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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出版的新書《載浮載沉的學術：有限學習的大學生活》

(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指

出大學生在校園裡的學習不如預期，許多關鍵能力不是沒有進步，就

是進步未達顯著差異。這本書面市後，大學教育的價值以及績效再次

引起美國學術界熱烈討論。評量大學績效的方法之一，或許以學生的

「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s) 最為客觀。以學系的角度出發，

學系以欲培養的人才訂出教育目標，再依教育目標擬定核心能力。而

後，根據核心能力，規劃相關課程；課程與老師教學都在幫助學生培

養各項核心能力，再藉由各種評量方式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最後，

評量結果能夠反饋至教育目標的內涵，藉此針對教育目標進行修改調

整。這一連串的流程為一個回饋迴圈 (請見圖一)，透過迴圈不斷循環

進行，系上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將更趨確實與完善。而總結性整合

式課程 (簡稱總整課程) 正是扮演檢視學習成果的重要工具之一。

圖一 回饋迴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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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0 年代開始重視的大四學習經驗，起因於社會大眾對於大

學績效責任的要求，以及雇主對於大學畢業生素質感到不滿。同時，

對於改革大學經驗以及檢視高等教育目標的呼籲未曾間斷，因此學者

與雇主建議大學不應只是提供學分、授予學位，還應該要提供學生在

畢業前能夠有總結先前所學的機會，並為銜接未來就業或升學作好準

備。美國大學遂逐漸體會到大四經驗相當重要，於是興起「強化大四

經驗的運動」。總整課程即為大四經驗中典型的模式之一。

     總整課程的英文原名為 capstone course，capstone (合頂

石) 指的是建築物最頂端、最後一塊石頭，用以穩固建築結構，使

其順利完工。除了 capstone 之外，尚有 keystone (核心石) 以

及 cornerstone (奠基石)，同樣也在建築結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Keystone 為拱門頂端的楔形石頭，用以使整體結構緊密銜接。

Cornerstone 則為建築物底部角落的柱石，用以支撐整體建築結

構，如圖二所示。將這些詞彙放到高等教育的脈絡下，也有其相對

應的意涵。Capstone course (總整課程) 係指大學教育最後、最顛

峰的學習經驗，使學生能夠統整與深化大學所學，讓學習穩固完成。

Keystone course (核心課程) 係指專業領域的核心課程，為專業學習

最重要的部分。Cornerstone course (基礎課程) 則指共同課程、領

域基礎課程等，為未來的學習打好紮實的基礎。

什麼是總整課程

圖二 建築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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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學生直接進入職場環境，實習單位定期提供學生狀況並評估學

          生表現

最終成品：書面或口頭報告

     綜合考試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s)

特性：藉由考試檢視掌握專長領域知識的程度

過程：不僅止於紙筆測驗，也可以是口試，甚至是展演的方式

最終成品：學生成績，可佐以分析報告，提出需要補強的專長領域知

                 識與能力

     學習歷程檔 (portfolio)

特性：多面向的學習活動或作品的集結

過程：進行學習活動並記錄

最終成品：歷程檔，可佐以反思報告 (reflection essay) 說明學習經驗

整體而言，總整課程強調以下幾點特色：

     從知識傳授轉換為能力培養
     從評量領域知識轉換為檢視核心能力
     從片段與個別主題學習轉換為連繫與統整大學所學
     從以學業成績來衡量轉換為以未來表現為焦點
     從單點轉換為線與面以擴大學生視野
     從老師為中心教學轉換為學生學習為中心
     從資源投入為重點轉換為學生成果為考量
     從單向課程規劃轉換為不斷回顧反思
     從個別獨立課程轉換為連結學系架構課程

       總整課程的實踐概況如下：

實施時間：高年級

班級規模：視課程形式而定

課程長度：一至兩學期

形式：

     專題計畫 (project)

特性：針對特定主題或問題，執行計畫，尋求解決方案

過程：包含形成問題、發展解決問題的方法、執行計畫解決問題等

最終成品：書面報告，並以口頭或多媒體等方式呈現研究成果或產品

     學士論文 (thesis)

特性：     針對特定主題或議題，進行學術研究
               適合有意繼續攻讀研究所學位，進行學術研究的學生

               重視研究方法與學術寫作

               指導老師進行一對一指導

過程：包含文獻閱讀、發展研究設計、資料收集、最後提出對議題的   

          建議

最終成品：學術論文

     專題討論 (seminar)

特性：      針對各種廣泛的主題或問題
               藉以延伸並整合所學知識

過程：包含資料收集、閱讀、討論、建立對議題的論點等

最終成品：書面或口頭報告

     實習 (clinic-based/internship)

特性：      強調與未來職場銜接
                直接應用所學，與現場工作者經驗交流

                學生藉此了解自己角色及反思自己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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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所述，大四經驗既然相當重要，在這一年中，究竟應該強調

哪些重點? 學者指出，大四這一年應該包括四項功能：(1) 整合大學

所學經驗 (integration)，(2) 為大學學習經驗收尾 (closure)，(3) 反

思大學學習經驗 (reflection)，以及 (4) 從大學過渡到下一階段之職涯 

(transition)。藉由這幾項功能，大學教育終能完整地拼湊成有意義的

樣貌，如圖三與圖四所示。

圖三  大四經驗的功能 I

      學生學習成果被公認為最有效、最具體的教學評量方式，美國高

等教育認可委員會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指

出，社會大眾、聯邦政府、高等教育社群、教育決策者越來越以學習

成果作為判斷大學教育品質的綜合指標，因此認證評鑑機構也加強運

用學習成果的證據，用以檢視高等教育的辦學效果。

      在國內，由於大學績效責任以及對納稅義務人負責的意識逐漸抬

頭，同時也參考國際趨勢，因此自 2012 年起，國內第二輪的高等教

育系所評鑑，已經從注重資源的「輸入」與「過程」，轉為重視「產

出」與「學生學習成果」。評鑑重點以學生學習成果為主軸，包括各

系所要培養什麼樣的學生 (即具備哪些核心能力)、資源如何配置、課

程如何規劃、學習成果如何評量，以及一旦學習成果不理想，如何改

善等。以工程領域為例，為配合國際工程教育認證協定 Washington 

Accord 的要求，國內所有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簡稱 IEET) 認

證的系所，在 2017 年前都必須提供總整課程的學生學習成果。由此

可知，總整課程被視為大學學習的總體檢。

為什麼必須實施總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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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大四經驗的各項功能出發，實施總整課程的好處，可由學

生、老師與學系三個面向來看。

(一) 學生

回顧：大學課程可能過於片段 (fragmented) 與專精 (specialized)，   

          總整課程提供了機會讓學生能夠整合過去所學，了解自己學了

          什麼，並加以應用，再從過程中反思自己不足之處，予以補強。

前瞻：學生以產出成品的方式，讓學習成果具體化，使學生對自己以

          及對於邁入下一階段更有信心。大學教育不再只是一張輕薄的

          學位文憑，而是帶得走的能力，而產出的具體成果成為大學代

          表作，有助於未來生涯發展。

就業：對於修習專題形式的學生來說，專題題目的來源可以是產業界

          目前亟欲解決的問題，從產業界找問題，也提早與產業界有所

          連結，培養就業力。

(二) 老師

驗收：了解學生學習狀況，驗收學習成果。

反思：總整課程不只是讓學生從過程中反思自己不足處，對授課老師而

            言，也能提供反思的機會，例如課程安排、教學法與評量方式的

            恰當性、課程活動與核心能力的連結性、改善課程的做法等。

(三) 學系

檢視：總整課程提供了檢視學系核心能力的大好機會，學生整合大學

          所學，其所展現的成果，正好可以作為學習成效的證據。

修正：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的結果，可作為系上課程規劃與教學修正的

          依據，是相當寶貴的資訊。

(1) 整合 (integration)：促使學生總整大學所學，讓大學學習並非只
     是一塊塊獨立的磚頭，而是完整的房子；並非只是學分的累積，

     而是有意義的整體學習經驗。

(2) 收尾 (closure)：為大學經驗畫下句點。
(3) 反思 (reflection)：提供機會讓學生反省思考大學四年學到了什
     麼? 還有哪些不足?

(4) 過渡 (transition)：協助學生順利連結大學經驗以及畢業後生
     涯，為未來做好準備。

大學教育

職場 / 研究生涯

整合 反思

收尾

圖四  大四經驗的功能 II

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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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於每個階段皆能提供協助與諮詢服務

◆教學發展中心於每個階段皆能提供協助與諮詢服務

◆教學發展中心於每個階段皆能提供協助與諮詢服務

如何設計與實施總整課程
課程進行中 (前測→上課→調整/補救→展示→後測)

舉行前測 進行課程

展示成果舉行後測

根據學生課堂表現，回顧

反思課程與核心能力的連

結情形

補救學生不足的背景知識

或技能

調整課程內容

補救學生不足

課程結束後 (分析→反思→反饋)

分析評量數據

反饋結果

反思評估結果

根據評估結果提出對總整課

程的改進做法，並進一步提

出對學系整體課程規劃與教

學改善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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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口頭報告評量指標實例

為使評量指標實用可行、確實發揮作用，以下有幾點建議：

1. 每項能力的面向與等級以不超過 3 項為宜，免得實際評量時，由於

    要同時關注太多面向而發現窒礙難行。

2. 評量指標的內容應該簡化至不論何時評量，都可達到一致的結果 

    (信度)，且即使不看指標內容，也能確實掌握評量內容 (效度)。

3. 建議由授課老師或助教自行發展適用的評量指標。在發展與修改的

     過程中，會更清楚掌握核心能力的內涵，除了在授課時能更加留意

     課程設計與教學如何與核心能力緊扣之外，也在評量學生表現時，

     較容易掌握評量內容。

4. 學期初就應該公布該課程所使用的評量指標，讓學生知道標準與努

     力的方向。

(2) 間接評量：間接評量指的是學生對於自己各項能力的自我評估與
    認知，通常以問卷自評的方式得知。為透過問卷了解學生自我評估

     的學習成效，問卷施測有以下幾點建議：

1. 前測與後測的設計方式，能夠了解學生在課程開始前與課程結束

    後，能力是否有顯著差異，以檢視教學成效。

2. 前測的時間點應為剛開學的前幾周，在課程內容正式開始之前完

    成。後測則在學期末，課程一結束即進行。

3. 為了能夠比較前後測數據，兩次施測的問卷內容應該一致。

4. 要能夠確認填答者身分，如此一來，進行前後測才有意義。

       總整課程的評量，有若干依循方向，分述如下。

(一)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清楚定義。

1. 開課前，課程目標以及核心能力就必須定義清楚。

2. 課程的核心能力應與系上的核心能力呼應 (align)，藉以檢視學生對

    於系上核心能力具備的情形。

3. 核心能力的數量不宜太多，避免造成評量時的困擾。

4. 核心能力的內涵與定義必須清楚且具體，避免一項核心能力之下又

    同時包括好幾項能力，而不易評量。

5. 學生對於該門課程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應在課程初始就有清楚

    的認識。

(二) 評量方式可包含直接評量 (direct assessment) 與間接評量  

      (indirect assessment)。

(1) 直接評量：直接評量係指直接從學生表現評估學習成效，例如
     考試、報告、專題作品等。評量指標 (rubric) 為評估學生實際表現 

    (actual  performance) 相當有效的評量工具，評量指標為一套評分

    標準，主要的構成元素有評量面向以及等級，每個標準都明列達成

     的程度。以「口頭報告」為例，實例請見表一。

如何評量總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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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可能是第一次進行知識整合，如何使學生上手?

     如何掌握學生學習進度?

     學生程度有落差該怎麼辦?

     學生的知識基礎不夠紮實該怎麼辦?

     如何處理打混或搭便車 (free riders) 的學生?

     如何處理跟不上的學生?

授課教師由學生角度思考⋯⋯

     學生是否瞭解總整課程的目的?

     學生已經知道什麼 (知識)? 會什麼 (技能)?

     學生想學到什麼?

     學生會學到什麼?

     修完這門課，對學生畢業後有何幫助?

從學系的角度思考⋯⋯

     總整課程要整合哪些系上課程/專業領域知識?

     系上的課程架構如何呼應總整課程? (先修、必修，如研究方法、  

     論文寫作等課程)

     總整課程可以檢視系上哪些核心能力?

     總整課程與學系/專業認證的要求或關聯性為何?

     系上老師是否都對總整課程的價值、目的、深度、廣度等有共識?

     總整課程如何協助學生畢業後的發展?

     如何協助學生做好修課準備?

     總整課程授課老師的專業發展需求為何?

     系上針對總整課程提供哪些資源/支援?

     何種形式的總整課程最符合學系的需求與教育目標?

     總整課程學分數該如何分配才合理?

授課教師由課程角度思考⋯⋯

     哪些因素可能妨礙總整課程的成效?

     哪些因素可能增進總整課程的成效?

     若為合授，授課老師之間對於課程目標、進行方式、評量方式等

     是否有共識?

     我需要哪些資源/支援，讓總整課程得以成功?

     課程進行方式為何?

     若需分組，如何組成小組?

     專案計畫或研究的主題來源與選擇為何?

     如何評量學生的課堂表現?

設計總整課程應考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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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核心能力

Appendix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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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公平有效評分的秘訣：從發展評量指標 (rubric) 談起

公平有效評分的秘訣：
從發展評量指標 (rubric) 談起

顏雅娟、邱于真

一、前言

     相信打成績或許是不少老師的夢魘，不管是平時作業或是期末

成績，面對如蝗蟲大軍般的考卷或報告，眉頭不由自主地就皺了起

來。評分其實可以不必然是那麼討人厭的工作，只要使用評量指標 

(rubric)，老師可以節省評分的時間，又可以免於評分不公的窘境，

而且學生還可以了解準備方向與老師期待，可謂一石多鳥。

二、以學生表現為依據的評分方式

     評量指標是一套建立評分的準則，可用做評估學生特定作業的標

準，每個標準都明列達成的程度，這種以學習成效為基準的評估方式 

(performance-based)，目標在於正確反映學生的學習效果。評量指

標可分為「分析型」(analytic) 與「整體型」(holistic) 兩大類。「分

析型」指標評量成品的個別要素，例如：表一中的七大標準或面向；

「整體型」指標則著重在完成作品的整體表現，因此沒有個別面向，

只有不同等級 (如表二)。老師可依自己需求，決定訂定何種評量指

標。無論分析型或整體型的評量指標，一旦列出評分標準，對老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都有正增強作用。評量指標能夠讓老師更清楚知道自己

的教學目標，同時也提醒學生該往哪個方向前進。

    分析型評量指標的主要構成元素，分別為：評量標準或面向 

(criteria or dimension)，以及等級 (levels of performance)。以表

一「口頭報告」為例，口頭報告的評分標準有七項：開場與介紹、清

晰度與架構組織、內容、風格與呈現、視覺輔助、結語、以及回答問

題。每項標準確定之後，接下來便要定義各面向的具體表現，這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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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花最多時間的部份。老師可依自己教學的需要，分成三等級 (佳、

可、劣) 或四等級 (優、佳、可、劣)。以表一「開場與介紹」此面向

為例，「優」的具體表現為「清楚快速地呈現報告重點，贏得聽眾注

意」；「佳」的具體表現為「結束前呈現報告重點，但稍有偏題。取

得觀眾注意」；「可」的具體表現為「觀眾對報告內容有概念，但講

者未在開場闡明報告重點」；「劣」的具體表現則為「觀眾完全不明

白報告重點」。老師必須清楚說明各面向的等級差異，說明要淺顯易

懂，且各等級之間有明顯區隔。一份好的評量指標，文詞解釋必須具

體實用，在評分的同時能給學生回饋，加強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與

應用。

表一：口頭報告之分析型評量指標

表二：口頭報告之整體型評量指標

來源：http://www.cwsei.ubc.ca/resources/files/RubricNewsReports.pdf

來源：Wiggins, G. (1998). Educativ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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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顧效率、公平與促進學生學習

     清楚、明確的評分依據，可幫助老師大幅節省評分的時間，尤其

對於大班授課的老師幫助更大。因為，要批改全班上百位學生的作

業，到最後勢必要不斷回頭檢查自己評分是否一致，但有了標準化的

評量標準，老師可以很快速的看出作業的優劣，並打下相對客觀的成

績。評量指標也可依照實際狀況，隨時做彈性調整，例如：當評分

時，發現有許多報告介於「非常好」與「好」兩者之間，可彈性多打 

0.5 的分數。

 

     建議老師可以在課堂上，讓學生參與訂定評量面向的過程，經由

討論之後達成共識的標準，學生會更明白一份好的作業 (或書面與口

頭報告) 應該包含哪些要素，促進學生學習，而並非僅是事後得到一

個簡單的成績，卻不知道哪裡做得好或是不夠好。許多老師都會使用

的同儕互評，也可利用評量指標進行。 

四、結語 

     老師除了要提升自身的專業知識，增進課堂互動與教學表現，更

重要的是，必須讓學生了解課堂學習目標，並據此評量學習表現。評

量指標不僅能夠節省老師在評估作業與提供回饋所需的時間，也可以

幫助學生了解自己學習上的優缺點。建立一份公平、實在、有回饋的

評量工具，使用評量指標將會是老師的一大幫手！ 

參考資料

Wiggins, G. (1998). Educative assessment: Designing assessments to 
inform and improve student performanc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
Bass.

劉家瑜，公平有效評分的秘訣：從發展 Rubrics 談起，98 學年第 2 

學期教學工作坊，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大學學習成果總體檢： 
以「機電整合及實習」總結性整合式課程為例

符碧真、周瑞仁、邱于真、方玫文、陳彥庭、林姿馨

壹、機電整合及實習課程

     近年來加強機電整合教育是世界各國電機與機械相關學系的發展

趨勢。「機電整合及實習」為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大四上學期三學

分的必修課，也是畢業生心目中系上必修的五大核心課程之一。「機

電整合」係以「控制工程」為核心，將機械、電機與資訊系統加以整

合的技術，並應用於產品的設計與製造上。這門課著重於學理的介

紹、實作能力的培養，以及系統性能的評估。學生修畢這門課後，應

得以設計並整合軟硬體成為完整的系統，在元件、模組、產品與系統

的層次上，達到功能上的交互作用與空間上的相容搭配。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的核心能力共有八項，分別是 (1) 工程與

科學基礎知識的運用能力 (2) 機械系統的分析與設計能力 (3) 感測與

控制系統的分析與設計能力 (4) 生物機電系統的實作能力 (5) 跨領域

整合、應用與創新能力 (6) 獨立思考及處理問題的能力 (7) 溝通、團

隊合作與敬業樂群能力 (8) 全球視野與終身學習能力。「機電整合及

實習」則對應了前七項核心能力，包括專業知識，也包括軟性技能 

(soft skills)。

     這門課的進行方式以講述授課為主，搭配實習與作業，整學期共

有 8 次實習。除了期中與期末考，學生還需著手進行專題製作，於

學期末口頭報告與實體操作展示。本次期末專題的題目是「先進植物

附錄三 總整課程實施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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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之建置」。有鑑於世界人口持續增長、氣候異常與暖化、環境汙

染、連作困難、土地沙漠化、水資源匱乏等因素，導致糧食嚴重不足

的問題，要求學生建構出一套從播種、栽培、環控、輸送、檢測、包

裝及儲藏一貫作業自動化的植物工廠。設計這個系統不但要整合過

去所學的機械、電機與資訊相關知識，還要考慮作物栽培、成本 (人

力、設備與耗材等) 與生產效率，從中找出最好的平衡點。

     由於植物工廠的系統龐大，必須彼此分工合作方能克竟其功。全

班 43 位學生，每三人分成一組，而後再組成三大隊。第一、二大隊

有 5 個小組，第三大隊有 4 個小組。大隊中的每個小組各司其職，

而後進行系統整合。為掌握學生進度，以期學生能順利完成期末專

題，本課程規劃 5 個查核點，包括 (1) 專題描述：教師說明對植物工

廠專題計畫的期待，包括須達成的系統功能與希望同學從中習得的

核心能力 (2) 專題計畫構想書：口頭報告專題計畫的設計理念與藍圖 

(3) 第一次進度報告：口頭報告初步分工、元件採購情形、時程表 (4) 

第二次進度報告：口頭報告進度與可能遭遇的困難以及解決方案 (5) 

期末專題報告：口頭報告、期末成果展現、書面報告及影片。

貳、課程成果

一、「機電整合及實習」課程的學習成效

（一）學生自評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前、後測比較

     前後測的問卷題目係由七項核心能力發展而成，請學生自我評估

各項能力「目前」具備的情形。問卷題目共有 16 題，並請學生提供

學號與姓名，俾便確認填答者身分。前測問卷施測的時間為學期初。

後測使用同一份問卷，施測時間為期末。

     在學系核心能力的瞭解程度上，學生在期末時高於開學時，且兩

者的差異達到顯著水準。至於核心能力的培養上，學生在 (1) 機械、

感測與控制系統的分析與設計能力 (2) 跨領域整合、應用與創新能力 

(3) 獨立思考與處理問題的能力 (4) 團隊合作 (參與小組工作並完成任

務)等核心能力上，都是後測平均數顯著高於前測，顯示學生經過一

學期的總整式課程，在這些能力上有長足的進步。然在機電系統的實

作能力與溝通表達能力上，前、後測沒有呈現顯著差異。

（二）期末專題報告呈現

     最後一次上課，三大隊學生先口頭報告植物工廠的設計理念與藍

圖，而後實際操作，接著授課教師及助教抽問學生，以檢視成品的實

際運作情形及學生的瞭解程度。綜觀學生的表現，可以看出學生需要

整合許多子系統，規模相當龐大，與過去他們只處理單一功能的小系

統，大不相同。其次，從採購材料、設計、到實作整合，都是學生自

己親自設計與製作，碰到許多需要權衡、取捨決策的時候，諸如該購

買現成器材，還是自行加工製作；該修改軟體，還是從硬體下手等。

再者，實際操作時碰到問題，各有不同的因應解決方案，有的組正式

上陣時，系統運作較為順利，有的組則是狀況不斷，正式展示時不如

先前演練的成果。

（三）教師評量學生學習成效

    小組報告或專題最常見的問題就是「搭便車學生」 ( f r e e 

riders)，授課教師採取以下幾種策略，以降低類似情形的出現。首

先，同學互相評分，評估平日的表現，以及對於專題的貢獻程度，可

幫助教師瞭解每位學生的參與狀況。其次，期末專題展示時，授課教

師與助教針對每位學生個別提出不同的問題，從學生答題的狀況，可

知學生對於專題的熟悉度。最後，期末紙筆測驗時，針對不同組別的

專題，設計不同題目，測試每位學生對於自己組內專題的瞭解程度。

透過這三種策略，較能客觀地評估每位學生的程度與貢獻度。

     43 位學生的期末成績，所有目標都達成者有 25 位，佔 58.13 

%；達成部分目標者有 12位，佔 27.90 %；達成最低目標者有 4 

位，佔 9.3 %；所有目標皆未達成者有 2 位，佔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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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電整合及實習」作為總整課程的效果

（一）學生自評總整課程的效果

     本課程舉行期末考時，同時請學生針對修習此課程的心得與感

想，提供文字回應。在 41位填答者中，27 位同意總整課程整合了先

前所學專業領域知識，為大學教育收尾，並為未來銜接職場就業與升

學作準備，3 位部分同意上述陳述。另有 4 位認為該課程立意良好，

但仍有些不足需要改進，6 位不同意該課程達到目標，1 位沒有特別

感覺。換言之，75% 的學生認為該課程達到總整課程的功能，一方

面複習、檢視先前所學與補強不足之處，另一方面達到整合知識、實

際完成作品與團隊合作的目標。而這門課也發揮了學生「反思」的效

果，近半數的學生 (20位) 經由此次課程反思自己在哪些方面不足，

大四下學期力圖補強。

（二）教師與助教對總整課程的看法

1. 課程規劃與設計

     本總整課程除了提供學生整合過去所學的機會外，學生的表現直

接顯示學系核心能力達成的程度。然研究團隊詳閱核心能力時，發現

該課程要檢視的核心能力太多，且定義不夠清楚。另外，課程進行期

間發現學生基礎知識不足，還需要利用總整課程補強很多不足之基礎

知識。最後，經過一學期的實踐，為發揮總整課程的功能，學系宜有

相關配套措施。

      授課教師指出：「經過實際運作後，系上師生宜思考三部份的配

套措施。首先，大一導論課程，除介紹導論內容外，還應讓學生瞭解

學系的教育目標、要培養的核心能力、必修課程之間的關係、必修課

程與總整式課程之間的關係。其次，學生應瞭解前三年課程的重要

性，認真學習，奠定紮實的基礎，才能在最後一年整合所學。最後，

總整課程藉由做出一項成品，提供學生收尾及整合所學的機會，也驗

收畢業生在核心能力的具備情形，具體有效。」

2. 評量指標 (rubrics)

     本課程根據核心能力訂定評量指標，最初大大小小共計 12 項核

心能力評量指標，每項核心能力下又細分 2 到 5 個面向，每個面向

又分成優、可、待改進三個等級，總計 30 個面向的評量指標。後發

現窒礙難行，幾經討論修正後，最後剩下 8 項核心能力評量指標。

囿於篇幅，以下僅列出其中 3 項核心能力。

表一：核心能力評量指標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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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發展評量指標的過程並不容易，需要經過相當多的討論，歷

時較長，但授課教師與助教透過訂定各項核心能力評量指標的反思過

程，更能聚焦教學重點。在發展過程中，可進一步釐清課程的授課重

點以及欲培養的核心能力。而且常會連結回想上課的實際狀況，因此

也會調整上課內容、目標、流程等。可見這個過程雖然辛苦，但相當

重要，一定要從頭到尾走過一次。

參、討論與建議

ㄧ、討論

（一）個人學習經驗的總體檢

      學生必須在本課程中整合過去三年所學，並將硬體建構與軟體程

式撰寫緊密結合，才能做出從栽培、環控、檢測、包裝、運送到倉

儲，一貫作業自動化植物工廠的成品。學生藉此最巔峰與最後的學習

經驗，穩固其大學的學習，並對自己大學學習經驗做個總體檢。從學

生在實體操作展示過程中的大小狀況不斷，可以看出學生知識與能

力基礎尚不夠紮實，發揮了總結性評量「證明」的功能。然而學生經

由反思，發現自己不足之處，還想利用最後一學期加以補救，為銜

接未來生涯做準備，發揮了總結性評量「改進」的功能。此結果呼

應 Henscheid (2000) 總整式課程美國全國性調查，課程主要目的是

統整與綜合主修專長內的學習經驗，並連結大學所學與職場所需的知

能。

     本課程採取講演、實習與專題製作混合型態，提供學生獨立探索

的機會。學生在完成植物工廠的過程中，必須發展出解決問題的能

力、實際執行解決問題的方案，最後繳交書面報告，並以口頭、多媒

體與實際操作展示等方式呈現研究成果或產品。雖然學生在過程中顛

顛簸簸，成品尚不完美，但可謂是完成學習過程中，前所未有、最龐

大、最具挑戰性的作品，產生了成就感與自信心。本課程呼應既有文

獻，培養學生展現出獨立執行專題計畫的能力 (Henscheid, 2000)。

（二）學系核心能力達成程度的總體檢

     從評估大學功能的角度，許多學系都以畢業生、校友、雇主問卷

調查，作為評量系所核心能力達成程度的檢視方式，但是這些都是

「間接」「事後」評量的方式，欠缺「直接」「及時」評量的證據。

本課程一方面在學系訂定的核心能力上，透過學生自評前、後測，多

項結果的差異達顯著水準，「間接」評量了學習成果；另一方面教

師及助教根據評量指標「直接」評量了學生的學習成效，全班 43 人

中，有過半的學生達成所有的核心能力。雖然相關配套措施未盡完

備，初次嘗試總整課程，效果差強人意，發揮總結性評量「證明」的

功能。其次，從助教及教師的回顧與反思中體認到：系上的核心能力

太多，且定義不甚清楚，因此宜再聚焦，且釐清定義；學生修課前不

甚清楚學系希望他們具備哪些核心能力，以及如何達成這些核心能

力，因此應開設導論課程，引領學生為日後總整式課程預作準備。這

些反思都發揮了總結式評量「改進」的功能。

     本次以植物工廠的成品作為檢視學系核心能力達成的程度，呼應 

Wagenaar (1993) 及 Black & Hundley (2004) 的研究，指出總整式

課程提供學系評估是否成功達到教育目標的直接評量證據，且提供學

系及教師有關改進教學品質的寶貴訊息。這門課程以學生做出植物工

廠成品的品質，直接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因此是真實的、有效的評

量方式。同時，以學生作品既有的資料作為檢視學系核心能力達成程

度，不必另外收集資料，減輕教學團隊的負擔，因此是相當有效率的

評量方式。此外，最後提出對學系核心能力及課程規劃的建議，呼應 

Bertheide (2007) 的研究，善用總整式課程的評量結果，考慮增加、

調整課程或是改進教學法，以及注意總整式課程與系上其他課程之間

的連結，以達到提升教學品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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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總整課程的建議 

     總整課程不只是檢視學生是否達成學系目標一種有效率、真實的

且具效益的評量方式，藉以滿足大學系所評鑑的要求；更重要的是，

它提供學生回顧與整合過去所學與前瞻未來生涯的機會，對學生學習

真正有所幫助，一舉兩得，值得大力推動。目前雖然有些大學或學系

要求畢業生從事畢業專題研究、撰寫畢業論文、參加實習或是整理歷

程檔案，但是這些型態類似總整課程的作法，未緊扣學系核心能力，

喪失了檢視學生是否具備學系要求核心能力的機會。另一方面未發揮

為大學教育收尾、整合先前所學、反思、銜接未來職涯準備等功能，

以致無法達成學習總體檢的目標，稱不上是真正的總整課程。以下建

議供有意推動總整課程的學系參考，分成學系、教師及學生層次加以

說明。

（一）對學系

     面對第二波的系所評鑑，各大學系所都已訂出核心能力、課程地

圖及學系各課程與培養核心能力的關聯表。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訂

有八大核心能力，然而每項核心能力又包括好幾個面向的能力，加上

每個人對各項能力解讀不同，總整課程較難發揮學習總體檢的功能。

因此建議核心能力的數量不宜太多，且宜定義清楚、具體。其次，

該系雖然在網站上列出核心能力與課程地圖，但學生恐仍無法完全

理解。因此建議在大一時開設「導論課程」，除了該領域的導論內容

外，應該讓新生瞭解學系的教育目標、擬培養的核心能力、各門必修

課程之間的關係、總整課程在整個課程架構中的定位、必修課程與總

整課程之間的關係。再者，本課程採取講演、實習與專題製作混合型

態，但不同領域性質不同，可能採取不同型態，各學系宜思考採取哪

一種合適的型態，以及該如何與核心能力連結。

（二）對授課教師

     在授課教師方面，該課程有七大核心能力，初期訂定評量指標

時，每項核心能力設計 2 到 5 個面向，每個面向又分成優、可、待

改進等三個等級，結果發現過於複雜，難以執行。建議授課教師訂定

各項核心能力評量指標時，面向與等級都不宜太多，以增加可行性。

同時，建議評量指標宜簡化到不論何時評量，都可達到一致的結果 

(信度)，且即使不看指標內容，亦能確實掌握評量的內容 (效度)。其

次，或謂每個學系自行訂定評量指標恐怕有困難，因此擬參考國內外

既有的評量指標。然而既有評量指標不一定適用，需要加以調整，以

因應個別差異。事實上，討論及修正評量指標的過程是必要的。惟有

透過這個過程，所有參與者都經過思考，才能掌握各項核心能力的精

神，並在授課時思考如何與核心能力扣連。再者，師生如果都有清楚

的目標，較易向共同的目標邁進。建議第一次上課時，清楚告知總整

式課程欲檢視的核心能力及評量的指標，學生在學期中常常回顧評量

指標，有機會自評達成度，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師藉由評量指標監

測學生進度，一方面讓學生清楚知道教師的期望，另一方面提供必要

的指引，可減少最後報告呈現時的缺憾。

（三）對學生

     對學生而言，大一新生宜善用導論課程，瞭解學系的梗概，心中

有了地圖後，知道該往何處去 (學系培養哪些核心能力)，以及要達到

最後目標前，要做哪些準備 (要修讀哪些課程)，因此切勿迷迷糊糊的

過四年。其次，學生指出有紮實的基礎課程及實作課程為後盾，才能

在總整課程發揮整合的效果，否則在整合所學過程中，還需要花力氣

補足舊知識，相當辛苦。因此建議學生在大一到大三須認真學習，為

後續總整課程奠定堅實的基礎。第三，總整課程驗收學習成果過程，

一方面藉此收尾及整合，作出的成品不論是專題或論文，以及過程中

培養的整合、反思能力，對自己未來升學或就業都能提出直接、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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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據，增加自信心。另一方面反思自己不足之處，趁最後一學期補

強。因此建議學生修習此課程時，誠實的面對自己，找出自己不足之

處，利用最後時間予以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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