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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策略及特色 

本次將開設於大二兩學分的顧客關係管理課程，列為創新教學課程的原因是，多年來

本人擔任資管系學生校外實習輔導老師，在輔導資管系學生的校外實習課程時，觀察到我

們的學生會在實習過程中陣亡，中途離退，並非是資管專業能力不足，而是源自於對實習

環境的適應力、對同事與主管的溝通表達力，甚至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不足。 

因此不同於過去的顧客關係管理的課程設計，過去的課程設計主要教導學生資訊系統

的操作，輔導學生期末考取證照。本課程希望培養資管系學生不僅能設計系統，也能應用

系統，為企業解決管理問題；未來更能在企業內部扮演溝通與輔導角色，教導各部門使用

系統並協助解決系統運用問題。有鑑於此，學生於職場中所需的聆聽能力、表達能力、互

動能力、問題解決能力，也是本課程想要加強培養學生的部分。 

本課程的特色，希望運用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學方式，

讓學生以角色扮演方式，模擬業務人員、客服人員、部門主管等日常工作情境，思考並設

計業務人員、客服人員，與潛在客戶及成交客戶互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實務問題。 

透過角色扮演的情境模擬，培養學生未來就業時，開發新客戶時所具備的企劃能力、

聆聽能力、表達能力、說服能力、與客戶互動能力等實務技能；培養學生運用顧客關係管

理系統，提升業務與客服工作流程的管理能力，課程目標為: 

1. 讓學生熟悉業務部門的工作流程與管理機制 

2. 讓學生熟悉客服部門之工作流程與管理機制 

3. 培養學生運用顧客管理系統，解決銷售與客服的實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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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計畫 

本課程是每周兩小時的選修課，希望讓學生熟悉顧客關係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系統的功能與操作外，也能經由角色扮演方式，並運用

CRM系統中的「銷售模板」，讓學生瞭解業務人員的工作流程，並模擬業務人員、客服人員、

部門主管等日常工作情境，從中設計業務人員、客服人員，與潛在客戶及成交客戶互動過

程中，可能產生的實務問題及因應之道。本課程設計重點有三: 

 (1)透過 CRM系統的教學，讓學生掌握業務與客服人員的工作流程及部門管理重點 

資訊系統的設計與應用，是企業營運流程的最佳展現。因此本課程，首先透過 CRM系

統的教學與操作，讓學生瞭解業務人員與客服人員的工作流程及部門的管理重點。在 CRM

系統的教學部分，讓學生瞭解鼎新電腦的 CRM系統架構與功能之外，也讓學生瞭解潛在客

戶管理、銷售活動管理、客戶服務管理等管理重點；客戶與銷售活動部分，則涵蓋:客戶資

料建立、客戶分配管理、銷售商機管理、工作紀錄與行事曆管理、客戶報價管理、銷售活

動管理；客戶服務管理部分，則涵蓋:客戶服務案件登入、客戶服務處理回覆、案件求助與

支援處理、案件派工調整、結案案件滿意度調查、結案案件複查。 

(2)透過角色扮演與實務情境模擬，培養學生銷售與客服問題之解決能力 

課堂中，學生透過角色扮演，模擬業務人員、客服人員、部門主管等日常工作情境，

學生透過分組討論，思考並彙整銷售與客服人員，與潛在客戶及成交客戶互動過程中，可

能遇到的問題，以及部門主管提供業務人員與客服人員的解決之道。 

(3)透過活動攝影及同儕之「演練、討論、講評」，提升學生職場互動能力 

課堂中，為設計模擬情境，學生需進行分組與角色分配。同組組員需有多次的情境演

練、主題討論與相互講評；各組實際演練時，則運用活動攝影，紀錄各組實際模擬演練過

程；演練結束，則由其他組的同學進行講評，以同儕角度，提出回饋意見與改進之處。透

過活動攝影及同儕之「演練、討論、講評」，學生再次審視自己與客戶應對神情、聆聽能力、

口語表達能力、對於問題的反應力及與團隊成員的互動能力。 

本課程之教學進度與內容，規劃如下: 

教學進度及

內容規劃 

週次 課程內容 教學活動 

第 1 週 課程內容說明 

1. 瞭解學生科系背景 

2. 彙整學生對課程意見 

3. 說明課程內容與要求 

4. 建議分組人數與方式 

第 2 週 
鼎新 CRM 系統 

--系統架構 

1. CRM 系統模組內容 

2. CRM 與 ERP 之關聯. 

第 3 週 鼎新 CRM 系統 1. 基礎操作 



--基礎操作 2. 帳號與權限 

3. 各組成員確認 

4. 成員角色分配 

第 4 週 

鼎新 CRM 系統 

--銷售模組 

1. 銷售團隊建立 

2. 銷售模板建立 

3. 各組討論:團隊名稱、公司

商品、成員工作分配 

4. 各組分享其構想 

第 5 週 1. 公司客戶資料建立 

2. 個人客戶資料建立 

3. 各組撰寫模擬情境 
第 6 週 

第 7 週 1. 銷售機會建立 

2. 業務人員工作紀錄 

3. 各組分享模擬情境 
第 8 週 

第 9 週 期中學習評量 
1. 繳交各組模擬情境劇本 

2. 繳交各組成員工作成果 

第 10 週 
鼎新 CRM 系統 

--銷售模組 1. 電話連絡與親自拜訪 

2. 產品展示及人員準備 

3. 客戶報價管理 

4. 銷售結案管理 

第 11 週 運動會補假 

第 12 週 
鼎新 CRM 系統 

--銷售模組 

第 13 週 

鼎新 CRM 系統 

--服務模組 

 

1. 客戶服務登入處理 

2. 客戶服務處理回覆 

3. 案件結案 

4. 結案案件複查 

5. 各組預演 

6. 他組提供意見 

第 14 週 

第 15 週 

第 16 週 

各組成果展示 

1. 各組提供銷售與服務模

擬情境 

2. 各組上台演出模擬情境 

3. 各組拍攝活動成果 

4. 他組講評 

第 17 週 

第 18 週 反思與回饋 學生撰寫課程反思回饋意見 

 

 

3. 評量施實方法（學生學習成效說明） 

本課程的學生學習成效，展現在幾方面: 

(1)學生學會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內容、操作與應用 

本學期的課程，是兩小時、兩學分的選修課，學生來自資管系、企管系及國企系。雖



然上課時數方面，每周兩小時，相較於過去三小時的課程時數，是少一小時。但因已於期

初告知學生，期末將運用此系統，搭配各組所撰寫的實務模擬情境，組員們需實際上台演

練業務人員與客戶之間的互動。因此雖上課時數縮減，學生上課時的學習投入與學習速度，

並未減少。 

(2) 學生學會克服一切困難，如期完成模擬情境的劇本撰寫、上台演出、成果影片 

對於資管系的學生而言，「角色扮演、上台演出」對他們而言是一大挑戰。大多數資管

系學生是內斂、害羞的，學生習慣於系統的操作與應用，習慣於社群媒體上的溝通互動，

卻羞於面對面的人際互動，更遑論要在熟記劇本後，上台表演。對學生而言，上台前，需

要面對的是組員之間的默契培養與不斷的練習；上台後，需克服的是面對台下同學及攝影

鏡頭時的莫名恐懼，甚至是因腦袋頓時一片空白，導致詞窮，影響與其對話的組員，不過

這也考驗組員的合作默契。 

(3)學生整合過去所學的專業，完成期末成果影片製作 

過去在資管系開設顧客關係管理課程，採取傳統講授方式，只要求學生學會 CRM系統

的內容與功能，期末則輔導學生考取 CRM軟體應用師乙級證照。本學期的課程，則要求學

生學會 CRM系統外，還需撰寫出銷售人員、客服人員與客戶互動情境，並各自選擇扮演角

色，期末上台演出並繳交成果影片。 

資管系學生在大一與大二，學過腳本企劃、數位攝影、影片剪輯與後製、企業資源規

劃…等課程，在這門課中，學生會依組員的專長，分配其工作內容，學生們也會透過自學

與同儕力量，加強面對鏡頭的說話能力，以及影片剪輯與後製的能力；在撰寫實務模擬情

境時，學生也會結合在企業資源規劃課程所學，將報價、訂單、銷貨與退貨等企業流程，

安排於模擬情境中。 

4. 具體成果 

本課程，透過顧客關係管理資訊系統的學習，以及角色扮演與實務情境的模擬演練，培

養學生將資訊技術應用與實務流程能力、掌握銷售與客服之管理重點、發展學生實務問題

之解決能力。具體成果為: 1.透過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教學，讓學生掌握業務與客服工作

的管理重點；2.透過角色扮演與實務情境模擬，培養學生銷售與客服問題之解決能力；3

透過活動攝影及同儕之「演練、討論、講評」，提升學生職場互動能力。 

學生於期末所呈現的具體成果為: (一) 學生的實務模擬情境劇本與成果影片(二) 學生

回饋意見 

(一)學生的實務模擬情境劇本與成果影片 

本課程的成果影片，另以光碟呈現，在此則選錄一組學生實務模擬情境劇本 

 
 
 
 



 
 
 
 
 

劇本 

----------------------------------------------------------------------電話聯絡 

*** ♪♪電話響♪♪ *** 

客戶：喂~ 

業務：你好，我們這邊是一帆風順股份有限公司，我們這裡有做週年慶大拍賣，請問對我
們的商品有興趣嗎？滿三千有送限量商品大娃娃哦！ 

客戶：我還蠻有興趣的，是在哪裡辦的呢？ 

業務：我們是在ＳＯＧＯ附近的一帆風順專櫃，我們這裡有很多商品，可以來看看哦！ 

客戶：那我可以預約三天後去嗎？ 

業務：三天後嗎？我幫您看一下。好的，三天後沒有預約，幫您預約三天後。請問您貴姓？ 

客戶：我姓廖。 

業務：好的廖小姐，電話是現在撥打的號碼嗎？ 

客戶：沒錯。 

業務：請問幾點方便呢？ 

客戶：下午兩點。 

業務：到時候在幫您做介紹，那我們三天後見。 

客戶：好。  

業務：謝謝您！ 

----------------------------------------------------------------------初次拜訪 

客戶：請問這裡是一帆風順的專櫃嗎？ 

業務：是的！ 

客戶：我是之前有跟你預約的廖小姐。 

業務：廖小姐嗎！我來跟您做介紹，這邊有兩種帆布袋和後背包，我們都是客製化商品，



滿三千就送 1:1 大娃娃！ 

客戶：我對你們的帆布袋很有興趣，可以詳細介紹嗎？ 

業務：分為肩帶和背帶，有兩種尺寸，一種是 A4 大小、一種是放雜物性的，材質都是純
棉製成，價格定價 250 元，團體售價可以幫您做打折。 

客戶：那我再考慮看看。  

業務：給您我的名片，有需要可以找我訂購喔！ 

---------------------------------------------------------------------------報價 

*** ♪♪電話響♪♪ *** 

業務：喂～您好！ 

客戶：請問是一帆風順嗎？ 

業務：是的！ 

客戶：我是之前有去你們專櫃的廖小姐。 

業務：廖小姐您好！ 

客戶：我這次打算要訂貨。 

業務：訂什麼貨呢？ 

客戶：訂帆布袋 100 個。 

業務：100 個嗎！好的，團體價會有打折，我再幫您詢問打折後的價錢。 

待會兒再回電給您！ 

＜轉場＞ 

業務：經理，有一位客戶要訂購很大量的帆布袋。 

經理：真的嗎！ 

業務：真的！請您過目一下，確認打勾的地方。 

經理：哇！他訂購 100 個，那給他打八折好了！ 

業務：謝謝經理！那要送客戶幾隻限量娃娃呢？ 

經理：送他兩隻吧！ 

---------------------------------------------------------------------------結案 

*** ♪♪電話響♪♪ *** 



業務：喂～請問是廖小姐嗎？ 

客戶：沒錯！ 

業務：那跟您確認一下是訂購 100 個帆布袋對嗎？ 

客戶：對。 

業務：幫您問過團體價了，可以給您打八折，總價是一萬兩千元，再加送兩隻限量大娃娃
哦！那請問要送到哪裡呢？ 

客戶：請幫我送到健行科大資管系。 

業務：請問是轉帳還是付現呢？ 

客戶：轉帳。 

業務：等等會寄一封簡訊給您，再幫我轉進去就好囉！ 

客戶：沒問題！ 

業務：等貨到我再請司機打電話給您。 

客戶：好～ 

----------------------------------------------------------------------商品完成 

*** ♪♪電話響♪♪ *** 

客戶：喂～ 

司機：您好，請問是廖小姐嗎？ 

客戶：沒錯 

司機：我這裡是宅急便，您訂的貨已經送到資管系囉，請您簽收一下。 

客戶：好的，我馬上過去！ 

司機：廖小姐嗎？請您簽收。 

客戶：好。 

司機：這邊是您的商品，請您確認一下，沒問題嗎？ 

客戶：沒問題。 

司機：謝謝廖小姐。 

＜轉場＞ 

業務：經理確認一下，這是客戶確認好貨後已經轉帳進來了。 



經理：那客戶還滿意嗎？ 

業務：看起來很滿意！ 

經理：好，那這個月就給你加薪五千！ 

業務：太棒了！謝謝經理！ 

----------------------------------------------------------------------商品退貨 

*** ♪♪電話響♪♪ *** 

業務：喂～您好。 

客戶：我是上次訂購帆布袋的廖小姐。 

業務：廖小姐您好，請問怎麼了嗎？ 

客戶：我發現商品有一些有瑕疵。 

業務：是什麼瑕疵呢？ 

客戶：帆布袋上面有一些破損。 

業務：是很嚴重的嗎？ 

客戶：是啊！ 

業務：那有幾個破損呢？ 

客戶：有七個破損。 

業務：七個破損？那我問一下我經理該怎麼處理，看是換貨還是退款給您，那您是要哪一
種呢？ 

客戶：退款好了。 

業務：好的，我在跟我經理說一下，再轉帳給您可以嗎？ 

客戶：可以。 

業務：請稍等一下，待會兒回電給您。 

＜轉場＞ 

業務：經理，上個月跟我們訂購 100 個帆布袋的客戶，他打電話來說帆布袋有七個破損。 

經理：什麼？有七個破損，到底怎麼辦事的？ 

業務：可能是加工廠那邊有失誤，沒有做督察… 

經理：那你要再去跟廠商做確認一下。 



業務：是，客戶說要退款。 

經理：那就給他退，運費的部分全部就由我們出。 

業務：好，那再寄送七個給他嗎？ 

經理：對。 

業務：好的，那我再跟客戶說明一下，謝謝經理。 

＜轉場＞ 

*** ♪♪電話響♪♪ *** 

業務：喂，請問是廖小姐嗎？ 

客戶：對。 

業務：我們這跟經理確認了，會退款給您，再補贈送七個帆布袋給您，再請您確認簽收一
下，真的很不好意思，加工廠可能有些失誤。 

客戶：好，沒關係！ 

業務：再請您去拿貨，不好意思！ 

客戶：下次不要再有這樣子的問題就好。 

業務：是的，謝謝您的訂購。 

-----------------------------------交易完成---------------------------------- 

＊劇終＊  

 

 (二)期末學生的回饋意見 

本課程在開學第一周進行期初問卷填寫，希望了解學生對於顧客關係管理這門課的認知

與期許，並在第十八周進行期末問卷填寫，希望了解學生對這門課的省思與收穫。問卷題

目有四題，第一題，本學期你從課程中所得到的收穫為何；第二題，此種課程設計對於學

生的衝擊與挑戰為何；第三題，你在組內擔任的工作及對自我評分多少；第四題，若未來

您擔任這門課的老師，你會如何要求你的學生?  

學生的回饋意見，彙整如下: 

1. 從課程中所得到的收穫 

A. 本學期最大的收穫是，跟組員的團隊合作時的感覺好，不僅學會系統操作，也學

會人際互動與對話，雖然剛開始為了劇本很煩惱，但經過不少的討論，很有成就

感。 

B. 本學期我領悟到:凡事都應該持之以恆，不管一堂課學得多或少，聚沙成塔的力量



很強大。 

C. 本學期選這門課，就是想瞭解與顧客的應對，還好這門課不適單純操作系統，還

有實際的互動。 

D. 本學期，跟同隊的組員加深關係，發現自己喜歡做影片剪輯，也上網看很多教學

影片，也瞭解到業務人員的工作內容與心情。 

E. 本學期，剛開始對這門課並不感興趣的，上過一次課後，發現課程是要採取模擬

小劇場的方式，這種方式很能勾起同學的學習興趣。 

F. 這門課要我們親身體驗跟人交談，儘管我不擅於與人交談，甚至也不會拍影ˋ，

但經過這堂課，開始發現拍影片是很有趣的。 

 

2. 此種課程設計對於學生的衝擊與挑戰  

A. 剛開始，老師說本學期不考試時，心裡很開心。但聽到要拍影片當作分數，我就

有點畏懼了，因為我本身不大有拍照或拍影片的習慣。但實際與組員討論劇本與

拍攝時，發覺很好玩，不會像別的科目，考試都是一板一眼的。 

B. 以前的課，上課時默默坐在一旁，聽老師講課，但這門課不一樣，讓同學以互動

方式，在舞台表演出來，不再是會讓人想睡覺的課，而是一個小組們相互競爭，

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完美….. 

C. 剛開始劇本會想不出來，但組員們都很配合，會提出自己意見，之後拍片就沒問

題 

D. 剛開始聽到老師說要演戲，我有點嚇到，因為我不擅長演戲、背東西，但還好後

來跟組員討論，還有老師給了建議，才完成劇本…….，其實我對我的表演很沒有

信心，但我的戲分最重………，幸好在拍攝時都很順利 

E. 對我最大的衝擊，應該是演戲的部分，平常我都在網路上看戲，如今上台才發現，

沒那麼簡單，再加上有組員在中途放鳥我們，我跟另外組員為了劇本思考很久，

最後還是完成了 

3. 你在組內擔任的工作及對自我評分 

A. 我給自己打 85分，我本身不擅長拍影片，上課時不夠認真，有時上課會慢個二十

分鐘才到 

B. 本學期，對自己的評分只有 55分，因為前半學期沒有好好上課，後來上課後跟同

組同學相互合作，很快地將劇本撰寫好 

C. 我給自己打 90分，我從開學至今，都有來上課，也有幫忙想劇本，還有影片剪輯

與後製 



D. 我給自己打 80分，因為我覺得我在表演時，容易緊張，也會講錯 

E. 我給自己打 80分，我負責編劇、做道具、拍攝、後製等工作，很可惜沒有參與演

出 

F. 我給自己打 70分，我擔任劇本的發想與撰寫，我最大缺點是不會剪輯影片，只能

想劇本。 

G. 我覺得我大概只有 70分，我只有幫忙修改台詞，還有找拍影片的地點，另外兩位

組員貢獻更多 

4. 若未來您擔任這門課的老師，你會如何要求你的學生 

A. 若未來我是老師，我也會選擇以這種方式進行課程，因為比較有趣，也比較容易

學到東西。除了課本知識外，與人應對進退，也是格外重要 

B. 老師與學生的互動最重要…，一本厚厚的書，有時候比不上親身經歷的經驗，…，

人與人的互動最為重要 

C. 盡量有實作，不考試，因為我知道多數學生不喜歡考試。多去接觸學生，搞好關

係，他就會來上課! 善用加分、請飲料之類的 

D. 我會先跟學生講好規則，出缺席占比較重，期中期末一定要來，作業至少要交一

半…. 

E. 如果自己是老師，我會跟學生一起參與活動，多跟學生聊天 

F. 給鞭子的同時，也要給糖，盡量讓上課模式保持輕鬆，但不隨便 

G. 我若是老師，基本上成績不是重點，主要是出席率，態度決定一切，畢竟不是每

個人都對學習有興趣，我覺得出席與態度比較重要 

 

5. 本教學創新課程之後續影響 

本課程的特色，運用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學方式，讓學

生以角色扮演方式，模擬業務人員、客服人員、部門主管等日常工作情境，思考並設計業

務人員、客服人員，與潛在客戶及成交客戶互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實務問題。透過角色

扮演的情境模擬，培養學生未來就業時，開發新客戶時所具備的企劃能力、聆聽能力、表

達能力、說服能力、與客戶互動能力等實務技能；培養學生運用顧客關係管理系統，提升

業務與客服工作流程的管理能力。 

經過一學期的創新教學法之實施，本課程之教學省思與對未來課程之建議如下: 

(一)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能力 



本課程的課程設計，有助於培育學生具備企劃能力、聆聽能力、表達能力、說服能力、

與客戶互動能力。首先在分組成員的安排，除了由學生自行尋找成員外，老師也會協助安

排部分外系或沒分到組別的同學。學生在組團之初，縱然是自己找的成員，仍需克服彼此

的陌生感，協調彼此可討論的課餘時間，甚至瞭解彼此的專長與興趣，未來在組內可擔任

的工作內容與貢獻。因此更有機會學習與人互動，接觸其他科系的同學，已可發現彼此的

專長，相互合作。 

團隊合作的進行，並非一帆風順，學期進行到一半時，發現有些組別的成員經常缺課，

導致整組工作進度的延遲，也造成組長及其他組員的緊張。積極解決問題的組長會主動在

line群組，邀約常缺席的同學參加課後討論，也會上課前提醒同學要完成的作業，以及準

時到課。 

(二)探索學生的工作興趣 

本課程在開學第一週，即說明本學期的成績評量方式及課程活動內容。也提出本學期

是需要進行分組，期末需繳交 CRM模擬情境劇本、上台表演、拍攝成果影片，並完成影片

剪輯與後製。因此每個人都須盡快確認自己的組內角色與工作內容。分組後，也需進行組

員之間相互認識，組員交換聯絡方式，啟動之後固定的每周討論時間與討論模式。 

(三)訓練學生的同儕學習能力 

本課程上課時，會在課程結束前的三十分鐘，邀請各組輪流報告其工作進度，有時也

直接進行角色扮演，以預演方式展現其成果，他組同學在觀賞後，則以顧問身分，提出觀

後意見，剛剛報告的那組同學也須提出回應，並承諾下周會完成改善。 

相對於老師在課堂直接給意見，此種各組間「彼此觀摩」、「提出建議」、「回應建議」

的同儕學習方式，會讓學生有更多機會，發揮其聆聽能力、思考能力、表達能力與執行力，

也達到同儕學習的功效。 

(四)確立學生在課堂的主導角色 

在本學期的這門課中，很期待學生們能更主動地參與課程，願意融入團隊，為完成期

末上台表演，而共同努力；也很期待學生能更勇敢點，拋開對自我的束縛與他人的眼光，

能站上舞台，展示自己的努力。 

因此課程進行中，對於學生的作品，不論是團隊分工作、組長與組員的互動、CRM模擬

情境劇本的撰寫，或各組的預演，老師只會提供適度的資訊，盡量不影響團隊的核心構想

或運作方式，任何表現都是比沒有表現，還是好。對於學生的任何表現，都盡量給予鼓勵

與肯定，學生才是課堂的主角。 



 (五)提供舞台，讓學生展現實作能力與表達能力 

在資管系任教十多年來，觀察到資管系的學生總是做得出來，卻不一定講得出來。外

界對於資管系學生的看法，總是覺得靦腆、少話。藉由這門選修課，學生在課堂中需要小

組討論，需要說話的，期末需要上台表演，拍攝成果影片、剪輯成果影片，需要面對鏡頭

與他人的，因此對寡言的資管人而言，是個大挑戰。但在期末成果發表，很多同學很雀躍

自己透過這次課程，展現他們的實作能力與表達能力。 

 

 

活動照片 

圖 1：討論 CRM 模擬情境 圖 2：組員角色與任務分配 

 

圖 3：各組演練與同儕講評 

 

圖 4：各組演練與同儕講評 

圖 5：期末成果發表 圖 6：期末成果發表 



 

5. 附件檢核 

□ 申請表                            ■課程回饋意見表 

■ 成果報告（書面）                  ■回饋意見分析 

■ 成果報告（影音）                  □其他 

□ 課程教材：講義、投影片 



 

課程回饋意見表 

各位同學大家好： 

    為使學生得到最大效益的學習成果，老師們在本次課程融入最適切的教學創新策

略。希望透過此問卷瞭解創新課程對您的實質協助，以及您對課程的看法，請各位協助

填寫此份問卷。問卷分析結果僅作為教師分析教學成效及未來規劃課務改進依據，請您

安心填寫，感謝您的參與！ 

 

一、 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學    期：               

班    級：                             學生姓名：               

授課教師：                             性    別：□ 男    □ 女 

二、 教學創新課程回饋調查表 

三、 其他意見： 

    優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    目 

同意程度分為五個級距，以 5 分代表非常同意，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 

5 4 3 2 1 

這門課的上課方式有激發我很多想法 □ □ □ □ □ 

這門課提升我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 □ □ □ □ 

這門課對於我的學習有顯著幫助 □ □ □ □ □ 

這門課的教學內容有達到我的預期 □ □ □ □ □ 

認為創新教學比傳統式教學生動活潑 □ □ □ □ □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類似創新創意課程 □ □ □ □ □ 

表格 2-5 



 

                課程回饋意見調查結果統計表 

課程名稱 顧客關係管理 

學    期 107-1 

授課教師 曾斐金老師 

應收份數 （  48  ）份 

實收份數 （  40  ）份 

有效份數 （  40  ）份 

回饋結果 

激發更多想法 4.52 

提升學習興趣和動機 4.54 

對於學習有顯著幫助 4.48 

教學內容有達到預期 4.46 

創新教學比傳統式教學生動活潑 4.56 

希望能有更多類似創新創意課程 4.54 

上述結果整體平均 4.52 

（5 級距，5 分為非常滿意，1 分為極不滿意） 

課程意見 

優  點 

1. 比起其他課，這門課更加的有趣許多 

2. 上課需要組員一起討論，增加自己的思考與討論

能力 

3. 可以跟組員互動，激發創意與想法，修正自己的

想法 

缺  點 

1. 要慎選組員，避免作業無法如期完成 

2. 組員有時缺課，會影響當天討論進度 

3. 連絡不到組員，無法在上課之前，全組事先討論 

其他建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