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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CA 循環迴圈企業協作專案管理規劃與應用 

The Planning and Application of Project Management with Corporate Collaboration 

by PDCA Cycle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1)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 

破壞性創新時代具有大魚吃小魚、快魚吃慢魚，需求立即應變、重視客戶體驗

等特性，誰能最快最有效因應消費者誰就是贏家。因此這個時代的訂單是越來越客

製化或個人化，產品和服務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而產品和服務的如期、如質、如

預算管理要求會越來越高。專案管理就是來管理專案達到如期、如質、如預算的目

的，符合破壞性創新時代的組織需求。「教育大未來：我們需要的關鍵能力」一書中

提及美國學者的研究中清楚指出中學、技職學校和大學的畢業生，統統十分欠缺部

分基本能力，而應用能力更是嚴重不足，許多公司都因這「二十一世紀關鍵能力的

斷層」損失大量金錢，其中一項關鍵能力便是管理專案的能力。管理大師大前研一

在《再起動》一書提及「能夠勝任『專案經理』職務的人，有極高的價值，在未來

將是非常珍貴的人才」。在台灣智慧機器人製造領域最多會員的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

器人協會在 2017 年把專案管理列為機器人高階工程師證照的必考科目，經濟部標準

局也於 2016 年制定公布 CNS21500 專案管理指引國家標準。由上述可知專案管理教

育對於大學、企業與政府是非常重要與迫切，雖然國內不少大學都有開設專案管理

相關課程，但是多集中在專案管理知識教授與證照輔導考取的設計，少數課程是以

專案管理實做為導向，就算有實做也大多以校園議題專案為主。企業與校園畢竟是

不同的場域，專案管理的特性與要求也截然不同，加上專案管理強調「經驗學習」

與「最佳實務」，若學生能於在校就學期間就有機會累積實做企業專案的經驗，相信

畢業之後將能與職場所需無縫接軌，減少企業人才培訓成本。 

 

(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目的 

既有的校內大學專案管理課程《專案管理規劃與應用》主要是教授專案管理計

畫書如何有效撰寫，並選擇相關校園專案專題(如畢業旅行、迎新露營、社團活動、

專題製作等)來讓學生實際實做以具體培養學生專案管理初步應用能力。 

然而此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有三大特色， 

特色一: 使用既有的磨課師專案管理影片來分擔專案管理知識或工具的教授，節省

課堂教學時間，讓課程能有更多時間花在與學生實際案例實做成果的互動討論與逐

步精進指導，也藉以瞭解並評估線上課程影片的學生學習效果。 

特色二:為由合作企業提供學生真實專案進行專案管理的規劃，並實際讓學生參與企

業專案的執行，體驗整個專案管理的完整生命週期(起始、規劃、執行、監控、結束)，

並藉以瞭解實做企業專案與僅做校園專案對於學生活用能力提升的效果。 

特色三:為企業主管擔任 PDCA 迴圈 C(CHECK 檢視)的角色，舉行專案管理成果發

表會，讓企業主管進行實際成果驗收與評分的工作，藉由企業主管的指導讓同學認

清學用落差的原因或缺乏的能力為何，並做為課程後續精進的重要參考。 

    針對上述三個特色，本計畫相應的研究目的如下所示 

1.瞭解並評估線上課程影片的學生學習效果。 

2.瞭解實做企業專案與僅做校園專案對於學生活用能力提升的效果。 

3.認清學用落差的原因或缺乏的能力為何，並做為課程後續精進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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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1)教學實踐研究與 PDCA 

維基百科上指出 PDCA 是企業界早已普遍運用的一套「目標管理」流程，透過

規劃（Plan）、執行（Do）、檢核（Check）、行動（Act）四階段，確保每次的目

標都能達成。 

規劃（Plan）： 

建立一個明確的目標，並制定相關的計劃和確定必要的程序。通過這樣的方式可以

在今後的過程中更好的衡量實現結果和目標的差距以便進一步修正。 

執行（Do）： 

執行上一步所指定的計劃和程序，收集必要的訊息來為下一步進行修正和改善提供

依據。 

檢核（Check）： 

研究上一步收集到的訊息，和預期設計進行比較（於計劃階段的目標進行對比）。

並提出修改方案，包括執行後的改善和計劃的完善使得計劃的可執行性提高。 

行動（Act）： 

這一步是尋找相當的方法來縮減計劃目標和執行過程中結果的差距。並且使得下一

次計劃變得更加完美。其實 Act 於英文涵義上另有修正案的意思，所以有的時候很

多人更加趨向於使用修正（Adjust）來解釋 PDCA 的 A。這樣的話更能體現出 A 的

改善的含義而且很多的修正並不是這一次循環中進行的執行，而是下一次循環的 D

環節進行執行。 

    PDCA 的架構經常是台灣的大學校務評鑑與系所評鑑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採用的

方法與機制。PDCA 與教學實踐有關的學術研究在台灣方面有，李承峻(2016)透過

PDCA循環模式，分析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實習制度中各構面對實習教學成效之影響，

並探討其因素為何。鄭竹婷(2010)希望能藉由 PDCA 循環模式來提供東海大學發展

永續校園及綠色校園上，在使命目標、課程教育、跨單位的行動、硬體設備改善的

參考。而 PDCA 與教學實踐有關的學術研究在中國大陸方面有，向智男(2018) 以

PDCA 為出發點從課程建設、教學管理與改革的角度，對研究生課程的過程管理機

制進行科學設計，就如何構建研究生課程的過程管理機制提出對策建議。李志波

(2010)進行基於 PDCA 循環理論的教學實踐與研究，並將 PDCA 實際運用在實踐性

很強的課程-賣場營運與管理。由上述文獻可知 PDCA 適合應用在實踐性強、強調課

程過程管理、有實習特性、新觀念課程教育改善的面向上，這些面向均與本計畫特

性符合。 

 

(2)專案管理與 PDCA 

根據專案管理知識指南(PMBOK guide) (PMI 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2011)一書

所提出的定義，「專案」係指一種暫時性的努力以創造出一項獨一無二的產品、服務

或結果。因此專案通常具有三種主要的特性即 

1.暫時性(temporary) 

    專案總有”開始”也有”結束”。當你決定要作什麼時，專案就開始，當你完成了

所承諾要交付的產品或服務時，專案就結束。所以專案絕非永無止境的。如:大樓興

建有其一定的完工期限。 

2.獨特的產品、服務或結果(unique products, services, or results) 

    獨特性是專案交付標的的重要特性之ㄧ。如:每棟大樓的設計或設施都可以找出

和其他大樓的不同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AE%E6%A8%99%E7%AE%A1%E7%90%86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Zk8zV/search?q=auc=%22%E6%9D%8E%E6%89%BF%E5%B3%BB%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TGlzo/search?q=auc=%22%E9%84%AD%E7%AB%B9%E5%A9%B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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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逐步精進規劃(progressive elaboration) 

    一開始，你有目標和計畫，但隨著專案開始逐步進行，你對專案的瞭解會越來

越多，並依據所獲得的資訊不斷地進行決策與修正，讓專案維持在正軌上。 

『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ment)』乃是將管理知識、技術、工具、方法綜合運

用到任何一個專案行為上，使其能符合或超越『專案利害關係者』(如:業主、贊助商、

老板、顧客等)需求與期許的一種專門科學。專案管理所關切的是如何將一項任務在

如期(時間)、如質(品質)、如預算(成本)的情況下，百分之百達成目標。因此專案管

理的重點在於確認專案工作任務、推估專案工作時間、分派專案工作任務、評估專

案工作風險。另外在楊朝仲等人所著的<<反直覺才會贏：你從沒看過的系統思考、

專案管理與孫子兵法>>一書中提到(楊朝仲，2011），「專案管理」本來源自於「系統

管理」概念，整合多領域管理知識與技能，逐漸建立完整的運作體系，是系統管理

的典型應用。專案管理依據控制系統的回饋環路機制，持續循環傳遞專案事物間關

聯與互動訊息，有效進行專案目標設定、分析、評估、監視與控制等功能運作。在

整個專案過程中以專案規劃做為專案工作執行與控管的依據標準，專案工作執行現

況被持續追蹤紀錄以提供差異分析之參照。比對專案實際執行結果與原訂計畫標準

的差異程度，再根據差異分析結果審查評估可能的問題衝擊與解決方案，決定是否

採取調整行動，包括更新計劃或更正行動，以確保專案順利進行或提早中止，以避

免損失擴大。 

 
圖 1 專案管理的五大流程關聯示意圖 

圖 1 為專案管理的五大流程關聯示意圖，「計畫流程」主要規劃專案欲達成的”

目標(基準)”。另一方面，專案在「執行流程」時當下所完成的狀態可視為是專案的”

現況”。在「監督及控制流程」中，若目標(基準)與現況間發生了”差距”，可能意味

我們的專案執行出現了問題。通常，差距愈大時，我們即傾向於認定問題的嚴重程

度愈高，並隨著差距的擴大，對我們產生的壓力也愈來愈大。差距小時，我們便希

望能藉著採取某種矯正”行動”來改變現況，以期解決問題。接著針對「監督及控制

流程」所建議的矯正行動，回到「執行流程」進行實際的執行。矯正行動執行後將

讓專案在下一個時間點的完成狀態更趨近所設定的目標。但是差距大時，便需要採

取變更基準來修改原先「計畫流程」的目標(基準)。專案管理五大流程即為 PDCA

連動架構。 

 



5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由於本校(逢甲大學)有開設大學部專案管理證照課程，然而發現大學學生都有

一個普遍錯誤迷失，就是以為有專案管理證照就會管專案。事實上有專案管理證照

不代表專案就會管的好，就如同有汽車駕照不代表很會開車，只代表你懂得一些駕

駛方面的基本知識與開車基礎技巧，很會開車是需要經常上路嘗試練習並從錯誤中

進行逐步精進的經驗學習。有鑑於此，希望藉由教授專案管理計畫書如何有效撰寫，

並選擇相關校園專案專題(如畢業旅行、迎新露營、社團活動、競賽等)來讓學生實

際實做以具體培養學生專案管理初步應用能力。待有基礎實做能力，接著就讓學生

實做協同合作企業提供的專案構想並進行專案管理計畫書的規劃撰寫與實際參與企

業專案的執行，企業專案結束後舉行成果發表會，邀請企業主管進行實際成果驗收

的工作，藉由企業主管的指導讓同學認清學用落差的原因或缺乏的能力為何，以利

同學後續自我學習能有正確的發展方向，成為具有企業專案管理即戰力的人才。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1) 研究設計說明 

 
圖 2 整體研究設計 

    本計畫整體研究設計如圖 1 所示，以計畫先後時間流程進行 PDCA 循環迴圈的執行。計

畫前期為第一階段規劃(Plan)階段，主要工作為確認計畫目標、實作課程設計、接觸與確認要

協同合作的企業、課程小老師招募、確認相關驗收方式。計畫中期為第二階段執行(Do)階段

與第三階段檢核(Check)階段，主要工作為大學部專案管理規劃與應用課程實際開設、實際校

園與企業專案指導、學生實做成果發表、企業主管指導與回饋、調查課程問卷調查。計畫後

期為第四階段調整(Adjust)階段，主要工作為針對企業主管回饋進行學用落差分析與對策研擬、

針對問卷分析結果進行課程修改對策研擬。 

 (2) 研究步驟說明 

1. 研究線上教學影片的學生學習效果對於線下實體課程的助益程度。 

2. 研究實做企業專題專案與僅做校園專題專案對於學生專案管理活用能力的提升程度。 

3. 研究專案管理學用落差的具體原因。 

4. 研究企業協作對於教學實踐的助益程度。 

    專案管理計畫與應用實體課程是以學生實做校園與企業專題專案管理計畫書為主，如圖

3 與圖 4 所示，專案管理計畫書主要觀念為釐清 

(1) 專案為何而做，對應教授工具為問題要因分析與專案章程的撰寫。 

(2) 專案要做什麼，對應教授工具為工作分解結構。 

(3) 專案誰來做，對應教授工具為責任分派矩陣。 

(4) 專案做多久，對應教授工具為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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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案要做多好，對應教授工具為品質衡量指標。 

(6) 專案做有什麼風險，對應教授工具為風險登記簿。 

(7) 專案做多少錢，對應教授工具為 S 曲線。 

 
圖 3 專案管理計畫書架構 

 
圖 4 專案管理計畫書使用工具示意圖 

 

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一) 第一階段完成計畫目標確認、實作課程設計、接觸與確認要協同合作的企業、

課程小老師招募、確認相關驗收方式。其中最重要工作是合作企業與業師和實

際企業協作專案的尋找與確認，最後合作企業為福爾摩沙雲創基地、合作業師

為張進鑫執行長與張哲瑜經理、協作競賽專案為台中繼光商圈商家耶誕行銷。 

(二) 第二階段完成大學部專案管理規劃與應用課程實際開設，課程大綱(請見附件 1)、

學生完成專案管理磨課師課程觀看與進行磨課師專案管理知識筆試測驗、實際

校園專案實作分組報告與企業業師來校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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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階段五組學生實際執行企業協作專案，分別協助五個繼光街上的商家進

行耶誕節行銷活動，最後學生進行實做成果發表(請見附件 3 學生期末企業專

案成果報告投影片-以第四組為例)並由企業主管來校指導評分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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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四階段完成企業主管回饋進行學用落差分析與對策研擬、完成學生問卷分析

結果(問卷請見附件 2)進行課程修改對策研擬。 

 

 
 

『張進鑫執行長回饋重點整理』 

優點 

●需求調查明確。●組員和店家有頻繁溝通。●遊戲有創意。 

缺點 

●經費規劃應以實際發生費用計算。●預算 v.s.實際花費要能呈現。●緊急預備金認知有誤。 

『張哲瑜經理回饋重點整理』 

優點 

●專案內容相當清楚且完整，細節的處理可見細膩，組內溝通順暢良好。 

●清楚了解核心問題點，組內溝通積極，針對店家痛點努力解決並規劃。 

缺點 

●執行成果上與目標落差較大，可在專案前針對已知問題做更周全的準備，提高執行質量。 

●對於商品本身了解度都應該做好百分百準備。 

●可增加主動性之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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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學生問卷分析結果圓餅圖如下所示，各圖顯示整體課程滿意度佳。 

 

問題一 磨課師影片能具體協助自我學習 

認同 不認同 沒意見 

問題二 讓我知道如何活用專案管理的工具與方法 

認同 不認同 沒意見 

問題三 讓我具體明瞭我與企業所需的能力落差 

認同 不認同 沒意見 

認同：25 

不認同：1 

沒意見：0 

認同：25 

不認同：1 

沒意見：0 

認同：24 

不認同：0 

沒意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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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 企業專案實做學習設計優於僅做於校園專

案實作學習 

認同 不認同 沒意見 

問題五 本課程讓我未來在職場工作上實際應用程

度高 

 

認同 不認同 沒意見 

問題六 廠商協助滿意度 

 

滿意 普通 待改善 沒意見 

認同：22 

不認同：2 

沒意見：2 

認同：22 

不認同：0 

沒意見：4 

滿意：18 

普通：8 

待改善：0 

沒意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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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 

    教學場域往往受限於校內，然而企業實作的課程若只是在校內教室單靠業

師描述商家與企業的特性，學生往往較難想像實際可能遭遇問題為何。而且把

利害關係人管理的問題想得太單純簡單，以致實際開始執行時因雙方認知有所

落差而遇到較大阻礙，這點可以從問卷問題六的分析清楚看見。未來在解說企

業實作背景資訊時，應儘可能直接進入公司與商家場域，以減少認知落差。 

(3) 學生學習回饋 

    學生大部分均回饋活動很棒，受益良多。這堂課程讓他們了解專案管理從

頭至尾的規劃應用，普遍覺得很實用，對未來職場有幫助。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1) 學生對於企業的專案成本通常都估算得太樂觀，以致執行經費與預算落差

大，後續需要加強成本管理單元。 

(2) 學生想法有時與商家認知有落差，後續要注意理念不同商家應該做儘早更

換商家的動作。 

(3) 企業協作應可再提前半個月開始以利學生事前研究準備更充分以及與商家

能進行仔細的理念溝通。 

問題七 助教協助滿意度 

 

滿意 普通 待改善 沒意見 

問題八 課程總滿意度 

 

滿意 普通 待改善 沒意見 

滿意：25 

普通：1 

待改善：0 

沒意見：0 

滿意：25 

普通：1 

待改善：0 

沒意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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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Appendix) 

附件(1) 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專案管理規劃與應用 

學分數   :  2 學分    

授課教師 :  楊朝仲 

課程描述 :  藉由專案管理的進階知識傳授、個案介紹與互動討論、選擇校園與企業專題來

撰寫專案管理計畫書，以具體培養學生專案管理實際應用的能力。 

學習評量方式 : 以七至八人一組為原則，出席情況、校園專案專題報告與互動討論表現 

(20%)、專案管理規劃知識驗收之試題測驗(40%)、各組專題製作企業專案管理計

畫書成績(40%) 

 

※授課進度與內容（週次、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考試進度、備註） 

※週次 ※單元名稱與內容 備註 

01  課程介紹與專案管理概論 課程大綱 

02  
專案為何而做~問題要因分析 

專案章程介紹 

講義一 

03 交付標的概念設計、範疇基準(專案工作分解結構 WBS)與 RACI 
講義二 (完成分

組) 

04 校園專題專案分組報告與討論(一)  

05 
時程基準(甘特圖) &品質基準(專案品質衡量表)介紹、專案成本計算

表&專案風險登記簿介紹 
講義三 

06 專案管理規劃知識驗收之試題測驗  

07 校園專題專案分組報告與討論(二)  

08  
專案執行階段會議設計表與溝通計畫矩陣介紹 

專案管理之監督與控制表與經驗學習紀錄表介紹 講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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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校園專題專案分組報告與討論(三)      

10  校園專題專案成果報告發表  

11 企業專題製作說明 業師到校講解 

12  企業專題為何而做與專案章程分組報告  

13  企業專題工作分解結構與 RACI 分組報告  

14  
企業專題時程基準(甘特圖) &品質基準(專案品質衡量表) 分組報告 

 
 

15 企業專案成本計算表&專案風險登記簿分組報告  

16  
企業專題專案執行階段會議設計表與溝通計畫矩陣介紹 

專案管理之監督與控制表與經驗學習紀錄表分組報告  

17  各組企業專題製作專案管理計畫書成果報告發表 企業主管驗收 

18  問卷調查與課程經驗學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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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課程學習成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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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學生期末企業專案成果報告投影片-以第四組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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