工推薦或成本非常高的獵人頭等管道。

另一方面，授課教師可以進階詢問同學選擇這些不同招募方法的優

缺點與考量的基礎點，例如以表4為例，主要簡易的羅列了五種招募方

法的優缺點，教師透過詢問學生選擇的原因，進一步帶領學生去思考為

何選擇該選項之相關優點與缺點，並進而帶領學生理解不同招募對象有

其適合之招募方法。舉例而言，多數學生認為採獵人頭的招募方式可吸

引到更高品質且適配工作職缺的員工，但學生往往忽略了該方法所需耗

費的成本驚人，往往會是該名人員年薪的1/3甚至1/2以上，因此若該職

缺並非高階之管理階層，公司往往會避免使用。

表4

五種招募方式之優缺點探討

 招募方法                     優點                    缺點

  1. 適配度較好 1. 招到的人數較少

 員工推薦 2. 品質較好 2. 多元性較差

  3. 較高績效、高滿意度、低離職率 

  1. 高品質，通常是經驗豐富 1. 人數少
 獵人頭
    2. 費用大約年薪1/3到1/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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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仲介或 1. 品質會先被人力公司篩選過 1. 通常是較低階的工作，較少

 人力銀行 2. 通常有試用期  管理職或高階的工作

  1. 可吸引大量應徵者 1. 吸引到的應徵者品質落差較

  2. 可增加多元性  大→可透過在廣告中明確標

     示所需資格來降低

    2. 有時會需要花費較大的廣告

 廣告    成本，如電視廣告

    3. 工作表現較差、離職率較高

    4. 所吸引可能是年紀較大求職

     者

  1.可廣泛吸引大量人才 1. 品質難保證

  2. 針對年輕人

  3. 主動權交還給應徵者

 社交媒體 4. 現在擠下校園徵才為前五大招募

 （SM）  管道，工具含LinkedIn（94%）FB

  （66%）Twitter（52%）

  5. 雇主可透過SM觀察 

因此，以授課教師而言，可用下面預先設計的提問順序，達到預

先設定的教學目標。但若教師有其他針對不同授課對象而設定的教學目

標，或可思考用其他的提問順序。惟須留意的是，這些問題僅為參考所

用，教師可因應授課現場的狀況加以應變：

1. 如果你是招募者，你會使用哪種招募方式？

2. 請問你選擇此的原因是什麼？

3. 請問你選擇此的結果，有符合剛剛所說招募的原則嗎？

4. 請問你的選擇和他的選擇為什麼不同？有什麼前提假設不一樣

嗎？

5. 請問為什麼你的這個選擇，不適合那位同學的前提假設？

6. 請問這些不同的選擇，各自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7. 請問你們的選擇在考量時，有考量到歐盟的條件與政經情勢嗎？

8. 如果有，有什麼考量？此考量是否影響你的選擇？

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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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加入歐盟，對人才招募的影響為何？

然對授課教師而言，還可做進一步議題上的延伸，例如「探討傳

統招募方式與時下流行之社群媒體招募之比較」、「社群媒體招募方式

是否會取代傳統招募方式」、「若人資主管欲以社群媒體當成主要招募

方式，應如何經營」等，針對如作者任職系所之學生背景，或許也可帶

領學生探討「脫歐對人才招募的影響」等相關議題，加深議題探討的深

度。

整體而言，個案教學所列示的是一種教學的理念，教師藉由對教學

目標的設定與預先設計，以一系列相關聯但層層深入的問題，將一些看

似簡易卻極需思考以獲取的相關概念，促發學生透過思考與討論，比對

彼此答案，甚至回應並覆述相關答案，藉以達到更具效果的學習過程。

三、學習成效評量

以學習成效而言，本課程如上述以六個向度加以多元評估，並採計

不同權重設計，試圖更全面地提升並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以表5來作

簡要說明，整合前述之課程目標，主要以下面三種整合型的核心能力為

本課程的學習成效評量指標，分別為：(1) 國際人管專業知識；(2) 邏輯

思維與批判思考；(3) 跨域團隊合作相關能力。其中本課程會得以呈現

跨域團隊合作，主因在於本課程雖開設於國貿系之選修課程，但由於有

關人管課程常吸引許多非本系或甚至非商學院的學生來修課，且作者分

組方式皆以刻意編排不同年級、不同性別、不同系所不同學院的方式加

以組合，因而可以強迫學生與不同思維邏輯的組員合作，亦可促發其創

意思維的模式。而相關核心能力評量指標之進行方式與呈現方法，亦於

表5中加以呈現：



91

表5

核心能力進行與呈現方式

 核心能力                進行方式 呈現方法

   運用課程講授內容完成
  課堂／課後之個人／小組之實作任務
   實作任務

 國際人管  運用課程教授內容分析
  期末企業實務提案競賽
 專業知識  並提出專業方案

   採紙筆測驗測試專業知識
  期末考
   的獲得程度

   透過提問―回覆―覆誦過
  個案教學之提問原則
   程獲得聽說讀想能力

 邏輯思維與  藉由個人思考與小組討論

 批判思考 課堂／課後之個人／小組之實作任務 練習比對自我與他人回應

   或自我答覆間之差異

   提案預備過程中與呈現時

  期末企業實務提案競賽 的邏輯思維與提案成果之

   自我提問

   小組任務討論與呈現過程
  課堂／課後之小組之實作任務
 跨域團隊  中的合作相關能力養成

 合作  實務提案的預備與呈現過
  期末企業實務提案競賽
   程中組員間相互搭配

四、教學成效評量

本課程在設計的初始，即為了分析與瞭解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的教

學成效，而設計了多樣的評量機制，搭配隨課助教的配置，因此可以進

行許多更深入的訪談，以下分別列示，並舉出實際資料加以說明：

1. 課堂發言次數與品質：課堂助教於課程進行中皆會記錄每位同學

於課堂中的發言狀況，而發言情況分為「主動與被動」以及「品

質優良與品質一般」加以記錄，因此可以清楚看到一些透過課堂

經營過程中所培養的趨勢，舉例而言，就發言次數來看，學生

於學期初期三堂課主動且發言品質優良的次數約僅有1.57次，而

發言總次數也僅有平均8.36次，但以期中過後的三次課程來統計

（第12到第14週），主動且發言品質優良的次數成長至7.12次，

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92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 3-1

而發言總次數也成長到平均14.74次，雖整體而言總發言次數未

倍數成長，但以作者之觀察來看，主因是每位發言者的發言時間

拉長之外，且內容也更加深入，因而可謂整體發言的風氣已經建

立。

2.  課後秘密訪談：課堂助教會挑選幾週於課後邀請一至兩位同學進

行私下訪談，且為使訪談內容更具真實性，作者會離開教室，而

訪談的內容會依據各週上課的內容加以調整，但一些關鍵核心問

題上，多顯示學生對於互動式的教學方法更為投入與喜愛，而相

關內容舉例如下：

(1)  詢問：「若有機會選擇，你會比較偏好傳統講授式的教學方

式，還是這類互動式／參與式的教學方式？」

個人覺得每堂課都有適合它的授課模式，有些課程就不太適合以互

動式的教學模式授課。若僅以此堂課程，個人會較偏好互動式的教

學模式，這樣的授課模式較有趣、新鮮，也可以讓同學更融入其

中。（學生A回應）

個人較偏好互動式教學的方式，因為一般傳統型的課大部分只要自

己閱讀教科書，大多能融會貫通，但互動性的課程所教給學生的知

識較偏向讓學生去領悟其中的知識，而這樣的知識則僅能依靠這樣

的教學方式才能得以學習，無法自學。（學生B回應）

(2) 詢問：「傳統式的教學方式讓你學習更多／更快／更持久，還

是這類互動式／參與式的教學方式？」

沒有一定，此兩種教學模式所學習到的知識類型不太相同。舉例來

說，傳統式的教學模式，主要能學習到教課書上的知識，但互動式

的教學模式，可以學習到如何處理、應對人際關係、如何與他人

溝通、表達自己的想法等，皆是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學生C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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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互動式學習所得到的知識比較不容易遺忘，也能透過這樣的

學習方式，學習的更快、更多，因此課程所賦予的知識會讓學生有

深刻的體悟，比較容易去掌握；傳統課程則較偏向填鴨式教學，一

次灌輸很多知識，若課後無複習，則很容易遺忘。（學生D回應）

(3) 詢問：「整體而言，以滿分百分來評分，你會給這個活動的帶

領打多少分數？」

90分，因為覺得這樣的活動很有趣，又剛好遇到好相處又活潑的組

員，大家積極的參與其中，並且溝通良好。（學生E回應）

80～90分，以上過的課程，此堂的授課模式（互動式教學）以自身

而言，算是接受度很高，雖然可能些許時候還是會分心，但從中獲

得的東西比從前傳統課程的還多。喜歡老師和學生有互動，認為這

樣的教學模式交予學生的不僅僅是知識，也能交予學生待人處事的

態度，不僅教導知識，也能交心，讓學生更融入其中，並且我認為

這樣的教學模式應該更加的推廣，尤其是高中以下的學童（高中以

上的學生可能較難改變他們的思想），希望臺灣教育可以用不一樣

的方式來教導，讓學生對學習的態度改變，好的學習態度必須從小

開始培養。（學生F回應）

3. 課後課程回饋：本課程在課程進行過程中設計了四次的課程回饋

機制，透過學生的文字回饋內容，可以大致歸納出學生對於老師

採用互動式的教學過程，以及將各種實務相關元素納入課程裡，

多有正面的肯定與回應，以下列舉數個學生回應加以呈現：

在課堂上，老師常常提供一些活動給各小組去完成，這是一個非常

實際的做法去讓同學們更能體會到人力資源的管理，例如決策、分

工、執行等等階段，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以最有效率的方式，

使各個成員都能把自己的特點發揮到最好，另外在課堂上一些特別

的訪問活動，整個活動流程都能學習到人資的一些細節，隨著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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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一個一個的進行，我覺得各組在人力資源上都有長足的進步。

（學生G回饋）

范經理用實務面的方式來向我們解說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應該做些

甚麼，其中我最喜歡的說法便是「員工就是我們的內部顧客」，以

服務的精神來對待內部顧客是一個好的循環，也讓我見識到原來公

司內部的訓練不只是死板的上課和培訓。（學生H回饋）

王博士透過自己的人生經驗，來告訴我們人力資源職場上的一些實

際現況和他所經歷到的一些人生選擇。其中，我對於演講中的一張

PPT印象深刻，內容為：思考如何發展我的人力資源藍圖？然後下

方搭配了一套連動的齒輪（3個）互相影響，這3個互相影響的齒輪

裡分別寫著：常保熱情的興趣、將興趣發展為專業以及讓專業成為

謀生工具。這3點看似簡單且合理，但我想大部分的人很難做到。

有人為了更好的出路，選擇放棄興趣；有人為了賺更多錢，選擇從

事自己毫無興趣的工作；也有人為了保住對於興趣的熱情，而不知

道自己的下一餐在哪裡。回顧王博士對於自己職涯的選擇，可以說

完全扣緊了這3個齒輪，因此也聽來更具有說服力，面對著畢業當

前的事實與時間的壓力，也希望自己能在自己的堅持上有所收穫。

（學生I回饋）

104人力銀行的吳副總來向我們分享有關她過去的職涯歷程，真的

很精彩，也很勵志，其實現在很多大學生，不知道未來要幹嘛，也

不知道未來的趨勢，非常的封閉，或者說是及時行樂，沒想到那麼

遠，但這其實非常的危險，因為當代年輕人要面對的，其實遠比過

去那個時代還要複雜很多，在這個資訊快速流通的時代，如果不先

進行規劃，想辦法跟上，很快就會被這股洪流吞噬。透過吳副總的

分享，有很大的鼓舞，也得到了非常好用的資訊，原來104人力銀

行的網站有提供那麼多資訊，不僅可以看到過去學長姊的經歷，還

能透過其提供的數據推得部分產業未來的走向，真的很可惜現在才

知道，其實像這樣就晚別人很多步了。（學生J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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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進入期末，課程也即將進入尾聲，綜觀這一整個學期的學習，

我覺得這一門課很棒的地方在於它課程的設計。有別於一般那種完

全照本宣科、重理論述的課，同學們能夠透過多元的管道和窗口

學習人資管理的知識與經驗。上週104人力銀行的吳副總更是將她

人生的經歷、選擇結合演講，給予同學們在人生道路上有更多的啟

發。其中我對於吳副總很有感的一張PPT是有關於「先看見，才相

信」和30歲的夢想選擇。當下一聽到30這個數字，算算我也已經

進入個位數的倒數階段了，面對著畢業在即的事實，許多人都有了

自己畢業後的打算和想法，當然我也有我的，但常常在攤開來與其

他人的比較過後，覺得自己總是走在不一樣的道路上，我也常常自

我檢視這樣的選擇是否合理與正確，但在聽完這次的演講與啟發過

後，我的心中算是浮現了一個更堅定的答案。（學生K回饋）

4.  教學與學習評量：本課程於學期結束前進行了課程評量，主要用

以評量整體課程的教學成效，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相關結果列

示如下。各題項採六點同意量表，本課程共68位同學選修，有60

位同學完成評量。整體而言，此評量除了顯示課程於此安排的教

學成效良好之外，同時亦展現本課程設計促發了學生對該專業的

自我學習動機。茲挑選幾個題項之結果列示如表6：

表6

教師教學成效評量與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結果示例

                              教師教學成效評量

1 教師的教學方式對我的學習很有幫助 5.49

2 這門課值得向其他同學推薦 5.53

3 整體而言，我對此課程感到滿意 5.54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1 本課程能讓我瞭解人力資源管理的相關概念 5.72

2 本課程所選用的教材／活動／設計相當具有學習價值 5.42

3 我喜歡本課程使用個案教學／互動式教學的設計 5.63

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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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若以學校於期末統一進行的教學評鑑來看（列示於表

7），總共回收34份，其中有效份數為31份，而本課程獲得4.54

分／5分的分數，其中可觀察到當中有幾項較為重要的問項，例

如：「教師的教學方法靈活調整，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獲得

4.55分（標準差0.81），當中有22位（70.97%）同學勾選「很同

意」，5位（16.13%）的同學勾選「同意」，3位（9.68%）同學

勾選「普通」，僅1位（3.23%）同學勾選「不同意」，且未有同

學勾選「很不同意」選項。整體而言，同學們多數同意在本科目

收穫豐盛（4.52分，標準差0.81），其中21位（67.74%）同學勾

選「很同意」、6位（19.35%）勾選「同意」、3位（9.68%）勾

選「普通」、1位（3.23%）勾選「不同意」、而同樣未有同學勾

選「很不同意」選項。

表7

學校教學評鑑評量結果

學校教學評鑑評量結果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教師的教學方法靈活調整，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 4.55 0.81

2 本科目的任課教師是教的好的老師 4.61 0.72

3 若有機會，我樂意修習這位教師所開設的其他課程 4.45 0.81

 整體而言，我在本科目的收穫豐盛（如專業知識、
4  4.52 0.81
 技能、態度或價值觀等方面） 

5. 組員互評：本課程為促發學生在小組內能有更大動機投入各種任

務與期末提案競賽中，因此安排於期末每個學生皆填寫針對該組

之組員互評，該評分表以7個問題來評價包含自己與所有組員的

表現狀況，如：「個人負責的作業尚未做完或毫無準備便去參加

團體會議」與「在團體會議中，鼓勵其他人發表他們的意見及想

法」，而期末教師可參閱各組員間的評分狀況予以調整學生的報

告與學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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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反思與建議

「人力資源管理」是一門在商管領域中較為實務的課程，但牽涉到

的人員管理議題太過廣泛與複雜，因而若教師僅專注於課堂中教科書內

容的傳授，學生往往無法吸收與理解當中的精髓。另一方面，本文作者

在教學現場觀察到用傳統講授的方法，學生除了面臨易於分心且專注度

不足的情況之外，亦容易產生學用落差的問題，因而作者試圖採取互動

式教學法來加以改善，以個案教學的精神，秉持「提問―聆聽―回應」

的操作模式，在課堂中訓練學生「聽、說、讀、想」的能力；且為了提

升學用合一的效果，在課堂中大量納入企業實務元素，打破課堂的框

架，邀請了4位企業實務專家到課堂中演講與分享關於「職涯發展」的

相關主題；期末更與其中一家企業合作，藉由該企業實務專家到課演講

時，拋出該企業目前所面臨待解決的人管實務議題，試圖以學生年輕世

代的觀點，舉辦「期末提案競賽」，並由該企業派代表參加，與授課教

師一同給學生最直接且實用的評價與回饋。另一方面，本課程也帶領學

生走出教室，因為學生未來的職涯發展必須跨域，但學生要跨域，首先

須由教師開始，因此，本課程亦安排了兩場實際到企業經營場域的「企

業參訪」，透過此安排讓學生更貼近實際工作環境，親臨實地現場來思

考企業經營的考量基礎。

整體而言，本課程透過一系列的評價機制，不論是教師教學的成

效評量，亦或是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皆顯示了本課程設計與所採用的

教學方法有其成效，且學生對該授課教師的教學方法給予肯定。但更重

要的是，透過互動式的教學方法，將可活化學生的邏輯思維與批判思考

能力，並以大量小組實作的設計，促使學生在短短十八週的時間內，學

習跨域的團隊合作能力，活化學生未來於學習或職涯更多元發展的可能

性。

然在課程執行過程中，仍有多處需改善之處，期許未來課程設計與

執行者得以留意。首先，本課程雖聘僱一名隨班與專責的課堂助教，協

助課堂整體規劃活動的進行，但由於本課程設計包含大量課堂活動的評

分、大量與企業端的聯繫以及出訪時的相關行政流程等，因此若在班級

人數較多的情況下（本次課程修課人數多達68名學生），建議增聘一名

連結企業實務以提升學用合一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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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的助教，或者請求課堂中的學生擔任課代，將可大幅降低課程之負

擔；另外，本課程由於設有與企業端合作之期末提案競賽，因此授課教

師應留意在學期初除了公告相關細項之外，亦須於課堂中不斷提醒與帶

領學生，盡早開始進行與規劃時程，以避免期末在報告預備上的困擾；

最後，本課程由於牽涉的相關活動較多元，因而實施的教師須留意相關

教材或活動的事先安排與聯繫，方可確保整個學期的課程設計成效極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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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The Choices of Recruitment Methods
Forrence HsinHung Chen

Following are 12 different recruitment methods and 3 different companies 
locat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Please pick the suitable one out of the 12 
methods to each company, and explain the reasoning.

Recruitment Methods
1. Employee referrals
2. Head-Hunter
3. Manpower company / Employment agency
4. Newspaper advertisement
5. Social Media
6. Corporate website
7. TV advertisement
8. On-Campus recruitment
9. Government Job Centers
10. Job fairs
11. Co-ops and Internships
12. Others

Case 1:
For the growing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Europe, a Turkey start-up company 
TurCare plans to provide the elder home care services with innovative 
methods. Its customers expect to cover the whole EU, and tries to extend 
business to the Asia in the future. 

Case 2:
Founded in 1940, a French company FrenCloth is a family-based cloth 
manufacturing and selling company with over 10,000 employees in 40 
factories. This year FrenCloth wants to integrate e-commerce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into business model for operational expansion.

Case 3:
A UK luxury hotel UKInn established in 2000. Responding to the various 
changes and challenges, UKInn has grown significantly in size and scope, 
including building the new hotels. UKInn wants to expand from UK, Spain, 
and France to Germany, Italy, and the Eastern Europe. Currently, UKInn is 
highly understaffed for both room attendants and m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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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Business Elements into Curriculum 
Design to Enhance the Matching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e

Forrence HsinHung Chen*

Abstract

Nowadays, students lack motivation to learn in classrooms, and a 
general phenomenon of mismatching education and practice has emerged. 
Therefore, this course adopted the interactive teaching principle and applied 
business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design.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nhance the matching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e. Through the “case method” and the concept of “asking-listening-
responding,” this approach aims to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in terms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thinking.” In addition, the course includes 
4 practical speeches and 2 business visits. Moreover, the final project is 
designed with real practical problems provided by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 
This creates many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and practitioners, both 
in and out of the classroom as well as online and offline. In the process, 
the study incorporates multiple evaluation methods to verify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evidence for building similar 
educational approach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 business practice, case method, 
education and practice match,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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