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行科技大學教學創新成果報告 

教師基本資料 

單位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授課教師 商倩鳳 

聯絡電話 0935568376 E-mail cfshang@uch.edu.tw 

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職涯探索與規劃 課號 MD0331  

授課學期 1101 授課班級 行一乙 

授課人數 47(3 位期中考後入學) 必／選修 ■  必修  □選修 

1. 課程策略及特色 

教學目標： 

(1) 認識學校端社會力、專業力、就業力的內涵與發展的資源及方法。 

(2) 協助同學進行職涯探索，發展未來職涯方向。 

(3) 引導同學完成符合其條件及興趣的職涯規劃檢核書。 

課程策略及特色： 

(1) 「問題導向學習法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為主軸 

(2) 業師/校友職涯講座提供實務經驗 

(3) 工作訪談，透過團隊合作學習實地採訪探索問題 

(4) 探索人力銀行網站，了解職業內涵與所需條件 

(5) 專業心理師，引導探索職涯興趣，並施測及解說生涯興趣量表 

(6) UCAN線上平台施測 

(7) 撰寫職涯規劃檢核書 

本課程是全校大一共同的專業必修科目，有共同的教學大綱，故乃針對教學方法

進行創新。每個課程核心單元皆設計問題/任務導向式的小組作業，引導學生針對真

實的問題與情境去蒐集資訊、深度思考分析並判斷、團隊共同討論並做出決策，以

此體會並內化所學之觀念，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自主學習及團隊學習的能力，引

發學習動機與興趣，並提升課程的學習成效。 

 

2. 教學計畫 

整體課程的核心理念在於以「問題導向學習法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為

主軸，整合「翻轉教室教學法 Flipped Classroom」(限於期中考前)作為教學的課程設

計與操作模式。期中考前的課程內容，適合讓學生課前自行觀看教學影片，上課時

給予 Zuvio 測驗。整學期依照上課進度，針對課程主題設計問題/任務導向式的小組

作業，例如：課堂上請小組上人力銀行網站，找出組員有興趣應徵的工作，說明工

表格 2-4 



作具體內涵為何、所需的條件(專業、經驗、證照等就業力條件)為何、適合的人格特

質為何，並擬定課後訪談問卷。課後再尋找類似的工作者進行深度訪談，以印證與

對照上網所查資訊，並訪問如何培養工作相關能力。之後再安排小組上台分享，安

排台下組別進行評論，以收互相學習、提升之效。 

整體教學計劃依序如下: 
(1) 問題導向學習法(PBL)，設計問題/任務導向式的小組作業，引導學生針對真實

的問題與情境去蒐集資訊、深度分析並判斷、團隊共同討論並做出決策，完成

作業。 

(2) 探索人力銀行網站，了解職業內涵與所需條件。 

(3) 職涯及創新創業講座，業師及校友提供各種產業之職場介紹及就業力準備；創

新創業講座提供如何將創業家精神融入未來就業力。 

(4) 針對有興趣的職業，由小組團隊合作進行工作訪談，透過團隊合作學習實地採

訪探索問題，並上台簡報分享，互相評論。 

(5) 專業心理師，實施生涯興趣量表測驗及解說，以及探索職涯興趣之講座。 

(6) UCAN 線上平台施測，了解職業興趣與自身共通職能狀態。 

(7) 綜合整學期課程，撰寫職涯規劃檢核書。 

 

3. 評量施實方法（學生學習成效說明） 
 

學生學習成效說明及學習成效評量方法如下表所示： 

No. 學習成效說明 學習成效評量 

1 使同學能完成符合其所需的職

涯規劃檢核書。 

完成職涯規劃檢核書。 

2 使同學了解社會力、專業力、

就業力的內涵與發展的資源及

方法。 

1. Zuvio 平時測驗，促進翻轉教室學習成效，

測驗同學是否瞭解。 

2. 期中考測驗，促使同學認真學習，測驗瞭解

程度。 

3. 作業三: 針對選定工作職務，探討應該修讀

行銷系哪一個(或多個)學分學程。 

3 使同學認識行銷系相關職業之

內涵與所需能力及特質。 

1. 作業二: 上人力銀行網站實際探索行銷相關

職業的內涵與所需能力及特質，並提出學習

及改善計畫。 

2. 分組進行職務工作訪談，簡報分享並互相評

論。 

3. 分組作業競賽，回憶實習廠商及校友的職涯

講座內容。 

4. 期中心得報告，從職涯講座中發掘對自身職

涯規劃的啟發。 

4 使同學了解自己的特質、興趣 1. 生涯興趣量表施測。 



與能力，進而探索適合的職

業。 

2. UCAN 職業興趣、共通職能施測。 

 

4. 具體成果 
根據上述學習成效評量方法，具體成果如下： 
(1) 完成職涯規劃檢核書： i-career 職涯輔導平台 40 份；電子檔報告 34 份。 
(2) Zuvio 平時測驗平均分數僅 16 位(36%)及格，有些同學因為缺課導致平均不及格。 
(3) 期中考全班平均 65 分，11 位不及格，90 分 2 位，80 分 3 位。 
(4) 作業三，各組皆探索設定職業所需修習的行銷系學分學程。 
(5) 作業二，各組皆探索所設定工作的職業內涵與所需能力及條件的職業內涵與所需能

力及條件。 
(6) 分組職務工作訪談，共完成 10 組，僅 1 組未完成。 
(7) 分組作業競賽及期中心得報告，小組及個人都有回憶出職涯講座提出的職業內涵與

所需能力及條件。期中心得報告共 34 位(72%)同學完成。 
(8) 生涯興趣量表施測，共 38 位(85%)同學完成。 
(9) UCAN 職業興趣、共通職能施測，共 44 位(94%)同學完成。 

 

4. 本教學創新課程之後續影響 

以實習廠商及校友的職涯講座、職務訪談協助同學從實務面來理解各產業、職務

的內涵及發展方向、就業準備方向，並以問題導向式的學習方式引導同學配合行銷系

的畢業門檻、學分學程來理解未來修課的主軸及方向；認識在學校端能如何培養社會

力、專業力、就業力。最後並綜合生涯興趣量表、UCAN 職業興趣/共通職能施測結

果提出自己的職涯規劃檢核書。 

因此對同學後續的學習及就業力準備會產生指引的作用，尤其以問題導向式學習

方式引導同學自己去探索人力銀行工作與自身興趣，即使目前同學仍對未來工作不是

很確定，但經過本課程之訓練，可將學習到的職涯探索與規劃的程序、資訊來源用於

未來的職涯探索及規劃，提升效率及效果。對於目前較清楚未來職涯方向的同學，則

能依職涯規劃檢核書去培養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選修有興趣的學分學程。 
 

活動照片 

  



圖 1：燦坤蘇經理提問引導同學回答 圖 2：PCHome 網路家庭講座 

圖 3：電商平台用於餐飲業之案例 圖 4：校友虛實融合案例介紹 

圖 5：創新創業講座播放 圖 6：生涯興趣量表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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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回饋意見調查結果統計表 
課程名稱 職涯探索與規劃 
學    期 1101 
授課教師 商倩鳳 
應收份數 （ 47 ）份 
實收份數 （ 42 ）份 
有效份數 （ 42 ）份 

回饋結果 
激發更多想法 4.0 
提升學習興趣和動機 3.9 
對於學習有顯著幫助 4.1 
教學內容有達到預期 3.9 

創新教學比傳統式教

學生動活潑 
4.0 

希望能有更多類似創

新創意課程 
4.1 

上述結果整體平均 4.0 
（5 級距，5 分為非常滿意，1 分為極不滿意） 

課程意見 

優  點 

學到很多知識與幫助 

學到很多知識與幫助 

講解內容真的多，細節也講得很清楚。 

這堂課的課程都很好玩，而且混進行分組討論，讓同學之間

能互相認識，讓班級更融洽。 

上課內容很豐富，老師有請多講師來演講。 

可以了解許多社會後的知識。 

上這堂課學道不同的未來職業方式，替生活著想，還有了解

到不同的方向適合做什麼工作。 

我認為講座給了我很多靈感。 

促進交流、思考 

有很多講座 

透過測驗了解自己較適合哪種工作方向，更加了解自己。 

知識豐富 

這一門課我有學習到很多跟同組同學互動講話的機會。 

有請業師級學長來教學及分享，感覺內容更充實。 

重點有標紅字，資料清晰易懂。 

介紹了多種創新創業的課程。 



我覺得課程很棒，請業師來學校講說，還有分組我覺得增加

自己能力。 

老師棒 

讓我得到蠻多學校的資訊，例如:畢業門檻。 
學到很多不一樣的內容，例如:了解職涯探索的東西，也知道

畢業門檻。 
演講對我幫助很大 

很多演講 

很多有用的知識，對我將來發展有幫助。 

讓自己了解更多東西 

讓我了解未來怎麼找到適合的工作。 

收穫到很多東西 

幫助我們定位我的職涯明確定義專業。 

很好玩 

很喜歡聽實習廠商分享，講座都很有趣。 

我覺得這個課程多元化，我覺得很棒。 

對自己未來規劃有了更清晰的認知，也讓我更了解自己的性

格，也組織同學一起討論做報告。 

老師很貼心 

對職場更佳的了解。 

老師很細心及貼心。 

幫助我如何未來怎麼適合選擇工作。 

定位自己以了解適合怎樣的職業。 

許多有用的課程，為學生提供很多關於學習領域的有用資

訊。 
 

缺  點 

內容過多沒有完全統整，容易造成混亂無法吸收太快。 

聽講座時有時秩序不是太好，會讓演講的老師非常尷尬。 

幾乎都是講座，有的地方容易聽不懂。 

心得有點難寫 

較複雜，進度偏快 

問卷有點多 

要多點像溝通的課程，內容也要多。 

互動性低，雖然有想但不起勁。 

希望重點能著重在同一個地方，太多不同的講座和問卷會容

易混亂。 

作業問題重複。 

作業相同問題太多，或者需重複作答。 

作業有點多 

作業量有時太大 

線上上課的時候因為在家，會導致分心。 

作業太多 



寫太多東西 

填寫的東西太多 

功課有點多，內容很複雜。 

有些問卷及心得的字數有點太多。 

測驗有點多 

作業太多 

填寫東西過多。 
 

其他建議 

有更明確的主題並且每次上課內容都是循序漸進、由淺而

深。 

希望其他的同學能夠尊重台上的老師，就算做自己的視野不

要打擾台上的老師。 

講座安排太緊湊，可以將講座的時間分開一點。 

講座完可進行研討 

希望報告能不要規定字數下限。 

希望心得字數能夠少一點，類似的問題出一題就好。 

在同組的同學也要多幫忙，因為這是分工合作的問題。 

除了一般內容可以加學生更有興趣的部分，實際工作內容或

相關工作建議。 

遠距教學，影片時常時短。 

相同問題可以少出。 

希望提供更多生涯資訊 

少些東西就好 

少寫一點 

作業內容太多相似的東西，作業字數有點多。 

功課可以有，但能少一點。 

可以整合一下問卷會心得內容，挑比較重要的來做。 

更新關鍵訊息，避免浪費太多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