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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理系自 100 學年度正式實施師徒制，希望能提高學生的

學習動機，進而達到學用合一的目的。本研究以一個 3 學期的行銷學程課程進行實證

研究，探討同儕師徒制應用於行銷學程，是否會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 

研究結果顯示，此種教學方式特別適用於技職院校以動手做為主的教學。研究結

果證明「同儕師徒制」的教學方式的確能達到課程的目標，實施「同儕師徒制」之關

鍵成功因素，則是完善的制度設計與課程規劃。本研究希望「同儕師徒制」的教學方

法，除了提供技職教育工作者的應用與研究參考外，並能對行銷課程的創新教學經驗

提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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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s applied peer mentoring program since 100 academic year. This program 

intends to improve students’ initiatives to learn as well as students’ implementation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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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real world. The study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ies in a three semesters marketing 

course to verify if the “peer mentoring program” will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is kind of teaching method is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learning by doing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e that the 

teaching method of “peer mentoring” can indeed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the curriculum.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implementing “peer mentoring program” are system design and 

curriculum planning. The researchers of this study hope that the teaching method of “peer 

mentoring” will not only provide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referenc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workers, but also help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of marketing courses. 

Keywords: Peer Learning, Mentoring, Peer Mentoring, Marketing Course  

壹、前言 

技職院校設立之主要目的，本就在培養出符合職場與雇主需求期望的學生，以便

即刻提供產業發展的人力需求。然而，由於供應端與需求端未能有效結合相互呼應，

遂產生兩者間的落差。究其原因，可能是因師資實務經驗缺乏，導致技職校院研擬出

來的課程發展方向、教學方式等與一般大學相仿，均著重於學術知識性的研究，而不

以實務經驗為導向（教育部技職司，2003）。同儕師徒制結合了「同儕學習」與「師徒

制」兩種教學方法，乃成為目前較適用於技職院校教學的輔助學習工具，它利用「孩

子幫助孩子」的理念給予參與學生「教」與「學」的機會，這種輔助教學措施提供師

生更多元、豐富的學習環境。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理系（2017）（後簡稱致理商管系）於 100 學年度開始實

施之師徒制採用「同儕師徒制」的精神與方法，將系上專任授課老師依畢業模組分組，

將大四至大二的同學加以配對，透過同儕相互協助的過程，一方面提升低年級學弟妹

的學習程度；另一方面則重新建構高年級學長姐的後設認知，擴大他們未來的學習知

能架構，使雙方面的知識都能同步成長。 

本研究經由分析一個「3 學期的行銷學程」實施同儕師徒制的歷程與成效，希望

能呈現技職院校實施「同儕師徒制」的清晰全貌，除了提供技職教育工作者的應用與

研究參考外，更希望能達到下列三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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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藉由「同儕師徒制」的實施，是否會影響其整體之學習成績？ 

(二)如何藉由「同儕師徒制」的實施，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實施「同儕師徒制」之關鍵成功因素 

貳、文獻探討 

一、同儕學習 

黃德祥（1997）與郭靜晃（2006）都認為「同儕」為相同年齡層或年齡相近的同伴、

友伴、同學或朋友。雖然大多數人對「同儕（peer）」多止於「二個以上、年齡及教育

層次相同人士互動」的認知層面（Goldschmid & Goldschmid, 1976）；但是在教學情境

當中，透過「學習者教導學習者」而設計出不同的「同儕指導（peer tutoring）」策略，

已將「同儕」的定義擴大到彼此相對的學習關係上；利用研究生或大四同學擔任低年級

生的課程助教，他們彼此間是「相近同儕（near-peers）」；同年級或同課程中的學習者

則為「相互同儕（co-peers）」（Whitman & Fife, 1988）。Ellis, Small-McGinley, and De 

Fabrizio（2001）也利用高年級同學指導低年級同學的方式，設計出一些學校本位的同

儕師徒制。 

Verba and Winnykamen（1992）的研究發現，在同儕學習中，能力高者與能力低者

皆同時兼具指導者與學習者的雙重身份：能力高者教導能力低者所需學習的知識和技

能，同時他們也由能力低者的參與反應中，學習到如何合作及重新建構知識的重要經

驗。Cohen（1994）；Johnson and Johnson（1994）；Slavin（1995）均指出，同學藉由同

儕互動、相互學習，共同完成小組任務的學習歷程，不但可以有效達到學科知識學習

的目標，同時也可以培養同學與人合作、與人溝通的社會技能（王琬淳，2013；陳建

志，2011）。 

本研究綜合上述學者說法，定義同儕為同班、同年級或跨年級的同學。並認為同

儕學習可有效地輔助教師的教學，使高年級同學（師傅生）經由教導責任的賦予，發

展出一套同儕（低年級同學，徒弟生）易接受之學習方法，以提高低年級同學的學習

動機。低年級同學遇到較艱澀難懂的學習問題時，也會以正向積極的態度與高年級同

學互動。本研究依據 Whitman and Fife（1988）的研究，定義大一課程的學習者屬於相

互同儕。大二課程的學習者屬於相近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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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徒制 

師徒制為「有經驗之年長者帶領、指導無經驗者學習相關的知識、技能及經驗」，

初常應用在企業新進員工之培訓方面，而後學術界、醫界、心理行為輔導界、及教

育界也逐漸廣為應用（陳嘉彌，2003），成為人力資源開發中一項重要的教育及訓練輔

助策略。Kram（1985）與 Noe（1988） 早將師徒功能分為職能發展以及心理支持兩

類。職能發展主要是能讓徒弟在工作上可以獲得師傅在職能方面的教導、保護、晉升

的機會；心理支持則是幫助徒弟個人成長和專業發展，包括：諮詢、友誼、接納肯定

與角色楷模等功能。後來 Scandura（1992）與 Scandura and Ragins（1993）提出的師

徒功能，除了延續 Kram 與 Noe 所提出的師徒功能之外，更將社會心理支持中的角色

楷模獨立出來，成為第三個師徒制功能。 

陳嘉彌（2003）整理相關文獻，提出現代師徒制的基本特徵，分別為：(1)師徒制

是一種託付與受託的關係，其中隱含著深摯的彼此信任。(2)師傅在徒弟生涯扮演多重

角色，不僅只是教育、指導知識與技能，還包括生涯目標的實現。(3)理想的師傅宜具

有男女雙方面的特質。(4)師傅是一個具有專長的人，對徒弟而言，是一個長期的典範。

(5)師徒制學習中，師傅藉由自我反省思考，亦會增進自我的學習和成長。 

李昭蓉、蔡淳如、林思翰與楊雅蒨（2010）的研究將師徒制類型分為：正式與非

正式師徒制，以及直屬與非直屬師徒制。正式師徒制是由組織所計畫而實施的，亦即

由組織介入進行師徒配對，或隨機方式產生，這種關係是為組織所承認的管理及約束

力（黃瓊玉，2005）。Ragins and McFarlin（1990）又指出，當一個師徒制中師傅為徒

弟的直屬主管，也就是一種組織內部的縱向指導模式，這大多為公司直接指派或是自

然而然由直屬主管進行指導工作而形成的關係。因為致理商管系的師徒制是由系上規

定全部學生必須參與，且訂有實施辦法，所以是一種縱向指導模式。 

本研究認為致理商管系的師徒制是老師與學生間一種正式的師徒直屬關係，老師

與學生間雖沒有類似組織內部的長官部屬關係，但老師仍有指導學生並給予成績的責

任，學生亦有接受老師指導並接受師門規定之義務。 

三、同儕師徒制 

「同儕師徒制」結合「同儕學習」、「同儕教導」與「師徒制」的概念。Brodkin and 

Coleman（1996）定義「同儕師徒制」是：「師傅為朋友及角色典範，他∕她以一對一

的方式，長期支持和照顧徒弟，在既定目標下，師徒基於尊重、溝通及個人成長而形成

的特殊投入關係，能夠促進參與者的自尊及教育經驗。」這種特殊的投入關係包含了師

徒間同儕學習、同儕教導及同儕合作。參與同儕師徒制的學生都能經驗到：情感支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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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的發展、改善自尊與自信、增進學科或非學科的知識及技能、及改善社交網絡與人

際關係等益處（陳嘉彌，2005）。de Rosenroll（2003）描述這種同儕師徒制的關係是對

等的付出及收穫，任何一方既不會展現出強勢的角色，也不會放棄個人應有的能力。正

式的同儕師徒制必須受到方案管理人（program manager）周詳的視導，包括協助師徒開

展關係、促進他們發展、維繫、及結束關係。 

在 國 外 已 有 許 多 學 者 對 同 儕 師 徒 制 的 效 用 進 行 實 證 研 究 （ Kao, Rogers, 

Spitzmueller, Lin, & Lin, 2014；Shin & Rew, 2010；Simões & Alarcão, 2014；Wade, 

DeLashmutt, DeCaire, & Boyce, 2017），發現同儕師徒制的確對於師傅生專業能力的提

升與徒弟生學習態度與學習能力的增強有很大的助益。Briggs（1998）指出參與同儕

師徒制方案的孩子能精熟教學及人際關係，他們能順利地從孩童時期進入青少年階段，

並將麻煩的行為轉化為建設性的行為。Fresko and Kowalsky（1998）曾以高中生、國

小生為師徒配對，進行同儕師徒制活動，結果發現師傅生的學業成就、自信、活動規

劃能力等均有所進步。Queralt（1982）及 Busch（1983）等人發現，越早參加師徒制

方案及參加越久的人，他們的學業成就也越佳，這種豐碩的師徒學習過程應延續到徒

弟生轉換為師傅生一職為止。在年齡方面，學者建議同儕師徒年齡差距至少應有 2 歲

的差異，方案較容易實施成功（Barone & Taylor, 1996）。 

Ensher and Murphy（2011）認為時間和地點是一般師徒制運作失敗的兩大主因。

因為網路科技與軟體的快速發展，授課老師更可善用電腦做為媒介，以電子化做為輔

助，促進學生的合作學習，使電子化師徒制成為同儕師徒制的一種運作形式（Ensher, 

Heun, & Blanchard, 2003）。授課老師更須扮演好方案管理人的角色，進行周詳的視導，

促進師徒發展、維繫、及結束關係，使得師傅與徒弟能自然發展關係以連結與學習，

才是本教學法得以成功的重要關鍵。據樊祖燁（2015）的研究指出，目前各技職院校

都有推動導師制與畢業專題，為了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各校亦都設置 TA 及推動同

儕學習機制，這些制度的精神皆與同儕師徒制類同，只是實施之策略與技巧相異罷了。 

由上述的學者研究中可得知，同儕師徒制的實施對參與的師傅生、徒弟生及教師

皆有收穫。尤其是需要技能傳授的「動手做」課程以及大班教學，同儕師徒制更可有

效地分攤授課教師的負擔，且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本研究中參與課程的學生年

齡多在 19 歲到 22 歲，差距在 1~2 歲之間，由文獻中得知方案較容易實施成功。只是

本研究之同儕師徒制教學法係運用在大學階段，大學生同儕之間相處遠比中小學生疏

離，因此在制度的設計上，應注意如何能在實施上讓方案管理人更周詳地進行視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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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儕師徒制相關理論 

同儕師徒制之所以能形成一種提升學習成效的教育制度，主要是因為有理論做為

其基礎，並用這些理論建構出整體的同儕師徒制理論架構與運作機制，本研究認為同

儕師徒制所運用到的主要理論可歸納為兩類，現分述如下： 

(一)認知發展理論 

認知發展理論中主要的代表理論分別為 Piaget（1896-1980）與 Vygotsky（1896-

1934）兩位學者所提出，兩位學者的理論 大不同點為 Piaget 較強調邏輯思考而

Vygotsky 則重視過程中所處的情境（郭重吉、江武雄、王夕堯，2000）。經過本研究比

較學者們對這兩人學說的闡釋並異中求同，可以歸納出認知發展理論強調學生心智

有可塑性的區域為「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指介於自己獨自

表現所能達到的能力水準，與經由別人給予協助後可能達到的能力水準之間的一段差

距。若能適時察覺學生的需求，並在近側發展區內加以輔導，將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

能力。因為學校教學多為大班制教學，因此當個體無法同化環境中的新知識經驗時，

便會感到失衡。所以本研究認為 有效的學習環境便是透過「同儕學習」的互動去引

發個體認知失衡現象，推動學生主動去探索、檢核並進行問題解決，並在近側發展區

內建構自己的知識系統。 

再者，教師在上課時所傳授的知識，只能維持在學生短期記憶中，Wittrock（1978）

認為學習者必須運用精進（elaboration）的學習技巧，才能將短期記憶中的資訊與長期

記憶中相關的資訊連結，進而長期地保留於記憶中。Craik and Lockhart（1972）更提

出了「處理層次論」來說明：訊息可以有不同層次的處理及複述，越深層次的處理或

複述，越能有效保留訊息於記憶中。于富雲（2001）指出「認知精進論」可用以解釋

為何師傅生之能力較佳的認知發展。認知精進是一種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的過

程。張春興（2010）認為後設認知是指個人對自己認知歷程的認知，也就是一個人對

自己的認知過程、結果的知覺及自我調整。在同儕師徒制的相互教學過程中，正好創

造一個情境，讓師傅生藉由示範與講解運作的過程中，來重新檢核自己的理解程度並

加以精進，而徒弟生則可藉由不同方式的再次學習，做為其改進學習的參考。在雙方

互動時，教師 好要訂定檢核點以確定整體學習過程是否正確。 

(二)社會學習理論 

Bandura（1977）提出社會學習理論，認為觀察與模仿的學習過程是人類習得新行

為與修正舊行為的基本方式之一。社會互動提供直接觀察與模仿標準規範行為的情

境，藉由對楷模人物的觀察與模仿，學生的能力可獲得改變與提升。但模仿學習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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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式反應，張春興（2010）指出人在學習情境中觀察模仿時，在接受剌激到表現出

反應之間，有一段中介作用的內在心理歷程，亦即經由認知判斷而後才會表現在外。

故社會學習理論對學生社會化的歷程具有密切的關係，此即所謂「上行下效」、「耳濡

目染」的效果（王克先，1987）。黃善美（2004）認為， 能引起青少年模仿的楷模，

以他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他人為第一，因此同儕師徒制中的師傅、師傅生與徒弟生都會

在這個機制中進行社會學習。李茂興（1998）認為模仿學習可提供學習者一個完整的

行為順序，因此在師徒與同儕的互動過程中，所有的行為都會在自然的情境下全貌展

現，可被雙方完整的加以仿效或引以為戒。于富雲（2001）也認為在合作學習的環境

下，成員彼此間密切的分享與互動，可提供互動者「與人互動」的心理需求，除了促

使同儕們的互動，更可以維持參與者的學習動機，並增進其表現。 

本研究認為，在傳統的課堂教學中，教師在課餘與同學的互動有限，同學在遇到

課業問題時，多因自信心不足而不敢私下再行提問，但又沒有能力自行解決問題，久

而久之就缺乏「求知」動機。在求學階段的學生對同學接納的需求渴望是遠高於父母

師長的，若學生被同學所接納，便較容易產生歸屬感和安全感，自然較樂於與別人比

較而力求上進。透過同儕師徒制的實施，提供徒弟生專屬的師傅生，在其對學業感到

困惑與茫然時刻，師傅生能適時扮演有力的支持與保障角色，引導徒弟生走出不知所

措的迷津。徒弟生則可在安全感、歸屬感和自尊心等基本需求獲得滿足後，進而依需

求層次理論提振精神，面對有挑戰性的課業求知並追求自我實現。 

在社會學習的體系中，陳奎憙（2001）認為角色係指對於擔當某一特定職務的一

套「期望」與「規範」。詹火生、林瑞穗、陳小紅、章英華與陳東升（2001）認為角色

是人們對具有該社會地位的人，期望他所表現出的行為模式。Mead（1934）強調角色

扮演的能力（role taking capacity）是功能社會的基礎，也是社會秩序的基礎。他不僅

強調社會情境的角色做為人類行為的開始，他也特別強調一個人對於這些情境所做的

反應、所做的解釋，以及個人與這些情境的互動間關係。朱敬先（1995）將 Mead 的

研究解釋為：他人角色有如鏡子，從中可看到所反映的自我期望或評價。當角色扮演

具有反應作用時，不但能影響個人行為，並能從他人觀點評價自己行為，修正自我的

概念。 

賈惠文（2004）認為，在同儕師徒制中，師傅生為了營造符合教師角色的自我形

象與自我評價，會促使其認真學習，主動複習，使自身更熟悉、理解教材知識，以便

讓自身更符合教師的角色。沈峰榮（2007）亦提到，因為師傅生擁有師傅及同學的兩

種角色，當這兩種角色無法取得平衡，就會產生角色的衝突與矛盾，這種現象會影響

其參與師徒制的意願。因此在實施同儕師徒制時，教師除了應該注意自己的言行，以

便給師傅生一個良好的角色學習對象外，更應該經由細膩觀察，及早預防角色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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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旦發生角色衝突問題，教師應立即從旁協助處理，避免讓學習效果打了折扣。 

五、TBSA 商務企劃能力進階檢定 

TBSA 商務企劃能力進階檢定（教育部校務系統之證照代碼 5581）係由社團法人

台灣商務策劃協會（英文簡稱 TBSA）設計推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除了設計 TBSA

商務企劃能力進階檢定（另有初階檢定）外，同時也是世界商務策劃師聯合會（World 

Business Strategist Association, WBSA）在台的授權檢定單位（W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

務策劃協會，2017）。TBSA 進階檢定證照不僅是經理人雜誌、30 雜誌、經濟日報等各

大媒體推薦的全國十大黃金熱門證照，也是三大人力銀行一致肯定及推薦的企劃人才

佳證照（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2017）。 

技職教育強調的是做中學，因此許多課程強調實作。對於科技大學的工科而言，

課程的實作目標就是學生能考取實用的乙級技術士以上（含）的證照，以代表考照通

過者的能力具備可以完成證照名稱所指之實際就業能力。但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2017）的官網上並沒有行銷企劃等相關類別的證照檢定。因此許多技專

院校，例如致理科大、健行科大、朝陽科大、元培科大 1…等，皆將 TBSA 進階檢定訂

為視同行銷企劃類之乙級技術士證照，做為證明學生具備行銷企劃實作能力的證照。 

致理科技大學技能檢定中心（2017）制定的「致理科技大學學生取得證照等級暨

獎勵標準表」將 TBSA 進階檢定證照訂為與普考的記帳士以及國際證照 WBSA 中階

行銷企劃師同一等級（為 C 級證照，相當於乙級證照）。TBSA 進階檢定證照考照方式

分為撰作測驗及企劃報告兩種，筆者課程採用的是「企劃報告」，測驗內容包括個人作

品審查（佔 75%）及筆試測驗（佔 25%），總分超過 70 分為及格。個人作品即是「TBSA

五張企劃表單」（後簡稱 TBSA 五張表單）。筆者自 100 學年度開始在課程中輔考 TBSA

進階檢定證照，在未進行本教學方式前，學生平均通過率約 75%左右，與 TBSA 官網

公佈之 74%通過率 2 相差不大。 

由以上之研究文獻統整可知，筆者之課程設計理念是建構在「同儕師徒制」的課

程進行，施教的對象是大一及大二的致理商管系學生，主要的教學與考核機制，都是

建立在指導「TBSA 五張表單」寫作的基礎上。 

六、致理商管系師徒制簡介 

致理商管系的課程融合了企管系與資管系的主要課程內容，畢業學生不僅須具備

資訊實作能力，並要擁有企業管理技能。致理商管系學生畢業前必須選讀一個畢業模

組，並分組完成一份實務專題，經公開發表通過後，始可提出畢業申請。畢業模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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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訊科技應用模組」（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Module, ITA）及「服務

創新模組」（Service Innovation Module, SI）。兩個模組共同之教學目標為培養學生成為

具有 ENii（Executive, Negotiation, Innovation & Integration）能力，足夠勝任高科技產

業的公司助理。SI 模組分為行銷管理、人力資源及科技管理三大領域。筆者曾任 SI 模

組召集人並負責行銷類課程的規劃與授課。 

「師徒制」是致理商管系為了落實「思考實務問題，解決實務問題」、「做中學」

與「務實致用」的學習目標所研擬的制度。致理商管系實施師徒制至今，已歷經6個學

年，實施師徒制的第一屆畢業生已於民國104年畢業，惟因實施師徒制第一年為推廣性

質，並不強迫學生一定要參與，所以真正地開始實施師徒制，應該是由101學年度入學

的新生開始。系上規定學生在大二上的期中考後要完成師徒制申請，以組為單位跟隨

一位系上老師學習。因為致理商管系學生必須在大四上完成一個實務專題並公開發

表，因此可視為將原本一年的畢業專題製作，延長至兩年半。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方式 

致理商管系的行銷學程為筆者所設計，自 103 學年度開始實施。學程共計 4 門課，

分佈在 3 學期（參表 1），相關之課程名稱與 SI 組學生的學習目標如下所示： 

(一)大一下的課程為「創意撰寫與呈現」，課程目標為：學生通過 TBSA 進階檢定、完

成一份 PPT（PPT 為 Microsoft 簡報軟體 PowerPoint 的簡寫）企劃書，並參加至少

一項全國競賽。 

(二)大二上的課程為「行銷管理」與「營收預估與財務管理」，課程目標分別為：「行銷

管理」必須使學生熟練 TBSA 五張表單的方法論，並且具備指導徒弟生的能力與

實績。「營收預估與財務管理」必須使學生具備營收預估與財務規劃與財報四表製

作的能力。 

(三)大二下的課程為「商務創新企劃」，課程目標為：學生必須參加一項的全國競賽決

賽，50%必須獲得特優獎以上獎項。學生必須能夠以小組為單位，完成一份行銷企

劃書（Word）並且 80%以上必須公開發表（研討會與學術期刊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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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致理科大商務科技管理系的行銷學程 

學期 
課程名稱 

（必選修/學分數） 
同儕師徒制實施要點 

一上 
創意撰寫與呈現 

（模組必/3） 
將創意轉換為商業模式，輔考證照及撰寫企劃書 

二上 

行銷管理 

（必/3） 
SI 組同儕指導能力及 ITA 組 TBSA 進階檢定考照 

營收預估與財務管理

（模組必/2） 
參加全國競賽 

二下 
商務創新企劃 

（模組必/3） 
參加全國競賽並獲獎，寫作論文並公開發表 

本研究中「同儕師徒制」所提出的成效佐證，是證照檢定、全國競賽和論文發表

的成果。而運用同儕師徒制所進行的課程與教學設計，正是獲得成效的 重要關鍵。

上述目標對於一些研究所學生而言都很困難，為何致理商管系學生可以達到上述的課

程目標呢？主要是筆者不僅導入同儕師徒制的教學方法，更利用「以賽代訓」的課程

進行方式，將筆者教學課程的進度嚴格控管。也就是透過「同儕師徒制」，擴大筆者的

教學指導能力與範圍。 

本研究統整學說理論與現行制度，整理出應用「同儕師徒制｣於行銷課程的設計原

則： 

(一)將學程設計成 3 學期課程。大一下課程透過「相互同儕」的學習互動，推動學生在

近側發展區建構自己的知識系統。大二課程由師傅生與徒弟生藉由相近同儕師徒制

的互動進行，精進雙方學習技巧並將知識長期地保留在記憶中。 

(二)教師在授課時搭配證照檢定、參加競賽與論文發表等活動的進行，使知識領域的真

實學習與上課情境綁在一起，使活動本身也扮演著「某種教學者」的角色，無形中

形成一個「多元學習」的「情境學習」環境。 

(三)在教學互動時，教師 好要訂定數個檢核點（ 好是一週至少一次）以確定整體學

習過程是否正確。此外，一旦師傅生發生角色衝突問題，教師應立即從旁協助處理，

避免讓學習效果打了折扣。 

本研究是一個為期 3 學期行銷學程之教學方法研究過程，在敍述上係依時序將整

個學程依大一下至大二下之課程，分為五個研究步驟進行，現加以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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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員施教，統一標準 

「創意撰寫與呈現」第一堂上課時，筆者就會將上課規定與評分標準 PO 到臉書

的課程社團，並規定所有修課學生必須參加 TBSA 進階檢定考照。筆者發現，只要上

課規定在課程一開始就說清楚、講明白，學生即使叫苦連天，也會努力地去達到。尤

其是大一的課程不是必修就是模組必修，因為事涉學生可能重修，甚至可能會延畢，

如果說不清楚就容易造成學生的不滿投訴或在教學評量上給予低分，造成授課老師的

困擾。筆者除了規定修課學生必須報名 TBSA 進階檢定考照外，還規定全班學生分組

報名參加 TBSA 全國創新企劃競賽。每組須選出隊長，並經筆者審核通過，做為該組

作品修改時與筆者的窗口。隊長就是相互同儕的師傅生，組員則是徒弟生。 

TBSA 在每年上半年都有舉辦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競賽佳作以上成績

的隊伍，每一位隊員都可享一年內以 NT$2,000 考照的優惠。依致理科大的證照獎勵

辦法，通過 TBSA 進階檢定可獲得 NT$2,000 的證照獎勵金，因此筆者便利用這個誘

因，鼓勵學生在大一下參加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不但可以有機會獲得一項

全國競賽佳作以上的獎項，更等於免費取得一張乙級證照。 

二、按部就班，因勢導利 

一學期只有 18 週的上課時間，如果扣除期中考與期末考週，以及有時會遇到連

續假期，可上課的時間 短可能只有 14 週。因為「創意撰寫與呈現」課程目標多而且

份量重，如果學生不能按部就班地進行課程， 後的結果就是學生課程無法上完，或

是學習成效不佳。因此筆者將整個課程分為四個步驟循序漸進，現分述如下﹕ 

(一)請學生找尋市面上熱賣產品，做為企劃書寫作的產品，並提供參考範本 

筆者將 TBSA 考照準備分為「選衣服」與「穿衣服」兩個部份。這與一般企劃

書寫作的內版與外版 3 有異曲同工之妙。用在 TBSA 進階檢定之考照輔導上，就是

善選企劃書的題目（選衣服）與提供一份好的企劃書範本（正確穿衣照片），以及

一份完整的寫作檢核表（筆者依評審標準自行製作）。學生所寫的產品必須是市面

上已有的熱賣產品而且可找到使用者心得或是開箱文，以確定產品有足夠的素材

用來寫作。學生選定了企劃書主題後，筆者會請學生由 TBSA 官網中的「進階企劃

報告範例」區找到一個企劃書檔案做為範例，除此之外，筆者還設計了許多固定的

造句格式及寫作方式（即寫作檢核表），以幫助學生進行企劃書寫作。 

(二)請各組隊長（師傅生）依檢核表的檢核項目，指導各組的組員（徒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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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SA 五張表單中許多欄位都是用來做為勾稽之用，而且前後的邏輯是相通

的。只要學生統整該產品現在與過去所進行之行銷活動的內容再加以改寫，即可完

整描述及呈現企劃書的 7P 行銷活動。本階段筆者會特別重視隊長的學習成效，除

了是因為隊長所撰寫的企劃書會做為該組參賽的作品，必須在參賽時限前完成外；

隊長更身兼師傅生角色，協助同學進行欄位的勾稽，以及加強解說老師上課重點。

因此大多數組別都能在期中考前完成 TBSA 五張表單的參賽作品寫作。 

(三)檢定筆試結合期中考求高分，親自檢核五張表單求平均在 70 分以上 

筆者課程的期中考是以 TBSA 進階檢定之筆試成績當做期中考。因為學生畢

竟沒有企劃實務經驗，企劃作品分數都不會很高，TBSA 進階檢定的筆試考題皆出

自 TBSA 五張表單內容，所以只要努力去理解內容並加以記憶，考到 90 分（佔總

分的 25%）是沒有問題的。期中考後 2 週內學生必須繳交 TBSA 五張表單，筆者

會依 TBSA 頒佈之「TBSA 進階企劃作品評審重點」對所有完成的 TBSA 五張表單

做審查，筆者的審查是以 65 分為及格，因為如果學生筆試達到了 90 分，那麼 TBSA

五張表單只要能有 63.4 分（佔總分的 75%）即可達到及格的 70 分。 

(四)參加全國性的三創競賽獲得參賽經驗，練習 PPT 及 Word 的企劃書寫作 

TBSA 進階檢定考照後，筆者會以小組為單位，進行 PPT 企劃書的期末課堂報

告，並講解如何將 TBSA 五張表單結合 PPT 轉換為一份 10 頁 Word 的企劃書。學

生進行 PPT 報告時，筆者會依每組報告學生的作品內容，在筆者保存之以往學生

作品中選出 1~3 個類似主題的作品在課堂上介紹，以供學生觀摩之用。至於 10 頁

Word 的企劃書，就純粹是一個練習的體驗活動。這個部份是下學期課程的主要內

容，因此只是要求學生將 TBSA 五張表單的標題及內容貼到 Word 上再將句子寫

長、寫完整，再將 PPT 的圖貼到適當的相對應位置罷了！ 

表 2 是創意撰寫與呈現的授課進度表。重點是要慎選小組隊長，因為他必須擔任

師傅生的工作，扮演朋友及典範的角色，所以筆者須善盡方案管理人角色，設定多個

檢核點，如果實在不勝任，就要更換隊長。 

三、以賽代訓，百川分流 

大二上共有兩門課程。「行銷管理」採相互同儕的方式，由 SI 組同學擔任師傅生

指導 ITA 組同學，藉由指導對 TBSA 五張表單的撰寫方式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營

收預估與財務管理」則請 SI 組同學做為徒弟生向 ITA 同學學習 App 製作。大二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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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創意撰寫與呈現課程學期授課進度表 

週數 授課重點 注意事項 備註 

1-2 
課程及 TBSA 進階檢定

介紹 
分組、收報名費及保證金 

第 2 週起授課時數由 3 小

時延長為 4 小時 

2-4 
小組企劃書寫作與個人

企劃書作品選擇 

不要有相同作品，並注意

企劃書產品有足夠寫作資

料 

授課時數 4 小時 

5-7 

小組企劃書完成報名，

開始上課及繳交個人作

品 

課程內容須配合寫作進

度，準時繳交作業由隊長

輔導 

授課時數 4 小時 

8 個人作品總檢查開始 總檢查由筆者親自檢查 授課時數 4 小時 

9 TBSA 筆試及作品總檢查 總檢查通過者不用再繳交 期中考週上課 3 小時 

10-11 PPT 企劃書指導製作 
保證金退費結算務必要清

楚 
TBSA 檢定表單寄出確認 

12-15 PPT 期末報告及講評 
各組報名至少一項全國競

賽 
與課務組確認上足 54 小時 

16-18 
試算學期成績不及格者

補考 

補報告者獨自完成一個

PPT 
通過者彈性上課 

註：本課程係申請學校之彈性課程授課，透過調課方式將 後 3 週的課移至期中考前上完。 

程的重點指標，就是學生必須要參加全國競賽。許多比賽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

是同一所學校儘量不要有兩隊參加決賽。為了求得 大的決賽機會，便需要針對每一

組參賽學生的作品內容，選擇適合的比賽參加，這就是「百川分流」。 

致理科大多為商業類科系，在目前三創競賽是以實體產品、發明專利做為亮點的

現狀下，不能像工科學生實際展示參賽產品，以及參加發明展的得獎獎狀或是專利證

書..等做為產品行銷可以大賣的佐證。所以筆者利用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理論，設計了一個發想創新服務商業模式的結構化流程，分別為：「分析現有商業模

式」、「找到假性忠誠顧客的市場需求」、「評估該市場需求的商業價值」、「提出創新商

業模式」以及「模擬創新經營狀況」。上課重點在於學生如何利用上述的步驟將消費者

感受的產品三層次（圖 1）轉換為消費者購買的產品三層次（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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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產品的三個層次（消費者感受） 

 

圖 2 產品的三個層次（消費者購買） 

筆者在課堂教學時，設定了幾個檢核點以控制進度。在期中考前，利用上課時間

檢核各組的 App 以及 PPT 報告。期中考後至期末考間則是依 PPT 為架構，搭配 TBSA

五張表單，完成一份 30 頁的 Word 企劃書以及藉「以賽代訓」參加三創競賽的決賽。

因為筆者對所選定參加的競賽都至少參加過 2 次，因此對於初賽時評審所要求的企劃

書品質水準多能掌握。在參賽前，筆者也會請參加過該競賽的得獎學長／姐以師傅生

的身份對參賽學生的作品內容及簡報方式進行指導，確定決賽入圍後，學生更必須花

至少 2 週的時間來全心準備，並接受業師的模擬評審。在本部份要強調的是，每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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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一定要依據其產品的性質與內容選擇合適的比賽，而且比賽時程一定要與課程的

進行結合並設定檢核點，才能發揮課程的綜效。 

四、整合創意，五餅二魚 

現在的三創競賽都有其舉辦主旨與強調主題，而且競賽的評審大多是邀請業界人

士擔任，他們大多比較在意企劃書的內容，以及是否能成為一個賺錢的商業模式。學

生在參加競賽之前，對於整個企劃書的批判者只有筆者以及筆者邀請來的業師，這對

於企劃書內容的完整檢視而言，人數與次數還是不足的，所以筆者都會要求學生要以

相同主題的作品多參加幾項競賽。 

因為各項競賽都有設定主題，因此學生的參賽作品與參加同一競賽的各隊作品大

多有類似的地方，可供學生觀摩學習。業師評審的講評更會對作品的缺點與尚未完善

之處產生了提醒的作用。學生只要能吸取每一次比賽時評審的講評意見以及觀摩其他

隊伍的比賽方式與內容，賽後整合創意再修改商業模式，必能逐次地產生整個商業模

式的改變。再加上每一項競賽的主題不同，要評比的項目與強調的重點內容也不同，

如此不但可以五餅二魚 4 的方式參加多項比賽，更可以藉由參賽而精進學習。因為每

次參加比賽的商業模式都有改進而不同，企劃書內容自然不會一樣，這樣也就不會給

外界一種「一組隊伍＋一項產品」參加遍各項比賽的不好觀感了。 

五、建立藍圖，利人利己 

大二下「商務創新企劃」的課程係鼓勵學生將專題改寫並進行學術論文發表，以

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現在技職院校的學生大多自大三下就開始進行校外實習，因

此學生對課業的專注大多只會維持到大三上學期。筆者提前至大二下就將學生的專題

完成，而只餘專題精緻化在大三時進行。這樣就可避免在大三下及大四上時，因為學

生進行校外實習，而造成專題進度延遲。 

在筆者的教學經驗中，感受到大部份學生經過了 3 學期行銷學程，因為在全國性

三創競賽得到前 3 名，有時不免自我感覺良好。但實際上，大部份的學生仍然無法完

整地將他們的企劃書說清楚、講明白。究其原因，畢竟一個競賽的報告時間只有 10~15

分鐘，Q&A 時間也不會超過 10 分鐘，所以雖然學生準備參加競賽的時間不會超過一

個月，但仍然可以獲得好成績。更何況現在競賽的評審都很注重保全選手的自尊心，

如果選手的回答文不對題，甚至是答不出來，評審也會適可而止，而不會一直追問，

所以學生也不會因此而窘在台上無法下台。基於上述的理由，筆者會在大二下的課程

中，便會要求學生將他們的企劃書改寫為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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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許多研討會接受業界實務論文，而且只要論文是建構在完整的理論基礎

上，論點的陳述也具有邏輯性，被學術期刊接受的機率就很大。因為論文發表都會有

格式與頁數的限制，因此學生在修改時，必須更用心地去蕪存菁，以縮短原本企劃書

頁數，這對學生思考與判斷能力十分有幫助，他們也可以藉由對企劃書的檢視，得到

更多啟發。此外，筆者結合致理科大教師評鑑辦法，整理出一套教師評鑑加分流程圖（請

參圖 3），可為學生的學習成就與筆者的教師評鑑成績創造雙贏。各校的教師評鑑都是

在評核老師的教學、研究與服務表現，因此本研究對大專院校老師應該也會有所幫助。 

肆、實施成果 

本部份統整 3 學期課程的執行狀況，並以 4 項實施成果及 1 個個案來分別說明。 

一、五張表單貫穿學程 

筆者在大一下的課程及大二上的課程都會要求學生撰寫一份 TBSA 五張表單。

因為 TBSA 五張表單的撰寫可訓練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對於培育學生的思考判斷能

力極有幫助。此外，TBSA 五張表單可視為 PPT 或 Word 企劃書的內版，只要將 TBSA

五張表單完成，就可以用來發展 PPT 或 Word 企劃書。只要將這五張表單的標題移植

到 PPT 企劃書中，再將內容以圖片加上簡略的文字說明即可製作完成 PPT 版企劃書。

至於 Word 版的企劃書，則只要將這五張表單的標題做為標題，將內容改寫得比較長、

比較完整，再將講解 PPT 企劃書的逐字稿加以結構化地擺放至企劃書內，部份 PPT 的

圖案亦放在相應的位置， 後再將文字做更細化的補充說明即可完成。 

筆者選擇利用 TBSA 五張表單的寫作做為貫穿整個學程之主要教材，並利用

TBSA 所編撰之「TBSA 進階檢定企劃作品總複習」PPT 講義做為上課的教材，讓學生

有一個完整的行銷企劃書概念。總之，筆者使用下列的原則進行施教： 

(一) 針對大一上「創意撰寫與呈現」的修課學生，採取模仿式的教學方式，主要是用範

本模擬的方法，配合以檢核表校正學生的企劃書作業做為主要的教材，而將「TBSA

進階檢定企劃作品總複習」的 PPT 做為教材。 

(二) 針對大二上「行銷管理」課程的 ITA 模組學生，同樣使用第一項的授課方式，利

用「TBSA 進階檢定企劃作品總複習｣的 PPT 說明如何進行企劃書寫作後，請學生

進行企劃書實作練習。SI 模組學生則是擔任 ITA 模組學生的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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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教師評鑑加分流程圖 

(三) 在大二下「營收預估與財務管理」課程，則是由 SI 組學生以交換學習的方式，向

ITA 同學學習 App 製作，為大二參加競賽及論文發表預做準備。 

二、以做中學代替課堂講課 

就筆者的教學經驗而言，學生在課堂中耐心聽課的專注時間很少會超過 20 分鐘。

如果學生覺得老師講授的內容與他息息相關，他自然會很有興趣地聽課並與老師互動，

如果他認為這是與他無關的事，那麼他自然會想做自己的事或是與鄰座講話，而造成

教室的秩序紊亂。所以筆者在進行大一學生課程時，都鼓勵學生攜帶筆記型電腦上課，

在課堂利用空檔配合課程的進度把作業大範圍地先完成，有問題立刻向老師提問並解

決，這樣每週的作業就比較容易按時繳交。所以利用上課時間完成作業是 有經濟效

益的事了。如果學生都能埋頭苦做，教室的秩序就得以維持了。 

筆者在上課時，時常利用 Google 講解一些基本的學說理論並教導學生如何在網

路上找資料。筆者 常利用的 Goolge 找資料方法叫做「自由輸入搜尋法」，就是將想

要找尋的資料先輸入在 Google 的搜尋欄中，接下來閱讀搜尋到的內容，找到與自己想

搜尋內容 相近的，再複製該段內容的方式繼續搜尋，如此反複幾次搜尋，便能找到

想要的資訊了。至於行銷的基本學說理論與名詞，在 Google 中不但有詳盡的介紹，有

些比較熱門的理論與名詞還有影片說明，可幫助學生吸收了解。 

做中學 重要的精神就是學生一定要先動手做出成品，再將作品給老師指導才會

有所進步。因為作業是代表學生在課堂學習後的內化程度，所以作業的按時繳交就非

常重要。尤其是學生所撰寫的 TBSA 五張表單必須要提交參加檢定考試，有時限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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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如果不能每週按時繳交，通過檢定的機率勢必不大。筆者規定逾期繳交作業

必須受到處罰，而且任何理由都不能豁免，惟有如此學生才會準時繳交作業。 

三、自編教材，以補不足 

筆者上課都沒有採用教科書，而是自製教材。課程都是控制一個單元在 50 分鐘

以內結束，對課程的時間安排為開場白 5~10 分鐘，20 分鐘正式上課，另外 15 分鐘互

動討論， 後留下一點時間進行 Q&A。這種安排看似不錯，但是要如何安排 20 分鐘

的正式上課內容呢？因為這 20 分鐘的上課內容可說是承先啟後，有了 20 分鐘優質的

上課內容，才能持續讓學生進行互動討論與 Q&A。 

筆者發現 TED（2017）網站的短片時間都是在 20 分鐘以內，而且大都有中文字

幕的翻譯版本。短片內容雖然不全部是行銷理論的演譯，但有些可傳達筆者想要傳遞

的行銷知識。舉例而言，筆者通常會以前文中圖 1「消費者感受的產品三層次」說明

王品牛排的產品 3 層次對消費者的感受為何？但為何核心產品不是進行訂價策略的重

點，反而是延伸產品呢？這時筆者就會播放 Sinek（2011）所講的「偉大的領導者如何

鼓 動 行 為 」 來 說 明 圖 2 「 消 費 者 購 買 的 產 品 3 層 次 」（ 請 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Zw8a8y85BU）。總之，筆者自編的教材主要都是以

下列 4 項原則進行編寫： 

(一)以一個企劃書的章節為主題，單元課程不要超過 50 分鐘。 

(二)以一個故事做為開場，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三)以一個 TED 影片為主要課程。觀看前要先提示介紹，觀看後要再提醒重點。 

(四)當場發佈課堂作業並進行團體討論，再將討論結果實行在企劃書寫作上。 

四、以賽代訓，查核成效 

筆者的評分規定採多元評量方式進行。學生的加分機制除了課堂參與外， 主要

的就是參加比賽得獎了。參加比賽加分是沒有上限的，只要學生事先報備即可。目前

國內三創競賽的給獎方式，大多會頒發約 40%參賽隊伍數量的參賽隊伍獎項。就筆者

的經驗，學生作品只要依照筆者規定寫作，得到佳作獎項的比率多會超過 70%。 

競賽得獎是外界給予學生能力的肯定，對參賽學生自信心的增強會有莫大的幫

助。但是參加比賽代表著學生要額外地花時間準備，而且沒有保證會得獎。筆者以加

分政策，讓學生願意跨出在學校的安樂圈，與其他學校學生同台競技。學生只要克服

不想多花時間參加比賽的心理障礙，大部份都會得到獎項。久而久之，不但學生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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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校外競賽，以獲得加分的機會，更會因此培養出自己不會比其他學校學生差的自

信心，對於學生未來進入社會的競爭力，自然會有正面增強的效果，所以筆者將學生

參加校外競賽成效納入大一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中的一項重要加分項目。至於大二

學生參加競賽得獎固然可以加分，但會更鼓勵學生將企劃書改寫為論文投稿發表。 

五、教學個案—由 TBSA 五張表單寫作到期刊論文發表   

到底「同儕師徒制」的教學方法是否能產生有效且可觀的成果？圖 4 是一組學生

由大一下以一個「水電叫修網站」（水電小飛俠）為企劃主題進行 TBSA 五張表單寫

作，進而參加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榮獲亞軍。而後利用大二上、下學期課程

對此主題持續進行研究並於課程中發表不同階段的成果報告，除了在研討會上進行口

頭發表外，並獲南亞學報收錄。 後於大二下至上海參加「2016 年海峽兩岸大學生創

新、創業活動」並榮獲第 3 名的一個 3 學期活動，本研究臚列各主要的階段性成果如

圖 4 所示。 

很多人都認為學生參加三創競賽就是要鼓勵創業，但筆者認為學生參加三創競賽

大的收獲，就是能藉由參加比賽，學習如何將一個創意發想說清楚、講明白，而且

能夠藉由商業模式的設計將這個創意發想有邏輯的呈現。未來學生畢業後，在他的工

作崗位上，遇到一些不對稱的事情時，就容易找到其中的缺口（gap），並利用手中的

資源或是去爭取資源把這個缺口補平。這樣不僅能讓他在職場上利用相關機制使工作

運作得更平順，一旦時機成熟或是遇到機會時，自然而然地就會進行創業活動。 

致理商管系十分重視課程結合證照考試，尤其是乙級證照的取得，更代表一個學

生具備該項技能的客觀證明，對他們未來的就業力也有幫助。此外，致理商管系學生

畢業前還必須分組完成一份實務專題，經公開發表通過後，始可在系上提出畢業申請。

行銷學程結合了以上兩項課程重點要求，不但符合系上的政策，而且對學生畢業就業

的競爭力有極大的幫助。 

本研究經過了 2 學年的教學實證，發現選讀 SI 模組的致理商管系學生在本研究

所提出之「同儕師徒制」成效指標：證照檢定、全國競賽和論文發表的成果（參表 3），

的確有長足的進步。因此本研究以表 3 的成果推論同儕師徒制應用於行銷學程的確有

顯著的成效。 

除了客觀的成效佐證外，本研究並請致理科大的教學發展中心提供修習本行銷學

程學生的教學評量分數，以及與本課程課目名稱及內容皆相似的他系課程學生之教學

評量分數做為比較。以本學程的 後一門課程「商務創新企劃」與其他科系之「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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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由 TBSA 表單寫作到期刊論文發表的電子檔案明細 

表 3 致理商管系實施同儕師徒制之績效 

學生績效 100學年 104學年 106學年 備註 

證照考試 15 75 123 TBSA進階檢定證照 

全國競賽 5 16 36 以獲前3名的隊數計算 

論文發表 5 15 32 研討會及期刊發表組數計算 

類課程」相比較，自106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連續兩年的「商務創新企劃」課程學生的

教學評量分數都顯著高於其他科系類似課程修課學生的評量分數（參表4）。如再對照

致理商管系之行銷學程係自105-2學期始開始進行「商務創新企劃」的課程，足見修課

學生對本學程的授課方式感到滿意，也覺得獲得了預期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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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商務創新企劃與企劃類及不分類別課程之學生教學評量分數差異比較 

伍、結論與建議 

筆者的核心教學理念是「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因此採用「以

鼓勵代替要求，以階段性目標代替一次到位」的教學策略，並善用同儕師徒制的教學

方式，讓學生藉由學習的過程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與自主學習的學習力，確保學生畢業

後能長期維持職場競爭力。筆者除藉由帶領學生參加三創競賽及將企劃書改寫投稿並

公開發表，讓學生建立自信心以及培養學習力之外，更在活動過程中訓練學生團隊協

調合作的能力。這種做中學的教學方式，相信能夠讓學生將所學到的技能與態度，在

畢業後轉移至工作與生活中，奠定其職涯成功的基礎。本研究期望能在培養學生的自

信心、學習力與協調合作能力上，做出創新的敎學方法與具體貢獻。 

筆者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習有障礙的學生，並不是他們不想學或是學不會，而

是「老師不會教」，也就是說老師無法用學生能接收的頻道來溝通。在傳統課堂教學中，

師生的互動有限，許多同學遇到課業問題時，不敢向老師提問，即使提出問題，也因

為上課時間有限，如果問題比較複雜，學生往往無法真正地獲得解答，下課後又沒有

能力自己解決問題，久而久之就缺乏「求知」動機而不想學習了。如果課程能透過同

儕師徒制的實施，提供徒弟生專屬的師傅生，在其學業遇到問題時，師傅生能適時扮

演指導與協助的角色，引導徒弟生解決困惑。徒弟生不但可由師傅生的身上，學到如

何解決問題的「學習力」，在面對更有挑戰性的課業時，自然也會有「自信心」去面對。 

由本研究的實施結果中可以發現，學生藉由「同儕師徒制」的實施，的確會影響

其整體學習成效。利用做中學教學除了可提高學生之學習成效外，更可以培養學生的

自信心。至於實施「同儕師徒制」之關鍵成功因素，則是完善的制度設計與課程規劃。

這也是本研究對教學設計與方法之創新及貢獻，以下分別說明如下： 

一、藉由「同儕師徒制」的實施，的確會影響學生整體之學習成績 

本研究經過了 2 學年的教學實證，無論是質化或是量化的成效上，都有著長足的

學期 商務創新企劃 其他系 企劃類 差異 全校不分科目 差異 

105-2 4.3771 4.2694 2.52% 4.1819 4.67% 

106-2 4.7646 4.1207 15.63% 4.2291 12.67% 

107-2 4.8759 4.2238 15.44% 4.2257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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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在質化成效上，學生經由 3 學期連貫性的課程，由創意發想開始至產品成型，

接著透過 TBSA 五張企劃表單撰寫、PPT 版企劃書製作、Word 版企劃書製作、參加全

國競賽，乃至於論文寫作並發表，皆能循序漸進地完成，產生具體的成效。 

在量化成效上，目前選讀 SI 模組的致理商管系學生，106 學年度的 TBSA 進階檢

定的通過率將近 100%。在參加全國競賽獲得前 3 名的組數，106 學年度相較 100 學年

度及 104 學年度分別成長 7 倍及 2 倍（請參表 3 的統計數據）。論文發表的組數節成

長率亦與全國競賽獲得前 3 名的組數相仿。因此由質化及量化的成效分析中可看出，

「同儕師徒制」的實施，的確會影響學生整體之學習成績。 

二、利用做中學與培養自信心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一)做中學教材設計 

同儕師徒制的進行，必須在師傅生及徒弟生間製造一個溝通介面，這個介面就是

實作，唯有透過做中學的師徒互動，才能對雙方都產生學習的成效。TBSA進階檢定考

試首重動手實作，但限於學校制度及應修學分的限制，致理科大並沒有開設實作的課

程。所以做中學的教材，是很適合筆者用於授課的，但動手做什麼？課程目標就很重

要，這也是筆者設計教材的重點，那就是每次動手做一定要有產出，一次的產出不要

太多，但要立即可以看到並加以檢驗。 

學生的學習成效與老師的期望產生落差，大都是因為溝通不良。同儕師徒的互動

透過「做中學教材設計」，解決了筆者與學生溝通不良的問題。因為筆者將課程目標拆

解成了一個一個的小目標，每個小目標都是學生能立即了解如何進行實作的工作，即

使學生一時無法了解，透過師傅生的說明與指導，並經由競賽進行時，階段性地展現

成果，筆者即可追蹤查核。學生藉由做中學吸收到知識，同時在每次上課後完成一個

小階段的作品，在一學期結束時可以完成一個比較大且完整的作品（考照、參賽及投

稿）。這樣藉由將學期目標拆解為各個階段性地目標，再經由結合階段性目標的達成而

完成學期課程的教學目標，不但能達到學生完成課業的學習，更可以讓學生藉由拆解

一個大目標的階段性完成任務，了解到未來如果要進行自我學習時，如何分階段地編

列自己的學習計劃，進而按部就班地完成一個較大的學習目標。 

(二)培養學生自信心 

學習是人類本能，在人生道路上，時時都充滿了學習的機會，端看個人是不是能

察覺到機會而進行即時學習並反饋到日常的生活與工作上，所以培養學生具備「學習

力」是很重要。以筆者大二課程要求之課程目標而言，學生在上課前就已經知道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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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末至少參加一項全國三創競賽的決賽並獲得前 3 名，但要如何安排自己的賽前

準備工作，這就是一種利用「情境學習」所做的「自主學習」了。參加一個競賽要準

備很多面向的工作，而要如何同時進行，就有賴團隊協調合作了。 

要讓學生樂於學習，先要使他們產生學習動機。筆者在前文述及了這麼多的教

學方法，其目的就是為了讓學生產生學習動機。但是學生有了動機後，如果沒有信

心，那他就算有再大的動機想去學，限於種種客觀的外在條件， 後實際進行學習

的機會也不會大。所以筆者認為，自信心對於學生由產生動機到付諸行動的這個階

段是有很大的作用。筆者還發現了一個現象，致理科大的學生如果是要進行一個一

學期的短期努力，大多很願意嘗試，但是如果要努力的事情超過了一學期，通常學

生就會打退堂鼓。筆者認為這就是因為自信心不足，所以不願意嘗試長期努力的一

種外在表現。筆者設計的 3 學期行銷學程，透過不同形式的同儕師徒互動，教導學

生如何經由一個完整的、連續的、由小到大之目標持續達成，建立自信心。因此運

用同儕師徒制於課程中，對於學生畢業後的持續自我學習或是進行團隊協調合作，

有非常大的助益。 

三、實施「同儕師徒制」之關鍵成功因素為完善的制度設計與課程規劃 

(一)制度設計 

本研究認為致理商管系的同儕師徒制是老師與學生間一種正式的師徒直屬關係，

老師除了有指導學生的責任，高年級的師傅生亦有接受老師指導並指導徒弟生之義

務。而且學生在修課之外，尚須依規定繳交作業並接受評核。這種以師徒制度進行組

織承諾的制約，可以讓老師與師傅生能主動進行知識分享而達到知識轉移的目的。而

且本研究依據不同的年級與課程，以「相互同儕」與「相近同儕」交互運用，以達到

「學習者教導學習者」的目的。因此，本研究認為完善制度設計是實施「同儕師徒制」

之關鍵成功因素。 

目前的同儕師徒制研究，大多聚焦以高中生、國小生為師徒配對進行，究其原因

可能是大學生同儕之間相處遠比中小學生疏離，且各有各的生活，合作和分組反而是

大學生 討厭，也較易引發衝突。因此建立與發展良好的制度來減低衝突，是技專院

校實施同儕師徒制成功的關鍵成功因素。授課老師更須扮演好方案管理人的角色，以

創造參與者間的連結機會和友誼，使得師傅與徒弟能自然發展關係以連結與學習。 

(二)課程規劃 

本研究中同儕師徒制所運用到的主要理論為認知發展理論與社會學習理論。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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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與模仿的學習過程是人類習得新行為與修正舊行為的基本方式之一。認知發展理

論強調學生心智 有可塑性的區域為「近側發展區」，若能適時察覺學生的需求，並在

近側發展區內加以輔導，將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社會互動則可提供直接觀察與

模仿標準規範行為的情境，藉由對楷模人物的觀察與模仿，學生的能力可獲得改變與

提升，此即所謂的「上行下效」、「耳濡目染」的效果。「處理層次論」亦說明：訊息可

以有不同層次的處理及複述，越深層次的處理或複述，越能有效保留訊息於記憶中。

加上認知精進是一種後設認知的過程，因此「同儕師徒制」課程的設計要能夠創造一

個情境，讓學生藉由不同方式的再次進行學習，做為其改進學習的參考。 

本研究以一個 3 學期的行銷學程，教導一群原本對行銷只有粗淺概念的大一及大

二學生。以建構在「同儕師徒制」的課程學習，利用 TBSA 五張表單的寫作做為貫穿

整個學程之主要教材，讓學生有一個完整的行銷企劃書概念，並將 後的學習成效設

定為完成一份完整企劃書並公開發表。因為課程採「以終為始」的方式設計，利用 3

學期的時間分階段完成。課程的內容持續鎖定一個商品企劃的主題，採由淺入深，循

序漸進地設定了各階段課程結束的衡量指標，並按時檢核。因此學生有任何的學習問

題，都能及早發現，並能協助學生解決。尤其是目前大學的必修課目仍多採大班教學，

此種課程設計的方式的確可有效地擴大教師的指導能力與範圍。 

本研究試圖由文獻探討切入，並藉由一個 3 學期的行銷學程課程進行實證研究，

探討同儕師徒制應用於行銷學程，是否會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研究結果顯示，此種

教學方式特別適用於技職院校以「動手做」為主的教學，而且對於「由模仿入手進而

創新」的學習者特別有益。「同儕師徒制」的教學方式的確能達到課程的目標，實施「同

儕師徒制」之關鍵成功因素，則是完善的制度設計與課程規劃。本研究希望「同儕師

徒制」的教學方法，除了提供技職教育工作者的應用與研究參考外，並希望能對行銷

課程的創新教學經驗提供助益。 

註釋 

1. 本研究透過 Google 查詢，再至各校相關單位的網站確認，發現除了致理、健行、

朝陽、元培等科大外，其他各校之行銷相關科系幾乎都有認定 TBSA 進階檢定證

照等同於行銷企劃類的乙級證照。 

2. TBSA 統計目前 TBSA 進階檢定考試的通過率至 2018/02/23 統計為 74%。考生如扣

除致理商管系的考生，大三以上（含社會人士）的報考人數佔報考人員的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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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Google 以「企劃書寫作 內版 外版」來查詢，可以找到許多相關資訊。簡單地

說，內版是企劃書的真正中心思想，外版只是一個標準的企劃書架構，係撰寫者用

來寫作企劃書的格式罷了。 

4. 五餅二魚是聖經故事，講述耶穌用「五餅二魚」餵飽 5,000 人的故事，筆者在此引

用，比喻一項產品即使本質相同，只要加以變化商品內容與商業模式就可以參加多

項比賽。 

5. 本論文係延續發表於致理學報第 35 期「技職院校推動同儕師徒制之探析」論文之

後續研究，因此所引用之參考文獻有部份相同，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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