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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Title 工商心理學概論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劉兆明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0 學期
Semester 2

100學年度
工商心理學概論
教  學  大  綱

劉  兆  明

課程目標：了解工商心理學的內容，奠定日後在工商心理學領域發展的基礎。

週次 日期 主        題 指定閱讀章節
1 2/15 課程說明與分組 
2 2/22 工商心理學的發展與現況 1
3 2/29 預測效標的基本概念 2
4 3/7 工作分析 3：72 - 76
5 3/14 預測指標 3：58 – 72,77 – 94；4
6 3/21 績效評估 5
7 3/28 訓練與發展 6
8 4/4 調整放假 
9 4/11 期中考 
10 4/18 組織心理學的基本概念 /團體報告（一） 9
11 4/25 工作動機             /團體報告（二） 8: 219 - 229
12 5/2 工作態度             /團體報告（三） 8: 230 – 250
13 5/9 領導                 /團體報告（四） 7
14 5/16 工作環境             /團體報告（五） 10-11
15 5/23 職場健康             /團體報告（六） 12
16 5/30 工程上的人類因素     /團體報告（七） 13
17 6/6 消費者行為           /團體報告（八） 14
18 6/13 期末考 

教科書：李志鴻（譯）(2008)，《工商心理學導論》，台北：五南。
原著為Schultz, D. & Schultz, S.E. (2006). Psychology and work today (9th ed.).
 
一、課程規劃與設計

1. 規劃理念：
這是工商心理學的入門課，我們採用最新版的翻譯教科書，並透過以下的規劃與設計，希望使學生經由閱讀
、思考、學習社群的參與以及組織體驗學習，獲得豐富的學習成果。
2. 學習社群：
社群是組織心理學的重要概念，參與學習社群正是學習組織心理學的具體實踐，在這門課裏，我們會有小團
體的分組，這是本課程學習社群的基本單位，由於我們要在網路上討論問題，使得同學、助教及老師會自然
形成一個網路社群。本課程為開放課程，您可由學校的開放課程網（網址
：http://140.136.240.106/course/view.php?id=3，可由輔大首頁進入）觀看過去的上課影音記
錄與ppt，並由開放課程網進入國際性的學習社群。
3. 思考問題與網路論壇：
我們每天都會在生活中遇到很多問題，並隨時進行思考、判斷與決策，為了刺激同學的思考，我們在期中
考前，針對每週上課的主題設計了一些問題給大家討論，這些問題不一定有標準答案，但是每一個問題都可
能引發不同的「觀點」。請在每週上課前至少上網回答2個問題，最好同學彼此之間能有互動，您也可以根據
閱讀的心得或時事設計一些問題來問大家，我們會根據您的參與程度及回答問題或提出問題的創見與思考深
入周延的程度評分。
4. 團體報告─企業資料分析：
(1) 我們在第一次上課時就會進行團體分組，每一個小組必須針對一家企業收集資料並進行次級資料分析，
分析的重點包括：
I. 這家企業的組織運作狀況（包括組織結構、部門分工、人事管理、激勵制度、訓練、績效考核、領導
風格、員工協助方案、客戶服務、行銷、廣告、空間規劃及運用等，選擇有興趣的主題進行分析即可。）
II. 心理系背景有哪些優勢可以如何改進這間企業的組織運作？
       (2) 資料來源：
可以從任何資料來源收集相關資訊，包含報章雜誌報導、網際網路、學術論文、訪談…等。需要注意的是，所
有資料來源都必須在報告最後列出，未列出資料出處，或者一段文字相同或雷同，又未標示出處，也未正確
標示引用，則視同抄襲。此報告嚴禁抄襲，經發現有抄襲狀況者，報告以0分計算。
       (3) 資料收集 & 報告相關規定
�應及早進行，並依以下要求進行：
I. 第一週上課時即進行分組，並排定報告的時間。為確認準備方向及報告內容符合課程要求，各組應於報
告日一個月前與課程助教約定時間討論。
II. 第二週上課時提出要分析之企業簡介及主題，以一張A4呈現，須註明組別與成員，並經老師或助教的
確認，以避免各組重複。
III. 期中考後：依排定順序在課堂上報告，報告形式不拘，以具有創意，易於接受了解為原則，並盡量以
多媒體輔助，各組報告時間一小時為限。
IV. 報告日當天，各組應繳交簡要書面說明，列出報告及準備過程中歷次討論之時間、地點、參加人員、討
論過程大綱、及組內個人所擔任之工作與貢獻。



課程大綱

5. 課前討論活動
（1） 各組除上述之團體報告外，並應從期中考前和期中考後各選出一個有興趣的主題，於上課前與助教進
行課前討論，時間約40-50分鐘。
（2） 此活動目的在啟發學弟妹們對工商心理學的興趣，從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主題開始，進入工商心理學的
領域。
（3） 與助教討論前需先閱讀完下週上課之指定閱讀章節，助教也會提供相關延伸閱讀資料和學弟妹們共同
討論。

二、思考問題

第二週：工商心理學的發展與現況
1. 就你的想像，心理學要如何應用到工商界？
2. 如果有一位企管系的同學向你挑戰：「要學商就來商學院，念什麼心理系？」你會如何反應？
3. 如果你是一家企業的老闆，你會關心哪些與「人」有關的問題？
4. 心理學家可以用哪些方法來了解企業組織內的現象與問題？
5. 就你所知，心理系的畢業生在工商界可擔任哪些工作？

第三週：預測與效標的基本概念
1. 心理學預測和算命有什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嗎？ 為什麼？
2. 心理學預測和氣象預報有什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嗎？ 為什麼？
3. 請用心理學的觀點，說明什麼是「預測」。
4. 請用最淺顯的方式，向一個外行人說明統計上「直線迴歸」的基本概念。
5. 請用一個例子說明什麼是效標。

第四週：工作分析
1. 請用你所能收集到的資料，「分析」一下系上老師的「工作」。
2. 什麼是工作分析？ 為什麼要進行工作分析？
3. 工作分析可用那些方法進行？
4. 系助教的工作非常忙碌，卻有老師要求助教幫忙改作業，老師認為這是助教份內的工作，但助教又忙不
過來，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5. 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分析」嗎？有沒有你覺得無法分析的工作？

 
第五週：預測指標
1. 如果你應徵一個人事專員的工作，你覺得自己最有利的條件是什麼？你會如何讓對方看得出你的有利
條件？
2. 有一位人事經理說：「我和應徵者面談的時後，先看他的鞋子，如果這個人連鞋都沒擦，就代表他做事
隨隨便便，我就不會錄用他。」你對這位人事經理的觀點有什麼意見？
3. 有一位大學畢業生，在校成績相當優秀，預官智力測驗卻不及格，不能當預官，他因此召開記者會向國
防部提出抗議。假如一位記者請你用心理學家的角度來評論這件事，你會怎麼說？
4. 你認為本系的招生考試是否應有主科加重計分或設立某些科目的高低標準？為什麼？
5. 假如你要說服公司採用一個效度很高的測驗，而老闆卻問你說：「這個測驗可以幫我賺多少錢？」你要
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第六週：績效評估
1. 什麼是績效？ 我們如何判斷員工的績效？
2. 你贊成公務員升等要經過公開考試嗎？ 為什麼？
3. 對業務員而言，「業績」是否為最佳的績效指標？ 為什麼？
4. 你覺得老師打成績時，應該用百分制還是等第制？ 為什麼？
5. 某些大學為了提高學生的素質，會依一定比例淘汰掉成績較差的學生，你覺得這麼做合理嗎？ 為什麼？

第七週：訓練與發展
1. 你認為學校的課程與職場的訓練有差別嗎？這些課程和你未來人生的發展有什麼關連嗎？
2. 你未來希望從事什麼行業？針對這個目標，你會為自己安排什麼訓練？
3. 你有曾經參加過什麼訓練課程嗎？你認為這些課程對你有哪些幫助？
4. 請分享你過去參與營隊或接受訓練的經驗。在該營隊或訓練中，使用了什麼方法？這些方法與訓練目標
有什麼關係？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5. 公司裡的人常有不同的背景（如：國籍、族群或性別等），訓練設計和評估需要視他們的差異而有所變
化嗎？如何變化？

 
三、成績計算

1. 配分比例：思考問題與網路論壇佔20％，團體報告及課前討論佔30％，期中考及期末考各佔25％，學生
若有特殊表現，視其努力程度額外加分。
2. 思考問題成績的計算: 每回應一次問題得0.5分，回應內容特優或主動提問或課堂主動發言有獨特見解
者酌予加分。全學期最高以20分為限。
3. 團體報告按各組表現給予團體分數，但所有團體成員均必須參與課前討論及報告，未參與者的團體成績
以零分計，在團體中有特殊貢獻者，視其貢獻程度額外加分。
4. 團體報告採360o評量，由任課教師、課程助教、報告組之組員、以及在場其他同學共同評量，團體成員
自評列入評分參考，但不納入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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