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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實踐研究與檢討：
致商書院

▌文／洪大翔．致理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兼致商書院執行長

　　　劉芬美．致理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兼商務管理學院院長

致
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為培育學生之

職能品格素養，透過非正式課程實踐與

職能對應之品格養成，於2020年8月起設置「致

商書院」，明訂「推動與職能相關之品格培育計

畫」，並將職場素養列入學院職能檢核項目。

許多學校的書院機制是結合住宿學生在校生活

推動，宿舍幹部協助書院活動之推動。本校則因

通勤學生占多數，為擴大參與，書院以激勵學生

參與學務處、通識學部及所屬學系舉辦之品格相

關活動為主，一年級新生參與學院指定之活動，

二至四年級則自各系指定之與品格培育相關的活

動清單中，選擇參加數場活動。

為便於推展，書院以學系及班級為單位，書院

院長由商管學院院長擔任，5位系主任為該系之

總導師，書院導師則由各新生班原任班級導師擔

任，並指定2至3位班級幹部擔任小組長，協助執

行學院指定之共同活動，並協助導師輔導學生於

四年內完成書院指定之任務。

依據商管學院之目標職能，書院定義五類重點

品格，包括：誠信、敬業、團隊合作、熱心及倫

理。首先參考過去研究及實務研擬出衡量各構面

的題項，如表一，進而依探索性因素分析檢定結

果對題項進行調整與保留，最後執行驗證性因素

分析，且通過信效度檢測，發展出書院之品格量

表一 品格量表五大構面題項來源

構面 參考文獻或資料

誠　　信
臺中市品德教育成長學園、台灣積體電路
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企業核心價值

敬　　業 Schaufeli、Bakker與Salanova （2006）量表

團隊合作
Sivadas與Dwyer（2000）；Jeng與Tang
（2004）量表

熱　　心 Haapsaari（2015）

倫　　理 Reidenbach and Robin（1988）

表（五點），包括：誠信8題、敬業9題、團隊合

作9題、熱心11題、倫理8題，共45題。 

學生於入學時、二年後及四年級上學期填寫三

次量表，以利進行前後測差異分析，檢測書院運

作對品格培育之有效性，對影響效果不顯著者，

彈性調整活動清單。截至目前，109及110學年度

入學新生已填寫兩次量表，111學年度入學新生

則填寫第一次。本文以109及110級入學學生之品

格培育概況為例說明書院運作概況。

書院品格活動的規劃與實踐

大學四年是機會的探索，更是人生定錨的開

始，職涯規劃不是進入社會才須思考的問題，而

是當進入大學的第一年，即能透過誘導而善加利

用校園豐沛的資源來認識自己與創造機會，進而

開始規劃學習者自己未來的人生。書院把握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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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塑造黃金階段，利用全體大一新鮮人認識新

環境氛圍，透過校、系與班際等非正式課程活動

來凝聚班級向心力與系、院校的認同感，與目前

臺灣大多數大學校院所實施書院，以英式博雅書

院概念為原型發展主題式住宿教育（熊可揚，

2019），或以課程活動申請制來選擇性實施對象

是有所不同的。

致商書院以109級入學新生為試辦期，110級

入學新生則正式實施並列為職場素養檢核項目。

書院規範每年均列入新生手冊，排入新生輔導活

動，由系主任負責介紹。另外，由各班導師協助

對新生進行品格量表前測，而於二年級上學期再

進行後測。

新生入學第一學期之指定活動包括新生盃創意

合唱比賽、校慶運動大會（參與大隊接力或場邊

啦啦隊），此階段為增進彼此認識、培養默契，

形塑「團隊合作」、「敬業」與「熱心」等品格

的認知；更重要的是藉此提升新生對所屬團隊的

凝聚力與榮譽心。

第二學期的品格則包括「品格電影週」及「禮

儀餐會」系列活動。各系選擇與目標職能品格相

關之影片，由各班書院導師放映後帶領學生分

享、討論與反思。書院訂有獎勵辦法，由導師遴

選，對積極主動分享心得且表現優異之同學給予

獎勵金。「禮儀餐會」系列活動包括前期籌備及

當日活動，籌備期先邀請業界專家對各系師生進

行「禮儀餐會研習」，傳達餐會禮儀、尊師重道、

榮譽、互動禮節、珍惜食物、在群體中之自我角

色的表現認知等訊息。

「禮儀餐會」強調「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研習後由書院執行長召集各班書院

組長，組成餐會活動籌辦團隊，負責排定時間、

地點、布置（包括海報、餐桌椅排列、活動動

線）、餐點位置、邀請卡設計與傳遞、分組名單

擬訂等任務。「禮儀餐會」當日則由系主任與導

師引導學生入場，呈現好禮有序的社交態度。

然而，因遇新冠疫情高原期，109級新生僅辦

理兩系兩場禮儀餐會，其後全國進入遠距教學至

學期結束，另改以線上音樂與藝術活動週系列替

代「禮儀餐會」。110級新生則延後於二年級上

學期進行，在活動過程中拍攝10分鐘影片，讓學

生進行自我反省與檢討。

分析方法與結果

109及110級全體新生計700人，受測人數分別

為561及632人，回收率80.1%及90.3%。信度分析

▲禮儀餐會研習示範。（致理提供） ▲禮儀餐會進行。（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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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Alpha及鑑別度分析）通過檢測，

效度分析（KMO值及Bartlett檢定值、驗證性因素

分析）亦達顯著水準，如表二、表三。

利用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ANOVA）進行

前後差異比較，依據不同系別新生對不同品格認

知差異進行獨立性樣本變異數比較。結果顯示，

109及110級新生參與品格活動後，各項構面之認

知程度均顯著提升，各系學生之認知提升程度亦

有部分顯著差異。

未來展望

非正式課程型態的品格培育，參與活動僅是手

段之一，更重要的是學校的環境與師長的身教，

深深影響學生的氣度。致商書院以一年級新生作

為全院推動對象，二年級以上則轉由系進行輔

導。書院學員一屆約700位新生，相較於住宿型

與主題式書院來說，人數規模較龐大，制度推動

的良法與活動設計參與的美意須循序漸進，並利

用學校既定之場合，如新生手冊與輔導、迎新、

班會、系週會及學務處與通識學部的活動場合進

行推廣。

2021至2022年的疫情不僅限制了大型活動的

舉辦，也影響書院與導師的協調。展望未來疫

情變數降低後，在執行面將進行改善，包括問

卷的發放與追蹤的管理、提升問卷回收比率、

對個別活動進行有效性檢測，必要時調整活動

內涵等。

品格活動與培養是教育重要一環，非少數活動

或短期，如一學期或一年半載的推動可以達到認知

的提升。110級入學學生將於2025年6月畢業，2025

年1月將進行最後一次量測，將可衡量學生在經歷

更多面向學習與體驗與提升品格認知的相關性。

書院的運作並不容易，5位系主任及13位新生

班導師需要關注學生四年內的品格相關活動參與

狀況，額外增加負擔與責任，需要學校在制度上

給予支持與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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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KMO值及Bartlett檢定值

品格構面 因素負荷量 題項是否保留

誠　　信 0.592-0.879 > ≒ 0.6 保留

敬　　業 0.694-0.898 > 0.6 保留

團隊合作 0.789-0.896 > 0.6 保留

熱　　心 0.635-0.842 > 0.6 保留

倫　　理 0.648-0.835 > 0.6 保留

表三 因素負荷量

品格構面 KMO值 顯著性

誠　　信 0.844 <0.001

敬　　業 0.931 <0.001

團隊合作 0.928 <0.001

熱　　心 0.930 <0.001

倫　　理 0.878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