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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十年來技職學校相繼升格為科技大學，讓高職生以升學為導向，形成技職教育

學術化，學用落差變大，學生所學無法與產業接軌，特別是技職教育實作力退步的問

題。有鑑於此，本研究以「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配合 Scrum，期望以敏捷精

神與原則，訓練學生整合大學所學經驗。研究方法以個案分析為主，訪談資訊產業的

主管以及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學生，訪談歸納後發現總整課程導入 Scrum 之後，帶來

與產業界相似的價值，能快速迭代、持續改善、獲得反饋，同時加強學生實作力，使

產學鏈結、減少學用落差。 

 

關鍵詞：Scrum、敏捷開發、個案分析、總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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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一、研究背景 

（一） 研究問題 

近十年來技職學校相繼升格為科技大學，讓高職生以升學為導向，形成技職教育學

術化，產生學用落差變大，學生所學無法與產業接軌，特別是技職教育實作力退步的問

題。有鑑於此，本研究推動「就業導向」的課程規劃，希望產學鏈結、減少學用落差。

那什麼是就業導向的課程呢？就是「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 

總整課程原文為 capstone course，capstone(合頂石)，是建築體中最頂端的最後一塊

石頭，主要功能是為了要穩固建築物的結構，當放上這塊石頭時表示建築物己經完工。

若引申高等教育，總整課程是大學教育最後的學習經驗，讓學生能夠整合大學所學經驗，

因此總整課程是相當重要的大四經驗。此經驗應包含學習經驗整合、學習經驗收尾、學

習經驗反思以及順利過渡下一階段等四種功能(Gardner & Van der Veer, 1998)，而專題是

總整課程中的一種。在美國總整課課程不僅受到業界相當大的支持，同時教師一致認為

對於學生學習有相當大的幫助，因此總整課程是檢視學生學習成果相當重要的工具

(Todd et al., 1995)。 

總整課程除了培養學生能統整課堂上所學的理論知識與實務技能，也能讓學生能瞭

解產業的變化以同理心的思維站在對方立場想像，體會他人的情緒、想法以及感受，同

時站在他人角度來思考和處理問題，並進行使用者故事對照(User Story Mapping)，進而

發掘客戶的情境，最後開發正確的產品或解決方案。 

以往學校在專題計畫都是採用瀑布式開發來進行教學，此種開發是由需求，設計，

開發到測試依序進行。在此種開發方式下，必須要求客戶交付原型文件之前就要考慮所

有可能的需求，所以產品項目變動常需要重工。在面對快速變化的環境，希望學生能設

計符合當前適合的專題產品，因此本研究使用 Scrum 敏捷開發方法導入總整課程，嘗試

以 Scrum 進行課程專題管理方式，讓學生以敏捷、靈活、快速迭代的方式，持續產生最

符合的專題產品的功能。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 Scrum 敏捷開發方法導入總整課程，除了訓練學生解決複雜的問題，整合

課程知識，還可培育學生團隊合作、有效溝通、專案管理、時間管理、成本分析、經費

規劃等能力。上述這些軟實力，無論是在任何環境，任何工作都是需要的能力，也是企

業選才或是儲備幹部時所最重視的能力。除此之外學生在分組專題實作中，除了強化學

生的學習興趣，甚至可以和不同專長或不同領域的人一起合作，除了培養溝通能力、也

能學習跨職能與跨領域知識、訓練學生按時完成工作進度，學習團隊合作與對團體的凝

聚力，幫助學生對人事物有更深入的看法，進而體驗創作產品或解決方案背後更深層的

意義。 

貳、 文獻探討 

一、總整課程 

本研究課程主題內容以「專題計畫」(即畢業專題)課程為例，其原因是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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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是評量大學辦學績效的方法之一。其中「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是檢視學生

學習成果相當重要的工具，而專題即是總整課程中的一種，總整課程包含下面四種功能： 

1. 整合(integration)：在大學的修課課程中，大多是一門獨立的課程，其內容可能過

於專精或片段，總整課程可讓學生整合大學所學，讓學習不只是學分的累積，而

是有意義的整體學習經驗。 

2. 收尾(closure)：總整課程是大學學習經驗終點。 

3. 反思(reflection)：總整課程在大學學習經驗中，可以讓學生進行反思學到了什麼？

有哪裡不足？應該在精進哪裡？ 

4. 過渡(transition)：總整課程使學生學習成果達成具體化，透過學生所產出的成品，

協助學生接軌畢業後的升學與就業，為未來做好準備。 

總整課程實施的期間大多以大四為居多，但也有些學系是在大三就開始實施，其課

程長度為一至二學期為主，目前常見的總體課程形式有專題計畫、專題討論、實習、學

士論文、綜合考試以及學習歷程檔六種，本研究課程形式以專題計畫(含專題實作)為主。 

總體課程除了讓任課教師進行評量之外，亦可邀請業界專家進行評量或授課，讓專

家提供業界實務與相關知識，由業界角度提供學生學習的回饋與建議，對學生而言是一

種實務經驗的增長，讓學生為就業提早進行準備。 

二、何謂敏捷 

敏捷是一種方法與方法論的集合，可以幫助團隊更有效率的工作、將時間花在做有

意義的事情上，並做出最好的決策，同時可以改善工作流程，透過頻繁交付產品功能，

快速修改客戶回饋，使設計的產品更符合客戶需求，在互助分享學習的環境中，形成自

我組織的團隊。許秀影(2016)曾提出敏捷的心態是將規劃、設計、執行流程改善融入至

團隊中，團隊成員彼此之間互助學習分享資訊，形成自我組職團隊；Hillary(2014) 表示

「時間越少，工作須越有效率的極端案例」，將時間花做有價值的事件上;Chris Sims、

Hillary Louise Johnson(2014) 表示提早頻繁的交付產品，快速回應客戶的回饋，才能設

計出符合客戶想要的產品。由上述學者表示可瞭解到敏捷的好處。 

三、Scrum 

（一） Scrum 敏捷軟體開發方法學 

Scrum 敏捷軟體開發的方法學，可用於執行軟體維護，也可作為計劃管理方法，主

要用於快速迭代、軟體功能增量的開發過程。因此敏捷開發注重在人的層面，其主要講

求的是能速度反應，且能自我學習與自我管理的團隊。因此本研究使用 Scrum 敏捷軟體

開發方法學進行導入總整課程，期望能快速迭代、持續改善、頻繁獲得客戶反饋等，逐

一設計出學習者所進行專案或解決方案。如圖 1 為 Scrum 框架，框架中的專案工作會進

行重複循環，每一次循環皆會有產出物讓客戶進行試用，如此可以得到客戶的回饋並進

行持續改善，進而讓專案更適合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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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Scrum 框架 

（二） Scrum 團隊 

Scrum 團隊(Scrum Team)中包含圖 2 的產品負責人、Scrum Master、開發團隊三種角

色成員。產品負責人決定產品開發順序，Scrum Master 指導開發團隊建立適合開發團隊

的 Scrum 工作流程，至於開發團隊決定要交付給產品負責人想要的產品，而所有 Scrum

成員都要抱持敏捷的態度與精神。 

1. 產品負責人(Product Owner 簡稱 PO) 

產品負責人是決定產品特色、產品功能和生產順序的主要角色，他同時也可能

是設計該產品領域的專家。開發目標不論是對外銷售的產品，或是自行開發的

產品，他必須確保團隊投入在有意義的工作上；為確保 Scrum 團隊開發的產品

是產品負責人所想要的東西，產品負責人必須持續和 Scrum Master 以及開發團

隊持續溝通，同時產品負責人也要為產品的開發和維護的成敗負責。 

2. Scrum Master(SM，無中文名稱)： 

Scrum Master 的角色是一個領導者，並不是一個管理者，沒有人事權不能管人，

也沒有財務權不能編預算，它主要是一個推動者，主要協助團隊處理各項問題，

帶領團隊排除會降底生產力的事務，同時協助團隊發展出適合自己工作管理流

程的高效率 Scrum。 

3. 開發團隊(Development Team)： 

Scrum 的開發團隊是一個跨職能的團隊，同時要負責設計、開發、整合與測試的

所有工作，開發團隊是具自我管理、自我成長和持續改善的能力，透過自我管

理在一定的時間內交付產品負責人所想的東西，一般開發團隊的人數是 5-9人。 

為了將 Scrum 團隊組織、價值與精神落實課程中，本研究將 Scrum 團隊角色對應

至學生團隊，如圖 2：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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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待辦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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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 Scrum會議 

考慮交付

產品項目 

衝刺執行 

調整 

衝刺待辦清單 

(產品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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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Scrum 角色對應學生 

在 Scrum 框架(圖 1)中專案工作進行重複循環，每次循環皆由組織帶領進行規劃、

開發以及調整三個部份進行。每次交付包含若干個循環，完成系統開發、系統建置、

輔導上線及教育訓練等工作，並交付相關文件及產品。本研究在課程中也讓學生導入

Scrum 團隊的工作流程。如圖 3： 

 

 

 

 

 

 

 

 

 

 

圖 3：Scrum 工作流程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找出動機與目的，接著找尋文獻，並設計研究架構，研究方法以個案研

究進行，訪問五位業界專家執行 Scrum 的成效，同時在總整課程中導入 Scrum，並訪問

四位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的學生導入 Scrum 的成效，並將所有訪談的結果

進行分析，最後歸納研究結果得到的結論與建議。研究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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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研究流程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它在進行中所注重的是訪談的深度、較為細膩的研究過程

及質量的要求。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因著重專注點，難免出現對於現象與環境背景界線

模糊的狀況，面臨此情況時，為了減少研究變數與指標產生落差，避免與理論脫節，尋

求各方多種證據說明作為支援是必要的，這是個案研究的特性。歸納學者對於個案研究

涵意的論述，個案研究擁有質化探討、詳細深入的研究、完整的陳述、隨時隨地可進行

的特性，而且能進行廣度探察，深度細膩分析、以訪談方式能貼近真實面，大幅提昇描

述的準確性、且無需拘泥於固定形式或時間地點，不受限於制式設備，只要能專注用心

觀察、思考分析則隨時可進行。 

在質化研究過程中，有多種資料蒐集方式，深度訪談法是經常被採用的一種方式，

此方法是藉由訪問者與受訪者間的交談過程及內容，觀察瞭解受訪者的意見、想法，並

分析相關動機、態度…等。這種研究方法著重的是訪問者與受訪者面對面意見交流的互

動進行過程，訪問資料則是雙方互動的資料集結。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個案分析並在總整課程中導入 Scrum，以深度訪談法訪談五位業界專

家與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四位學生導入 Scrum 的情況，最後進行歸納結論與建議。 

 
圖 5：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訪談對象有五位業界專家與四位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的學生，其中業界專家

都有導入 Scrum的經驗，與專家和學生訪談完之後，接著分析訪談的資料並歸納出 Scrum

導入總整課程是否對學生有所助益，下表是專家的經歷： 

表 1：本研究訪談業界專家的經歷 

專家 職稱 目前任職 專長 

A 專案經理 中華電信 雲端技術、資訊系統建置 

B 專案經理 雲揚科技有限公司 醫學資訊、軟體工程 

C 資訊經理 遠東金士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端技術、行動應用 

D 系統架構師 永億資訊有限公司 IOT 技術、Web 開發 

E 資訊組長 全域資訊有限公司 資料系統建置 

四、研究發現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有專家與學生的訪談題目，訪談內容是一樣的，主要是要

瞭解在總整課程導入 Scrum 對學生的幫助，但只有所使用的角色不一樣，學生所指的客

戶或產品負責人即是指導老師，對學生而言就是要設計出符合指導老師需求的產品或專

個案研究 深度訪談 歸納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導入 Scrum 總整課程 

訪談專家 

訪談學生 

歸納資料 結論與建議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案，訪談的題目可參閱附件。由專家與學生談訪導入 Scrum 所提到的關鍵字項目進行擷

取與統計分析，可發現導入 Scrum 之後對於團隊組織和產品是有助益的，訪談專家與學

生的統計如表 2： 

表 2：本研究訪談統計 

關鍵字 

    受訪對象 

專家 學生 

A B C D E S1 S2 S3 S4 

快速反應技術變化          

快速反應客戶需求          

持續交付產品          

持續回饋          

瀑布式開發已經無法面對 

客戶需求與反饋 
         

瀑布式開發發現系統或功能

有問題時，常需要重工 
         

 改善開發流程          

 管理者介入，插單頻繁，不

利落實 Scrum 
         

 公司系統太多，插單頻繁，

不利落實 Scrum 
         

 一人兼多種角色 

 可適應 
         

初期一人兼多種角色 

無法適應 
         

 無軟體工具輔助          

 早期發現問題          

 客戶共同參與          

 會議重新定義開會次數增加          

 開會較無法參加          

 瞭解專案進度          

 工作流程透明          

 減少浪費(將時間花在有價值

的事) 
         

 客戶為主開發流程          

 最小可行性產品的開發方式          

團隊成員，分工明確、互助 

、凝聚向心力、成就感增強 

、溝通增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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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跨職能 

能力增強 
         

有助於團隊成員 

瞭解商業流程與領域知識 
         

 創造自我組織團隊          

快速反應市場需求          

產品品質增加          

產品更符合客戶          

為客戶創造利益          

肆、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發現 

本研究結果不論是專家或學生皆能認同傳統瀑布式開發已經無法面對客戶的需求

反饋。導入 Scrum 後採最小可行性產品的開發方式，同時以迭代方式進行快速反應客戶

需求、持續交付產品、持續回饋問題，進而設計出更符合客戶的產品。而在會議的部分

重新定義，開會次數增加，團隊成員溝通增強，讓團隊成員分工明確、互助、凝聚向心

力、成就感增強、瞭解專案進度，有助於團隊成員跨職能能力增強、創造自我組織團隊。 

本研究發現專家導入 Scrum 時，團隊成員初期一人兼多種角色較無法適應，其原因

可能是之前己適應傳統的瀑布式開發模式或執行專案太多常會被插單所致，較無法接受

改變；但因為學生團隊只有一個專題在進行較無此問題。而學生在 Scrum 的各種會議上

較無法參加，其原因是指導老師或業師與學生在校時間與課程時間不一致，會使面對面

的會議較無法形成，必須另外利用其他時間瞭解專題進度，本研究學生是採用 Office 365 

的 Excel 透過雲端來記錄待辦事項、衝刺計劃會議、每日站立會議與回顧會議記錄，讓

無法參加的成員也可以瞭解工作流程與專案進度。 

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由專家和學生訪談統計結果，兩者皆認同導入 Scrum 對團隊與產品所帶來的

益處。以教學面來說發現在總整課程中導入 Scrum，以最小產品方式來開發，並進行持

續開發、持續交付、持續回饋，使產品品質增加，設計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讓工作流

程公開，瞭解專案進度，團隊成員互助與分工，因此 Scrum 確實對專題、團隊、進度有

大大的提升，導入 Scrum 後，對於學生面臨未來的職場也能快速適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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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件 

專家與學生的訪談題目 

1. 請問專題的專案管理為什麼要導入 Scrum？ 

2. 請問導入 Scrum 後，是否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3. 請問導入 Scrum 後，對以往瀑布式開發方式有什麼差異？ 

4. 請問導入 Scrum 後，對團隊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與改變？ 

5. 試問導入 Scrum 後，對團隊成員的跨職能的能力是否有改變？ 

6. 試問導入 Scrum 後，是否可提升團隊的執行效率(是否更加敏捷)？  

7. 執行 Scrum 流程後，構思專題或流程的方法為何？試說其好處？ 

8. Scrum 核心進入短衝階段，能為專題開發帶來什麼的好處？ 

9. Scrum 對專題的團隊在工作進度、工作任務或團隊績效上的管理帶來什麼樣的

好處？ 

10. 試問導入 Scrum 後，對團隊帶來的價值為何？ 

11. 試問導入 Scrum 後，對客戶帶來的價值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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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ical schools have been upgraded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ast decade. Th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rend to college-oriented.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becoming academic, resulting learning gap becomes larger. Students learning can’t integrate 

with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problem of practical ability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getting worse.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capstone course” with Scrum to integrate the 

experience learned by the university with Scrum spirit and principles. The study method is 

case study that interviews five supervisors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four students from 

Departments of Multimedia and Game Design. The result of induction that using Scrum 

software development method on manage thematic practice course. Bringing values similar to 

industry such as iterate quickly,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ontinuously, feedback frequently 

and upgrade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link among industry-

education and reducing the gap with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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