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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筆者從事珠寶產業逾 30 年的經驗，從年輕時期在台灣當金工學徒跟著老師

傅「學功夫」，稍長在美國打下真正的珠寶學基礎，並且開拓業績足跡遍布幾十

個州。並於 1993 年自行創業成立東龍珠鑽石集團，更是一步一腳印，從一個人

提著皮箱跑業務做起，去過台灣各個鄉鎮，之後逐步轉型，有了自己的工廠，東

龍珠珠寶也從代工起家，轉型為建立自己的品牌，將市場拓展到海外各地。東龍

珠珠寶的公司創業史，就伴隨著台灣的 90 年代至今珠寶發展史，本身很明白目

前台灣珠寶工藝的傳承面臨極大的困難與挑戰，台灣長期缺乏學術教育單位的專

精人才培養，導致金工人才出現斷層，筆者因此以本論文透過文獻回顧法與訪談

法追蹤探究。 
 

    首章為緒論，包含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章：文獻探討珠寶工藝、

珠寶金工工藝的製作程序及珠寶的技職教育。第三章：研究方法，以「文獻回顧

法」與「質性訪談法」深入研究問題。第四章：從研究方法中得到台灣珠寶工藝

在技藝傳承下出現了問題，其來自國內不注重金工教育與人才培養，導致人才流

失。第五章：從珠寶金工技術人才現況中，探討如何將傳統工藝與技職教育的結

合做有效的培養教育與傳承。第六章：結論與建議。總結以上文獻與訪談內容，

筆者希望透過企業與技職教育的產學合作新模式，培育我國年輕學子透過技職教

育訓練為人才，打下良好的金工基礎，並透過比賽的競技薰陶，孕育更多未來的

金工人才，將傳統的工藝技術與精神保留，永續台灣金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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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has been engaged in fine jewelry industry over 30 years, when the 

author was young who learned various metalworking skills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the time of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and the author had taken some professional 

jewelry courses in many states of the U.S. In 1993, the author start-upped own 

business and established Dong Long Ju diamond group.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Every step leaves its print; work steadily and make solid progresses.” That’s who the 

author started from being a jewelry sale man, went to various places in Taiwan, the 

author also built up own brand and provided OEM/ODM services as an important step 

for conducting enterprise transition. The startup story of Dong Long Ju Jewelry was 

accompanied by the history of jewelry development in Taiwan. It was found that 

Taiwan’s main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conserving Taiwan jewelry crafts because 

of lack of provision of training people develop relevant professional skills.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over and disclose the issues by the methods of interviews and paper 

review.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including research background,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the purpose. The second chapter: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of jewelry,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jewelry an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jewelry. 

The third chapter: uses the research with paper review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 

methods to study the issue in depth. The forth chapter: from the research methods, we 

found that Taiwanese jewelries have problems in conserving jewelry crafts. People 

don’t valu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aiwan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brain drain. The 

fifth chapter: The conclusion. Combine all the above literatures and interview reports.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rough the new model of Academia and Industry Collaboration 

for youngsters of our country will be good training for metalworking. In addition, 

having metal crafts competition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metalcraft, to keep 

the Talents in Taiwan. 

Keywords: jewelry, metalcraft,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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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根據歷史的記載，顯示出不只有文字，連圖畫、工具、飾品、建築等都能反

映出當時人們的生活情形，以飾品來說，我們能觀察出當代的生活美學以及社會

的工藝技術，更能象徵當時國家的經濟地位高低。追溯於飾品的由來，早在人類

創造文字前就有使用飾品的習慣，遠在人類的史前時期，當時的人類會利用動物

的牙齒以及貝殼等來當作飾品配戴，而飾品也從一開始的單純美觀的裝飾品，演

變成象徵財富與社會地位。 
 

    回歸於現今社會，珠寶已成為普及化的裝飾飾品，而珠寶飾品的價值，不單

單只是在於珍貴的金屬及寶石的運用，加上創新材質的結合與創意的設計，透過

珠寶工藝師精湛的工藝技術，才能創造出一件件價值非凡的珠寶飾品。 
 

    從台灣的經濟發展檢視，自原本 50 年代的農業社會，70 至 80 年代轉變為工

商業社會，近年來更往高科技電子產業蓬勃發展，當台灣人民累積大量財富後，

生活水準提高，從德國經濟學家恩格爾的恩格爾法則來看，隨著人們的所得提高，

在生活娛樂上支出比重高於基本生活支出的開銷，因此使普羅大眾產生珠寶飾品

的消費行為，使得珠寶的需求日益增加，讓台灣的珠寶市場蓬勃發展，舉凡大街

小巷的傳統銀樓、百貨公司裡各式各樣的珠寶專櫃、分門別類的寶石進口商、珠

寶工藝工廠、珠寶設計、珠寶鑑定、珠寶工作室、珠寶雜誌等公司的創立，也造

就珠寶產業相關的人力需求，大部分人員從事珠寶首飾的設計、銷售、鑑定分析

相關等工作，但以往大部分珠寶金工工藝師的養成仍依賴師徒相傳，而現今台灣

的技職教育仍著重於升學導向，以及僅安排有限的實習時數，導致產學之間的落

差，若要學更專精的工藝技術，大多仍選擇出國學習，若是要讓珠寶行業在台灣

永續發展，必須改變舊有的培育人才模式，實務與理論並重，讓人才的專業技能

從教育開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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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動機 

 

1960 年後的台灣經濟蓬勃發展，促使台灣的珠寶產業成為接單生產的 OEM

時期，此時為台灣金工珠寶產業的興盛時期，在 1980 年後，台灣一躍成為全球

玉石及半寶石加工重點產銷中心之一，在國際的珠寶市場擁有極好的評價，1990 

年代，因大陸勞力的低廉，因此不少的台灣產業大量外移至大陸，人口資金大量

出走，加上在 1992 年泡沫經濟破滅，與世界不景氣的影響，台灣面臨嚴重的經

濟挑戰，逐漸的喪失了台灣多元化的優勢，台灣的金工珠寶又進入衰退期(陳國

珍，2004)，而當時台灣的珠寶金工人才，受限於傳統的師徒制傳承技術，造成

專業技術與人才出現了斷層。 
 

金工珠寶產業經歷過幾個不同興盛衰退時期的轉換，在過去的歲月中，因社

會變遷、產業外移等因素，導致專業人才外流，而當時台灣的金工人才受限於傳

統的師徒制傳承技術，造成封閉的產業環境，金工在當時並不受社會肯定與重視，

加上國內的金工珠寶教育課程受限於有限的教學時數，以及缺乏有效的金工研究，

當時無法提供學生更精進、更專業的珠寶工藝課程學習，導致學生數雖然很多，

合用於產業的卻很少。 
 

近年來，由於政府對國內珠寶的日益重視，有眾多海外留學歸國的金屬工藝

師與設計師的積極投入珠寶產業，大多開設個人工作室投入金工教學，以至於現

今若對於金工有興趣的人，只能從民間私人所開設的學院或工作室，學習珠寶工

藝課程，對於精湛的珠寶工藝技術來說，需要更長的時間投入以及不斷的練習，

若能從學校教育開始扎根，相信能更加精進工藝技術，相似於國外從學校的技職

教育就投入實作的課程訓練，能及早開始培養出產業所需的專精人才，有鑑於此，

將探討國外成功的教育模式，瞭解如何將學校所學與產業所需做結合，有效的培

育出企業所需的金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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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目的 

 

    前幾年經歷金融風暴，相同性質的精品消費趨於飽和或是新世代消費市場

的轉換，加上現今市場轉移、企業移民、通路改變、加工廠紛紛遷移至中國、各

個國際品牌推陳出新搶攻市佔率、線上購物盛行等因素，對於台灣的珠寶產業形

成各種挑戰，藉此筆者期望台灣珠寶工藝、珠寶設計，整合創新設計和精品工藝

走進國際市場，而台灣珠寶人才培訓的單位和資源，仍缺乏有效的資源分配與完

整的教育方針規劃，目前若想專精珠寶專業，仍以出國進修為主。雖然這幾年有

許多大專院校增設珠寶學系相關類組，不過仍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經費及設備充實

教育資源，方能從打模、電鍍、雕刻琢磨、金工、設計、美學、寶石鑑定、管理

等培養延續的人才。珠寶精品代工、珠寶品牌創建，珠寶設計、工藝人才的提拔，

仍需仰賴政府單位和民間協會的輔導來成就。鼓勵企業從教育推廣，致力金工技

術傳承，培養專業人才，並探討目前我國技職教育體系所面臨的珠寶教育培訓問

題。希望未來的技能技術教育課程，將教育目標改為建立在珠寶產業的發展與人

力需求的基礎上，在確切的市場定位和合理的結構配置進行培育人才的方向，並

且調整專業術科課程的設置，加以改革教學上使用的方法、強化實作部分，建立

學校與企業銜接合作的機制，進而培育出被社會認可、企業接受的專業性、綜合

性的專業珠寶人才，本文將從台灣珠寶金工工藝技職技能教育發展的新模式探討，

運用締結企業與教育的珠寶產學合作關係與運用各項教育策略，以解決台灣技職

技能教育發展的困境，及應如何改善教育模式以及有效的培育出專業技能型人才，

綜合上述研究背景說明與動機陳述，本研究目的歸納如下： 
 

1.透過文獻回顧，分析台灣珠寶發展與技職教育的現況，  

2.運用訪談法，並選擇合適的研究對象，以深入了解其問題與現況。 

3.比較國外技職教育相關理論探討其台灣所面臨的困境，以解決產業目前所遇人

力斷層等相關問題，並改善及提出建議。 

4.提出解決方案與建議，以供業者與政府教育相關單位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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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珠寶工藝 

 

  所謂珠寶工藝(Jewelry Craft)，涵蓋設計創作、珠寶製作技術（Jewelry Making 

Techniques）及不同材質的運用等等。而材質主要以黃金(gold)，鉑金(platinum)，

銀(silver)等貴重金屬為/主，搭配不同寶石的設計，並以此為工藝應用材料，即為

珠寶工藝，又稱珠寶設計或是飾品設計等。(維基百科) 

 

一、 珠寶的定義 

 

  珠寶，顧名思義，是有著耀眼珠石的寶物，有別於其他類型的寶物，如黃金、 

名畫。從歷史記載中，人類的史前時期，當時的人類會運用貝殼、動物的牙齒等

物件作為裝飾品，隨著時代的變遷及社會的發展，珠寶從單純的美化用途成為具

有宗教、戰略和象徵權力的擁有，也包含在祈禱或服喪時，穿戴或攜帶的相似物

品。到了 19 世紀，珠寶普及至中產階級。如今，珠寶首飾已成為了人們不可或

缺的裝飾品，台灣珠寶飾品依材質與市場價值可區分為三種：(經濟部工業局，

2000) 
 

（一）貴重珠寶（Fine Jewelry）： 
 

  使用貴重金屬及其合金，並結合貴重或半貴重寶石而成的珠寶。貴重

金屬（Noble or Precious Metals）包括的有金、銀以及白金家族。貴重珠寶

（Noble or Precious Jewelry）包括的有鑽石（Diamond）、紅寶石（Ruby）、

藍寶石（Sapphire）、祖母綠（Emerald）、玉（Jade）等。 
 

（二）現代珠寶（New Jewelry）： 
 

  又稱為前衛珠寶，具藝術價值、創新性、未來性、領導性的飾品，此

類珠寶大都屬於創意發想的作品，材質以複合媒材居多，適合與文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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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做結合。 
 

（三）流行珠寶（Fashion Jewelry）： 
 

  泛指中低價位的珠寶。早期流行飾品的定義是針對適合某些特定形式

服裝所設計的飾品，現代則被區分為兩類： 
    

1. 仿珠寶（Costume Jewelry）： 
 

  指模仿貴重金屬之外觀及貴重寶石鑲嵌，使之看起來像貴重珠

寶。通常使用卑金屬（有時也使用貴重金屬中的銀），再加上電鍍銠

金屬使成貴重金屬之外觀；而以一些白鐵礦、合成寶石、玻璃…等等

來模仿真的寶石，並以大量生產的方式促使價格便宜。 
 

2. 流行飾品（Fashion Accessory）： 
 

  與仿珠寶一樣，使用卑金屬材質及各種假寶石，以量產方式製造，

但是流行飾品具有新鮮性、流行性以迎合不同時代的階段性需求。一

般流行飾品以便宜的材質為主，而量化生產，但可以透過好的設計師

或是知名品牌提升其商品價值，其產品仍相當昂貴；如 Moschino、

Chanel、Christian Dior…等等。 
 

二、工藝的定義 
 

    因時代的變遷，對於工藝的解釋也有所不同，我國傳統上對工藝的解釋，一

般界定在技藝與才能的領域裡，我國在古代典籍中對工藝的定義有如下的記載：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云：「工，巧也，善其事也。凡執藝成器以利用，皆謂之

工。」又言：「工，巧飾也。」 
 

  今日對工藝則以精巧的技能、製造精美的器物來註解。廣義的「工藝」界定，

泛指人為生活需求而製造器物的技術與實物。工藝之意眾說紛紜，狹義的工藝界

定，凡製作的器物以裝飾為所需，其所做的技術呈現為工藝；廣義的界定，舉凡

生活所需的各式各樣器物，加以美的技巧修飾，皆屬工藝範疇之中。（顏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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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3） 
 

  從一個國家的工藝的發展程度，常可窺知其歷史文化動脈與反應社會情況，

所以工藝美術可反映時代變遷，又可直接表現生活方式，工藝本身需具備美學價

值和實用性為基礎。(張家瑀，2006)  
 

三、台灣的珠寶發展 

 

    台灣的珠寶發展最早從史前時代發跡(西元前 1400 年)，每一時期的珠寶風格

深受南島、中原、歐洲與中亞等的地方文化影響，運用了金屬、玻璃、礦物、寶

石及多樣化的豐富材質，以下將台灣珠寶概括性的分為四個時期，依時間遠近分

為：（一）史前卑南文化珠寶、（二）原住民文化珠寶、（三）台灣傳統珠寶、

（四）台灣現代珠寶。(陳國珍，2002) 
 

（一）史前卑南文化珠寶 

 

    卑南文化建立為西元前 800 至西元前 1400 年，距今有 2300 年至 5300 年，後

於西元 1980 年於卑南村被挖掘發現，故稱為卑南文化。從挖掘出的卑南遺物中

發現，多為陪葬的珠寶玉石，當時的珠寶為統治者的權力象徵，其中多為台灣玉

如圖 2-1 及圖 2-2 的硬蛇紋石，以及圖 2-3 為人獸形玉玦，從以上的飾物發現，

當時的文化工藝水準已經不錯。 

 

圖 2-1 各種玉器 

（圖片來源：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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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硬蛇紋石 

（圖片來源：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圖 2-3 人獸形玉玦 

（圖片來源：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二）原住民文化珠寶 

 

    台灣的原住民擁有多樣化的族群，日本學者土田滋根據語言作為判定的標

準，將臺灣的原住民族分成平埔族和高山族兩大族群。平埔族因地緣關係漢化較

深，以至於較無保留原有的民族裝飾特色，高山族則分為九族，每一族皆有自己

族群獨有的特色服飾及珠寶配飾，從原住民歷史留下的遺物來看，不只有各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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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運用石器所製成的裝飾品，例如：手鐲、石環、石垂墜飾等等，材質為綠硬蛇

紋石、珊瑚石灰岩等等，還有具獨特的原始美感及華麗的色彩點綴的原住民文化

珠寶，像是圖 2-4 為排灣族的貴族階級才有的琉璃珠；達悟族具有製作銀盔的工

藝，如圖 2-5 為達悟族男子的銀盔，達悟族也是臺灣唯一擁有冶金工藝技術的原

住民族。 

 

 

圖 2-4 琉璃珠 

（資料來源：臺灣月刊雙月電子報，2008） 

 

 

圖 2-5 達悟族男子銀盔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3） 

 

（三）台灣傳統珠寶 

 

    早期的台灣傳統珠寶首飾的設計與製作都與漢文化息息相關，根據歷史的記

載，發現從史前時代的十三行文化考察出十三行人與漢人有密不可分的往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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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此才能發現多樣化的文物在遺址內，如外來的青銅器、陶器、漢人錢幣、

琉璃珠等；明清時期，台灣多有來自大陸的移民帶入的珠寶首飾，加以奠定漢文

化的擴張，當時的錫器也盛極一時，錫器為早期宗教活動的器物及當時普羅大眾

使用的器皿，後因日治時期嚴格限制宗教信仰，改為銀器的盛行。自古以來，配

戴珠寶被台灣人視為象徵財富及身分地位的代表，尤其在婚喪喜慶及宗教活動等

等時，配戴珠寶別具意義，例如婚嫁時的金銀信物。 
 

  傳統珠寶首飾擁有各式各樣的品項，如髮簪、髮梳、耳環、項鍊、胸佩、腰

帶、手鐲、戒指等等。傳統珠寶在工藝上擁有南方的藝術風格外，樣式講究華麗，

盛行敲花、壓花、纍絲、鎏金、琺瑯等技巧。然而當時的台灣金工珠寶並不受到

重視，其原因整理如下： 
 

表 2-1 當時台灣金工珠寶不受重視的相關原因： 

「讀書熱」的現象 唯有讀書高的人才教育，導致技能技職學習不受重視 

金工珠寶的價值不高 普遍多為婦孺配飾與生活相關的器物 

民眾留存不易 普羅大眾生活清苦，導致難以傳承精品 

技藝傳承困難 不輕易外傳於他人，過度封閉導致技術中空危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四）台灣現代珠寶(西元 1951年以後) 

 

    珠寶的流行趨勢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1950 年至 1960 年間，民眾以保值為

目的購買黃金，不在乎流行與款式，1960 年-1970 年間，台灣漸漸成為綠玉、半

寶石、原石加工的外銷區域，為日後台灣金工珠寶產業奠定基礎，1970 年以後，

台灣經濟內需消費成長，對外貿易也迅速擴張，經濟富裕使得購買珠寶意願提

高，消費者購買珠寶首飾不再只為了保值，而多了象徵身分地位、美化裝飾等等

的消費心理，1980 年間，台灣逐漸成為國際的半寶石產銷中心之一，由於當時的

外銷模式並不重創新創意的產品設計，隨著東南亞國的廉價勞力崛起，使得台灣

珠寶市場受到衝擊。近年來，大陸工資的低廉，促使更多台灣業者將工廠遷徙至

大陸；留在台灣的業者則須面臨轉型及改變經營模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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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起，因台灣的珠寶消費型態改變，消費者逐漸注重獨特創新的商品，

業者使珠寶資訊國內外相互交流，除了珠寶資訊透過網路的普及化以外，珠寶展

覽也成為消費者及業者的重要交流活動之一，國際品牌更是發掘台灣消費者對於

珠寶驚人的消費力，紛紛進駐台灣，使得國內外珠寶品牌競爭激烈，無形中激勵

了國內業者須提升精進對於珠寶設計、工藝以及行銷上的能力。 

 

第二節、 珠寶金工工藝的製作程序 

 

  每件珠寶精品的製作都是需要繁複而精湛的金工工藝製作流程才能夠完成

的，無論珠寶的價值高或低都必須要有其珠寶金工工藝的精緻性與要求度，最終

才能呈現出整件珠寶精品淋漓盡致的工藝水準。 
 

  而談珠寶精品工藝就必須從平面設計開始，而平面設計方面，有手工平面設

計與電腦 3D 繪圖設計。當平面設計完成就進入成型的部分，成型又分為三項，

有 3D 成型法、手工成型法和蠟雕成型法。而成型後的蠟版，我們需要透過鑄造

的過程，脫蠟鑄造技術成型，使成為珠寶金屬原型。當一件珠寶金屬原型完成後，

須經過初修、細修之修坯過程。修坯完成後將進入鑲嵌，依造不同的作品鑲嵌工

法來呈現出鑲工的精緻要求。接續依照作品的設計方式不同，會再進行雷射點焊

或組裝，讓整個作品的完成度能夠符合設計的需求。其後，進入作品的細部拋光

和表層金屬特殊處理完成，其作品將進入電鍍的最終製程工序，希望給予作品不

同的表層金屬皮光之呈現需求，以及依作品設計之需求給予不同的金屬色系。整

件作品完成後，將對外觀、結構、表面進行最後的品管檢查，這才是整個珠寶金

工工藝的完整製作工序。而其製作程序細部說明另列如下： 
 

一、平面設計、電腦設計 

 

  設計方面可分為手工繪圖及電腦繪圖。手工繪圖方面，一般都以鉛筆為底稿

畫立體圖、正視圖、側視圖和俯視圖，一圖四稿的方式進行(圖 2-6)；電腦繪圖(圖

2-7)是藉由電腦繪圖軟體，如：Rhino、Matrix 或 SolidWorks 等相關軟體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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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型。 
 

 

圖 2-6 手繪設計圖稿 

 （圖片來源：東龍珠股份有限公司） 

 

 
圖 2-7 操作電腦繪圖軟體繪圖設計 

（圖片來源：東龍珠股份有限公司） 

 

二、３Ｄ成型、手工成型和蠟雕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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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成 型 是 將 平 面 設 計 圖 藉 繪 圖 軟 體 的 繪 製 建 檔 完 成 後 ， 使 用 德 國

EnvisionTEC Perfactary mini SXGA 和義大利 DWS029J(圖 2-8)等 3D 成型機雕蠟

輸出後成樹酯之蠟版成品(圖 2-9)；手工成型是將平面設計圖藉由 K 金實材，現

場依照設計圖原型，手工製板成型；蠟雕成型是將平面設計圖利用蠟的可塑性及

雕塑性雕刻製作成型。 
 

 

圖 2-8 義大利 DWS029J 3D 成型機 

(圖片來源：取自 aniwaa 官網) 

 

 

圖 2-9 3D 成型樹酯 

（圖片來源：東龍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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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鑄造 

 

  用於量化生產，將所需生產之金工飾品藉由脫蠟技術，使用鑄造機(圖 2-10)

將固態金高溫炷溶後倒入石膏模具內，抽真空加壓(圖 2-11)使液態金固化為 K 金

原件。 

 

 

圖 2-10 日本吉田鑄造機 YGP-5AE 

（資料來源：東龍珠股份有限公司） 

 

13 
 

 



 

圖 2-11 德國豹牌真空加壓鑄造機 

（圖片來源：東龍珠股份有限公司） 

 

四、修坯 

 

  將鑄造好的 K 金原件進行修坯整製，如用粗細銼刀、組裝燒黏、粗細砂紙、

粗細布輪等工序整製(圖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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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用銼刀將 K 金原件進行整製 

（圖片來源：東龍珠股份有限公司） 

 

五、鑲嵌 

   

  依照不同的寶石鑲嵌法將鑽石或寶石鑲至於 K 金作品上。(圖 2-13) 

 

 

圖 2-13 金工師傅鑲嵌工作照 

（圖片來源：東龍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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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雷射焊接 

 

  因製程關係，有些寶石或鑽石因明火會造成熱漲冷縮使其破損或質量改變，

故需在鑲嵌完成後再進行 K 金作品的組裝及焊接。(圖 2-14) 
 

 

圖 2-14 SL75 點焊機 

（圖片來源：東龍珠股份有限公司） 

 

七、研磨拋光 

 

  當作品鑲嵌完成後須進行細部研磨及拋光整理(圖 2-15)，使其作品細膩度及

金屬皮光能更加具有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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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將金屬進行研磨拋光 

（圖片來源：東龍珠股份有限公司） 

 

八、電鍍 

 

  此為作品製程的最末端，依照客戶需求，做最後金屬表層之優化處理(圖

2-16)，並可依照客戶喜好進行表層金屬顏色之改變。 
 

 

圖 2-16 金屬電鍍過程 

（圖片來源：東龍珠股份有限公司） 

 

九、品管成品 

 

  檢視 K 金作品之完整性(圖 2-17)，如鑽石或寶石鑲嵌是否牢靠、寶石平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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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平整，各類鑲法之工藝是否達到要求，金屬皮光是否有如鏡般反射亮度…等。 
   

 

圖 2-17 成品品管 

（圖片來源：東龍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節、珠寶技職教育 

 

一、台灣技職教育 

   

  早期台灣經濟的奇蹟，各界人士認為培育專業技術人才方為關鍵的成功因

素。(蔡勝賢等人，2010；王建全，2012；周燦德，2013)，優質人才的培育根基

源自於教育，由此可知，台灣現今專業技術人才的培育成效，影響台灣未來的國

際競爭力，然而經濟日報在 2011 年 8 月 15 日的一篇報導指出「技職教育培養出

太多沒有技術的人才，讓人才培養出現斷層與危機」，一語道出目前台灣技職教

育所面臨的困境：(葉建宏，2017) 
 

(一) 學生數減少的問題 

 

    少子化的現象，台灣的出生率逐年降低（圖 2-18），使得各級學校的學生數

逐年減少（圖 2-19），技職教育也包含其中。然而學生數逐年減少的情況下，一

般大學的新生錄取率卻逐年提升，影響高職生及科技大學等技職教育的院校招生

不易，台灣原本就較注重普通高等教育，而使技職教育的發展更加不被重視(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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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光、黃進和，2006)。又因台灣的家長與學生，受傳統的「萬般皆下品，唯有

讀書高」的觀念影響，往往認為技職教育的學校比起普通教育差，因而大多數學

生優先考量就讀普通教育的學校，使得技職教育不受重視，失去了技職教育培養

專業人才的美意。 
 

 

圖 2-18 台灣 97 年-107 年歷年嬰兒出生人數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內政部） 

 

 

圖 2-19 台灣 97 年-106 年各級學校學生總人數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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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用落差的問題 

 

    教育部已實施多年改善學用落差的教育計劃及措施，但至今問題仍未完全改

善，因學生在校所學習的無法銜接產業界的需求，也因至今的課程規劃仍著重於

考科，而實作力的課程與加強實務經驗仍不足，導致大學生畢業以後，無法明確

在職場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使得學用落差的現象依舊存在。(葉建宏，2017) 
 

（三）教育體系與課程配置問題 

 

    教育課程規劃與配置須考量學校發展、培育目標、與符合學生投入職場等；

技職教育有別於一般教育，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從高職到科技大學建構成一

貫化的教育體系，設有符合職業所需的人才培育制度，擁有技職教育實務型導向

的教育理念，孕育各行業的實用菁英。(教育部法規，104)然而，普遍學生將技職

院校與普通大學相提並論，引發高等技能技職教育無法培養出真正實務人才，而

技職院校的教師升等機制仍依據學術著作，導致教師的課程編排與規畫，仍然著

重理論相關的研究為主，其課程規劃與普通大學之課程內容十分相似，造就我國

的技職教育始終不明確定位其教育價值(吳天元，2012)，原本技職教育應注重技

術導向，但因課程多為學習理論，進而導致技職教育培育出來的學生專業能力並

不專精，學生也未養成實作能力，無法有效創造出專業人才的競爭力。  
 

（四）未符合市場人才需求的問題 

     

  技職教育的意義原是培養學生的一技之長，在畢業後進入職場即擁有專業能

力可以找到符合自己所學的工作，然而技職教育卻未考量在市場機制的發展趨勢

與技術增進的人才需求上，導致所培育出的學生專業能力相似，造成人才過剩的

窘境。(葉建宏，2017)例如近幾年來，設計相關人才逐漸受到重視，因為各行各

業的設計師屢屢在國際上得到大獎，於是各所大學積極廣設設計相關系所，然而

企業卻無法供給相對的職缺，導致人才過剩，使得設計相關學系的畢業生，未能

順利發揮所長進入職場工作。(邱文仁，2018)，然而工藝上，台灣目前培養金工

專業技藝的學校不多，導致工藝人才出現斷層，傳統工藝面臨傳承問題。(陳國

珍，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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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技職教育探討-以德國與日本為例 

 

（一）德國： 

 

1. 企業與教育共同合作雙軌制的教育制度 

     

  德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教育與文化相關屬於州級事務，各州自行擬出

及管理教育政策，強調分流教育，但亦強調行行出狀元，並且注重理論知識

與實作職業技能的二元制，所謂的「雙軌制」，在小學畢業後，職業學校與

企業共同實施職業教育，職業學校的課程以實用技能為主，宗旨為培養出基

礎的技術人才或是根據學生的意願選擇其專門學校或高等教育就讀，藉由自

身的能力與性向自由選擇，而雙軌制職業教育的課程安排，大約 2/3 的時間在

企業接受職業相關培訓，1/3 的時間在學校學習理論的課程，因此選擇就讀雙

軌制職業教育的學生，也同時具備學徒的身分。 德國的「職業教育法」明確

規範出四個階段，分別為：職業養成準備、職業養成、在職訓練及轉業訓練，

目的為企業與國家界定出受養成教育者、提供養成教育的權利義務關係（胡

茹萍，2014；張仁家、游宗達，2014）。 
 

2.分離培訓與考核的制度 

     

  根據德國的職業培訓條例，在職業學校的培訓過程中，每 1 週約有 1 至 2

天在學校學習，其餘的 3 至 4 天則是在企業實習，培訓期結束時，會透過行業

組織所擬定的期中考以及結業考作為考核，而學校與企業的人員以表公平公

正原則，雙方共同擔任畢業考的考官，學生通過兩項考試即可獲得其畢業證

書。根據職業教育法，聯邦政府推動雙軌教育，而工商會與企業主實行訓練

相關工作，兩者在雙軌教育中分工合作，促使學生學習理論與實務並重。（陳

財能、蔡力強、范佐麟、巫國琳、賴世雄，2007） 
 

3.歷久彌新的產學合作制度 

     

  至今德國政府打算組成一種新的職訓聯盟，與企業產業界加強合作，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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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跨企業培訓，學生受到學校教育和在企業培訓的同時，每一年安排一段的

時間，在跨企業培訓中心接受集中培訓，補充和加強企業所需的訓練，提高

雙軌制職業教育的學習成效，目前的職業訓練機制也將汰舊換新，並會在西

元 2015 年至西元 2016 年間，開放學習機會的名額給雙軌制的教育；僅此之外，

每年另外增加大量的實習名額（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2015）。 
 

（二）日本： 

      

  大多學者認為日本強大的競爭力來自於優質教育所打造出來的高素質人力

（Wieczorek, 2008），因日本是個重視教育價值的國家，其中重要的措施即是因

應產業人力需求，推動職業教育，平成 18 年（2006 年）修訂教育基本法第二

條，增列教育目標「重視職業及生活的關聯性、養成勤勞態度」等文字，內容包

括尊重個人價值，發展其潛能，培養其創造性和自主自律精神，重視職業與生活

的關連性等文字（文部科學省，2008；文部科學省，2009；林明煌，2009；施秀

青、張素惠、饒達欽，2009）。從日本的職業教育，可以洞察出以下特點： 
 

1.日本職業教育的啟蒙較早 

   

  日本在中等教育階段的教育目標為「培養社會所需的職業基本知識與技

能，尊重勤奮態度，及因應個人性向選擇升學或就業之能力」（文部科學省，

2013g），由此可知，日本著重及早在教育上傳承社會文化價值以及強調勤奮

的工作觀，並且注重教育須培養出社會所需的職業技能與知識，相較於台灣中

等教育階段的課程，課程規劃仍以升學主義為主要方向，學生難以趁早建立起

對職業的正確價值觀與基本能力。 
 

2.日本職業教育的實務與理論並重 

    

  從日本的職業準備課程來看，不僅重視態度的培養，並且注重實作能力的

養成，以日本的專修課程配置為例，學習內容包含技能、學科及社會教育三種

類別。技能的學習內容包含各類實作課程；學科的課程安排則分為普通課程及

專業課程，普通課程除一般的國英數課程外，另外還有課程具備日本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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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而專業課程培養學生的專業基礎能力；另外在社會課程部分，則以企業文

化精神傳承與強調用心的職場工作態度為宗旨。從課程的規劃了解其職業教育

的內涵實務與理論並重，配合社會需求致力於課程修訂，以符合學生職業訓練

及態度的養成，並且推動職業教育的相關法規與政策，系統性發展職業教育的

技能訓練課程，培育具備現代「生活力」的職業人才。(趙志揚、吳金蓮、陳

高生，2013) 
  

3.詳細劃分職業技能的證照制度，透過獎勵計畫提升檢定參與度 

     

  日本系統性的建立規劃職業證照制度與配置其體系，並且將證照制度細分

為國家證照制度、民間證照制度，及其他證照制度三種類別；職業訓練體系分

為公立與私立機構：中央與地方負責辦理公立職業訓練機構；政府另外授權辦

理私立職業訓練機構，為授權職業訓練；受訓對象的資格也有所區分，從初次

就業，到晉升專業、離職與再次就業訓練，以及在職加深增廣專業訓練。(施

秀青，2015)並且建立制度化的獎勵，藉此提升加強人才參與證照與訓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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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以台灣的技職技能教育作為談討，本論文首先運用文獻回顧研究台

灣的珠寶工藝發展，由珠寶產業的經營與管理分析，了解現今台灣珠寶產業的優

勢與劣勢，並由台灣、德國與日本的技職技能教育比較，從中探討教育培育出專

業人才的發展情況。 
 

    再透過深度訪談法，訪談台灣技職教育科官員，關於台灣技職技能教育的發

展模式，訪談從事中等教育工作對於技職技能教育的看法，以及訪談從事職業證

照檢定多年的業者，對於台灣珠寶工藝的現況與職業證照制度的影響。 

    最終，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完成本研究之設計。 
 

第一節、文獻回顧法 

     

  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根據文獻調查來取得相關資料，文獻包含其相關論文

與期刊、紙本與網路的報章新聞雜誌、政府的研究數據與報告等，進而全面性的

掌握所要了解的研究問題，透過蒐集的文獻資料整合，能了解有關問題的過去和

現況，幫助確定研究課題；能形成關於研究對象或課題的相關事項，有助於訪問

與觀察，並且能獲取現實資料的比較資料，有助於了解研究相關事物的全貌。 
 

筆者透過相關的文獻及資料整理，進而探討珠寶工藝在台灣的技職技能教育

的發展模式，筆者並選擇參考文獻從台灣珠寶工藝的發展、珠寶的經營與管理，

以及台灣、德國與日本等各國技職技能教育培育專業人才的制度因素等。 
 

第二節、質性訪談法 

     

  訪談法，又可稱為談話法或交談法，是質化研究中資料蒐集的方法之一，訪

談法的優點為幫助研究者與受訪者雙方的討論、交流，從受訪者提出的見解，進

一步蒐集深度的資訊。Bernard （1988）將訪談過程中依照研究者對於情境的控

制程度，依照整體結構分類，將訪談分為非正式訪談（informal interviews）、非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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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 ）、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等四種類型，可因研究的目的、性質或物件的

不同，而選擇不同的訪談方式。 
 

    本研究訪談方法選擇以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其特點

是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前，可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預先整理好訪談大綱。訪

問過程中研究者在輕鬆自然的情境下，透過雙方的口語交談而進行想法的建構與

交流，研究者依受訪者的個性變化，問話的態度與方法也有所不同，讓受訪者能

夠針對研究議題，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與看法，經過一定時間的訪問而深入探討

問題核心，取得受訪者心中的見解。雖然不同的受訪者面對相同的訪談問題，但

因為個人的立場與經驗不同，所產生的看法與見解也可能會因人而異，而擁有不

一樣的收穫。題目和回答的方向不需要限制在事先擬定的內容，會根據受訪者的

回應有所調整，研究者也可以隨時依訪問情況，對訪談問題做進一步的探討。因

此當研究目的是要深入了解個人經驗與立場時，半結構式訪談法可以是運用的恰

到好處的方法。 
 

    筆者選擇深度訪談法來獲取資訊，主要的原因是台灣現階段珠寶金工產業在

技職教育的發展方向較不明確，相關的文獻探討也難以取得，因而希望藉由深度

訪談法來了解台灣的金工工藝在技職技能教育的發展模式，透過深度訪談的過程

而以質化方式進行研究。最後，再將所蒐集的訪談內容予以整理及分析，找出 

台灣金工工藝在技職技能教育的發展現況與困境使用者對產品的真實期望，期待

針對技職技能教育的發展模式給予具體建議。 
 

一、訪談對象 

 

  本論文是探討台灣珠寶金工工藝技職技能教育的發展，因此所選擇的受訪對

象為：技職技能相關教育人員(中等教育校長、技職科科長、珠寶金工同業)共四

名，四名受訪者均採個別訪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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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訪談對象一覽表 

機構名稱 訪談職位 受訪者姓名 日期時間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校長 張俊峰 2018/11/20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校長 孔令文 2018/11/20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

教育科 

科長 蔡秉欣 2018/11/20 

台北市銀樓業職業工會 榮譽理事長 林輝炳 2018/11/21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二、訪談進行 

 

每位訪談對象，在進行訪談前都會先致電詢問訪談意願，在進一步的確認訪

談時間，再寄送或事先告知訪談大綱，讓受訪者在訪談前能充裕的準備及思考訪

談者準備提問的訪談問題。訪談開始前，先詢問受訪者是否能予以錄音，訪談過

程，也會根據受訪者的反應有所調整問題，而在訪談結束後，與受訪者保持聯繫，

若有訪談內容不完全或有需要在釐清問題的部分，會再與受訪者聯繫訪談。 
 

訪談內容大綱分為三個層面： 
 

（一）產： 

 

1. 對於專業金工工藝職人而言，您認為金工的職業檢定證照所代表的意義

如何? 

2. 從事珠寶產業的您，對於目前國內的珠寶工藝程度看法如何? 

3. 從事多年技能檢定的工作，有無任何想法與建議? 
 

（二）官： 

 

1. 從台灣的技職教育，與德國或日本的技職教育相比，有何值得學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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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足之處？ 

2. 就目前台灣與國際發展情勢而言，對技職教育的看法及其重要性為何？ 

3. 以台灣目前國家競爭力來看，您認為技職教育如何充分發揮培育出專業

人才？ 

4. 據您了解，技職教育的畢業生，畢業之後的就業狀況如何?有無任何想法

與建議？ 
 

（三）學： 

 

1. 從事中等教育產業，您覺得如何培養出學生對於珠寶金工工藝的學習動

機，最重要的關鍵因素為何? 

2. 以目前台灣的金工工藝發展，您覺得在教育上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3. 您會給有志欲往金工工藝學習的學生什麼樣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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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章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獻回顧發現，第二部分為訪談結果 
 

第一節、文獻回顧發現 
 

本論文文獻以相關論文、期刊、網路報導等資料，整理本研究相關內容及分

析： 
 

一、 消逝的台灣珠寶工藝： 
 

  我們從台灣自古以來留下的珠寶飾物，了解台灣在經過文化遷移與族群融合

的過程中，呈現當代得生活時尚美學，歷經生活改變、社會發展及師徒工藝傳承

等過程，至此台灣珠寶業擁有創意設計以及具有精湛的珠寶工藝。如今，台灣的

珠寶產業透過台灣設計師別緻的珠寶設計，走向國際珠寶品牌的舞台，相較之下，

然而許多老一輩的珠寶工藝師傅習慣性的技術藏私，面對時代的汰換，未有管道

傳承技術給予下一代的工藝，加上國內目前缺少致力於珠寶金工工藝技術傳承的

企業，未能趁早從學校教育培育珠寶工藝師的專業能力，加上精品工藝的技術需

經過長時間的淬鍊，這些專業技術已然成為另一種的珍貴文化，因此須重視如何

延續台灣消逝的珠寶工藝，合力促進台灣珠寶產業的競爭力，已然成為一個重要

課題。 
 

二、 教育為專業技術人才的根基： 
 

  人才是企業的重要資本，教育是培養人才的重要管道。然而政府依舊注重升

學主義的教育制度，導致學生多為學習知識與理論，並非擁有一技之長在身，以

至於在校所學的進入職場後無法學以致用，學用落差的情況持續存在著，使得技

職教育無法有效地培育出專業技術人才。 
 

三、 國內外的職業教育落實程度大不同 
 

  台灣雖然設有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技職教育學校持續建構與產業合作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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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招生考試模式仍以紙筆測驗為主，使得具有職業興趣、性向的學生是否能入學

取決於學科考試成績，未必可以如願就讀技職院校。並且在課程規畫部分，多為

學校教師授課，未必與現今產業可有所銜接，學用落差問題持續存在。相比之下，

從日本與德國的職業教育來看，不僅在校內學習專業理論知識，校外在企業受訓

並且接受考核，企業積極與教育合作，及早讓學生建立職業的價值觀，共同培育

出具備實作力的人才。 
 

四、 文獻回顧總結 
 

從台灣的歷史文化當中，我們可以得知珠寶相關以及金工工藝在台灣的發展

史中留下了相關的物件以及文物歷史資料。從最早的原住民文化、到外夷文化、

到近代的民末清初中國文化，以及日據時代的相關歷史資料，從中不斷的累積跟

演變，我們可以發現這麼多的文化相融結合以下，台灣的珠寶金工歷史也有著相

當的文化基礎以及發展，而從這些資料當中了解，任何一個珠寶金工飾品的發展

過程當中，在不同時期的工藝以及文化歷史背景下，無論是不同的年代或者不同

的民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都有留下歷史文化的價值以及歷史傳承的意義，無論

我們歷史如何的演變，或珠寶工藝如何的演進，我們都不只需要結合過往的歷史，

以及相關的金工工藝技法，更需要結合現今的科技，以及相關的教育方式來傳承，

更應該把我們所知所學的現代科技，結合過往的歷史文化，讓我們能夠擺脫傳統

傳承的模式，不再為了單一學習金工技法的師徒制，就要花了 3 年 4 個月的苦修

模式，所以我們應該結合了現在的科技以及人文，讓我們在新的教育模式底下，

能夠把我們所學、所知、所用，教育傳承給下一個世代，希望藉由文獻的回顧，

發現我們的優點以及缺失，進而轉換成我們未來技職教育相關發展的新事項，讓

我們的社會與國家能夠具有競爭力，讓我們的下一代充滿著希望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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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訪談結果 
 

訪談對象為從事教育工作及珠寶產業相關人士，以企業所在地就近周邊產官

學的相關合作，深入了解目前我國珠寶工藝技術傳承及人才培訓的問題。 

 

表 4-1：訪問原因 

相關專業人士 原因 訪問時間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張俊峰校

長（以下訪談以張簡稱） 

從事中等教育工作，實施職業

試探教育    

2018/11/20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孔令文校長（以下訪談以孔簡稱） 

辦理職業準備教育，學校與產

業共同設計產業課程                                                                                                                    

2018/11/20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蔡

秉欣科長（以下訪談以蔡簡稱） 

強化職業學校與產業的連結，

因應市場需求，辦理各科系產

學合作的規劃。 

2018/11/20 

台北市銀樓業職業工會林輝炳榮

譽理事長（以下訪談以林簡稱） 

為協助政府金工技能檢定的考

核人員 

2018/11/21 

本研究者整理 

 

一、產:以台北市職業工會理事長訪談內容 
 

(一) 對於專業金工工藝職人而言，您認為金工的職業檢定證照所代表的意義為

何? 
 

 林：當初金工的職業檢定證照創立緣由，也是因為珠寶業界要提升金工產業的

能見度，而當時的金工技術多為私傳，也沒有學校協助金工人才的教育，

當時的社會也早以發展各行各業的職業證照制度，然而當時的金工技藝還

不受重視，甚至聽說早期若要學珠寶相關，得就讀地質學相關科系，後期

業界作手工的師傅們，集結多年的工藝經驗，向政府提出金工職業證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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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因此產生了現今的金銀珠寶飾品加工乙級、丙級證照。在我年輕時，

我曾為勞委會職業訓練中心的金銀珠寶飾品加工丙級證照輔導班的教師，

並且與其他各縣市的資深金工師傅成為金銀珠寶飾品加工證照的考官，看

過無數的學員培訓結業及證照取得，多數為年輕學子，為的是升學而不是

就業，然而政府設立的金工證照目的為提升金銀珠寶飾品加工技術及從業

人員素質，而珠寶產業光靠證照還無法養成精緻工藝，後續須在額外進修

課程以及加強實作金工訓練，方能成為真正的專業金工人才。 
 

(二) 從事珠寶產業的您，對於目前國內的珠寶工藝程度看法如何? 
 

 林：在珠寶產業工作二、三十年的經驗，經歷過台灣大環境的改變、經濟的發

展，目前台灣的珠寶產業遇到的困境，除了因台灣景氣的不佳，民眾的消

費力減少，加上國際趨勢的改變，珠寶買賣不如以前好做，而珠寶對於台

灣人的價值，依舊是奢侈品的代表，因此台灣現階段景氣不好，使得大眾

消費趨於保守，有礙於珠寶產業的發展。然而珠寶產業長期不受重視，直

到珠寶金工相關的證照制度建立，政府開始重視珠寶產業的發展與人才培

育，在政府介入協助珠寶產業前，多數的珠寶業者都是靠自己打拼出來的，

過程十分辛苦，靠著土法煉鋼式的師徒制，磨練三年四個月，而逐漸練就

一身功夫，然而因為台灣的國際地位，其實台灣的各行各業都發展的很辛

苦，不單只是珠寶產業的發展，只是因為珠寶產業的發展較其他產業晚，

使得珠寶業者仍須努力爭取政府協助，而現今珠寶金工也為正式列為職業

教育的一科，使得有興趣學習珠寶的人，仍須透過國外進修、參與比賽等，

更進一步的精進工藝能力。 
 

(三) 從事多年技能檢定的工作，有無任何想法與建議? 
 

 林：以多年擔任技職技能檢定的工作經驗，發覺台灣目前技職技能的教育趨勢，

仍舊圍繞著升學目標，對象多以大學生為主，以數據來看看似學員的水準

提高，卻是取決於學歷而非考量真正的實作技術，從輔助金工技能學習到

考取金銀珠寶飾品加工證照，參與的學員多數都為大學生，而主要意義是

為了升學，並非是為了讓金工珠寶這個行業培育出更多可用的金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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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從職業學校的入學門檻，學校卻都以學歷為標準，孔子曾經說過有教

無類，然而現今的職業教育卻失去了職業教育成效的本質，也許當初設立

職業證照的初衷及建構的制度很好，但我們應該仔細思考在堅持培育人才

原則的前提下，如何讓教育真正發揮功效，才是最重要的課題，因為培育

出一個可用的金工人才，需要很長的時間及磨練，若是考量學歷作為學習

門檻，而斷送那些有興趣以及擁有金工能力的人繼續進修學習，是十分可

惜的。   
 

二、官:以新北市教育局從事人員訪談內容 
 

(一) 從台灣的技職教育，與德國或日本的技職教育相比，有何值得學習之處以

及不足之處? 
 

 蔡：德國與日本在全球的職業教育發展，是屬於發展較成熟的國家，德國在中

等教育階段就已經實施雙軌制，相對於台灣來說，台灣職業學校分流的時

間比較晚，我個人認為，不足之處就是相對可以學習的地方，第一個部分

就是，德國產業界對於教育的付出與人才培育的責任，德國產業的發展，

將人才培育的事情視為產業的企業責任之一，對比台灣技職教育的現況，

台灣企業相對於較少的在投入學校教育的責任，從整個台灣或是新北市來

看，技職教育的發須依照產業的脈動去調整，如果我們能學習德國的職業

教育體系，透過工會機構所設的技術中心，讓學生可以進修學習職業技能，

對於職業教育會是很大的幫助。第二個部分是，他們也很重視實作的環境

與學習的時間，對於台灣現在技術型的高中職，在實習課程或是專業科目

上來說，還是有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學習一般科目，那一般科目跟專業科目

之間如何取得比重，也是我們可以思考的，具體來說若能在擁有專業知識

理論的基礎下，如何增加專業技能的實務養成，是台灣職業教育所值得努

力的課題。 
 

(二) 就目前台灣與國際發展情勢而言，對技職教育的看法及其重要性為何? 
 

 蔡：以趨勢來看，德國與日本都有重視每個人的職涯發展，對比於台灣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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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小、國中到高中，台灣的教育須調整並且重視每個人的生涯與職業試

探，過往台灣都是重視學科的學習，使得學生對於職業的認識不完整，因

此我們可以讓學生在國小、國中甚至到高中有更多的時間做職業試探，及

早摸索與了解自己未來職涯規劃的方向。 
 

(三) 以台灣目前國家競爭力來看，您認為技職教育如何充分發揮培育出專業人

才? 
 

 蔡：從高職為中等教育階段，跟高等技職教育有所區隔，以中等教育階段來說，

期望是能培養出中階能力的人才，理論上培育人才是須因應未來市場的趨

勢與產業的需求。一般來說，在中等技職學校所培育的人才，進入到大學

後，可能會失去繼續精進學習專業技能的機會，因為部分的科大的課程配

置，與普通大學未有所差異，使得本來以養成實作能力為目標就讀的技職

生，升學到大學或是科大時，反而與一般學生一樣學習理論大於實務，或

者是無法精進專業領域，因此我們得知在中等教育的高職階段到高等教育

的大學階段，課程銜接上會有落差。然而，部分科大有心改變學用落差的

問題，針對學習某種專業領域的學生，推出產學合作的專班或是課程進修

等等，以目前的實施成效來看，學用落差的問題還是依舊存在，個人建議

從中等階段的技職教育，教育課程可以與產業需求有所搭配，多與企業合

作交流，降低學用落差的情況。 
 

(四) 據您了解，技職教育的畢業生，畢業之後的就業狀況如何?有無任何想法與

建議? 
 

 蔡：如果單就高職的就業情況統計數據來看，大概接近兩成，有可能直接去就

業，而七到八成的學生會選擇繼續升學，就讀科技大學或是普通大學，是

現今的台灣就業趨勢，暫時沒辦法做大幅度的調整，然而我們可以有所期

待與改變的是，產業對於高職中等階段的人才培育，產業是否有所期待或

有所需求，因而有沒有可能與高職擁有更緊密的聯繫，所以高職有沒有辦

法可以直接進入職場就業，取決於高職學習的這三年，產業參與教育責任

的程度，業界若可以在高職這三年，提供給學生多一點的支援或者是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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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可以銜接到企業或者是產業端的需求。我個人的想法與建議是，產

業如何與政府部門或者是教育有比較深入的合作，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

向。 
 

三、學:從事教育工作專業人士訪談內容 
 

（一）從事中等教育產業，您覺得如何培養出學生對於珠寶金工工藝的學習動機，

最重要的關鍵因素為何?  
 

1.張：第一重要的是孩子本身的能力，因為金工比較特殊，對於金工有興趣

的小孩，會具有平面設計、邏輯空間等能力方面 。第二是環境，環

境很重要，一個會讀書的學生，即使沒有被栽培，他也是可以讀好書，

然而一個有金工潛能的人，若是沒有相對的環境，他也無法學習，便

也無法精進能力。第三是業界資源，業界願意出力，專業的金工師傅

能走入校園，親自傳授專業技能，以及業界的資源贊助，例如貴金屬

的材料，因為大多學校無龐大的經費支援學生學習每一科的專業技能。

第四，學習的成就感以及願景，對於喜愛動手做的學生來說，念書沒

有成就感，透過專業技能的學習可以找到專有的成就感，以及須給予

未來的願景，讓學生想朝那個方向走，舉例來說像是演藝人員，因為

在電視上看到明星的成就，抱有成為演藝人員的願景，成為學生努力

朝著目標邁進的動力。  
 

2.孔：認為重要的關鍵因素有三點，第一是完善的課程規劃，學校須規劃金

工工藝的專屬課程，讓孩子對珠寶金工的產業鏈可以深入的了解，課

程設計須與產業密切結合，從認識賞析，再到技術面的工法傳承，最

終到珠寶產業或是金屬工藝等生涯規劃的產業方向，要明確讓孩子了

解。第二是專業的師資，因學校現有的師資養成，都是傳統機制所選，

不見得具備金工的專業，以鶯歌高職為例，學校現有的金工老師，都

是老師後來去外面進修研習的，但是會遇到的問題就是，老師是做中

學，他所學的不一定是符合現在產業界的趨勢，而老師在學習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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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界也同時一直在精進，所以現在技職教育有個很好的方式是，可

以邀請業師進入校園，業師偕同培育學生的專業能力，創造職業教育

的優勢。第三是學生的用心練習，從每一次的用心學習，探索珠寶工

藝學習的奧妙。 
 

（二）以目前台灣的金工工藝發展，您覺得在教育上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1.張：生源不足，因為金工以前是被稱為打金仔師，社會地位低落，現今逐

漸受重視，名稱改為工藝師，從以前來看，所有的傳統技藝都面臨生

源不足的問題，工作條件欠佳，薪資福利不好，使得多數人不願意當

學徒學習技能，現今台灣環境富足之後，然而大多數學生仍對台灣職

場的認識是不完整的，其實是因為政府的制度，大量開放科大後，導

致高職生的學生也以升學為導向，不願意當學徒，使得學生沒有趁早

學習一技之長。相比於德國與日本的制度，會注重基本民生工業，以

及術業有專攻，各行各業的人才均衡發展。因台灣現今的教育制度以

升學主義為主，一個很會讀書的學生，在一個不好的環境，還是會被

發現，而一個巧手的學生，會被淹沒才能，因此以本校來說，鶯歌國

中不主導只注重學科理論的學習，還有技藝的培育，也是相當重要

的。 
 

   2.孔：目前金屬工藝課程是在美術工藝科底下的一樣課程，學生要學習的專

業知識很廣，金屬工藝只是佔其中一部分，還是得學其他的，像是木工、

室內設計、玻璃等等，以及還有一些專業學科，基礎設計、描繪、色彩

學等等，金工只是其中之一，所以不一定是每一個學生適合走的方向。

以目前職業學校的教育目標，都是讓學生對於職業科別有基本的概念。

那本校也很榮幸有業界這邊願意投入資源，栽培專業的人才，以目前本

校高職為例，擁有舉辦到第三屆的金工培力營，從報名參加的程度可以

反映出學生是有興趣的，那學校所期望的是，在高職學有專業技能的學

生，未來升學到大學階段時不要中止學習術科，像是學習陶藝的，升上

大學後就無其領域的科系可選，而在大學上目前並沒有金屬工藝的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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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頂多是相關科系的某一個組，還不是專精的金工組，可能是商品

設計組等等，所以職業學校在銜接上還是會遭遇學習斷層的困境。 
 

（三）您會給有志欲往金工工藝學習的學生什麼樣的建議? 
 

   1.張：第一，及早規劃未來方向，選擇連貫性的教育體系課程，從國中開始

基礎打底，高中職進階學習，大學專精專業技能，以及多參加國內外

比賽歷練並且汲取資訊。第二，實作力的養成，不要只學設計，還要

具備實作技術，擁有即戰力。第三，要有企圖心，因為在學習的過程

中，總會遇到瓶頸，此時要對自己的目標達成具有強大的企圖心，才

能不斷的自我成長與突破。 
 

    2.孔：要多聽、多看、多學、多歷練，累積珠寶飾品金工鑑賞、設計與製作

之能量。   
 

四、訪談總結 
 

訪談發現，在從事教育的相關教育人員當中，均一致認同完善的課程規劃與

銜接、教師的實務經驗、學生的職業觀及穩扎穩打的實作力培育，以及教育與產

業的攜手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學習金工工藝的成功關鍵因素，總而言之，在

培育人才的教育上，宜注重課程的實質內涵，以及教育制度上銜接的學習階段，

也許無法立即解決存在已久的學用落差問題，但對於技職教育與學生未來的發展

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效益，些許改變技職教育在我國實施的職業教育成效；規劃

及調整課程時，學校根據市場及產業的人才需求為參考，而產業協助實務性的課

程規劃，使得學生在校所學可以真正與產業接軌，同時考量少子化、社會環境發

展與經濟的變遷，方能提供產業所需的各項高級專業技術人力。 
 

在珠寶產業方面，以職業證照來說，取得證照未能實質提升珠寶工藝的技術

養成，然而現今職業證照大多成為學生升學的附加條件，未能成為培育專業金工

人才的助力，要如何改變職業證照在產業的定位，有效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應為

政府與業者要仔細思考的課題。而台灣仍缺乏完整的教育方針以及所需的培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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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架構，造就目前想踏入珠寶行業的人，須對珠寶具有龐大的熱忱而積極在外

學習進修，若是要培育出大量的專業金工人才，仍舊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經費及資

源，以便培養延續的專業珠寶工藝的人才。不管是珠寶精品代工、品牌創建、珠

寶設計、珠寶金工工藝人才的提拔，若要帶動與扶植整個珠寶產業鏈的市場，不

僅需要仰賴政府單位和民間協會團體的輔導來成就，以及專業的教育組織來培育，

因此需要產官學三方面的攜手合作，共同面對此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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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珠寶金工新技職教育模式 
 

第一節、珠寶金工技術人才現況 
 

綜合上述所有文獻探討，我們得知珠寶金工工藝是一門文化，也是一個傳統。

在世界的潮流當中，珠寶金工一直佔有珠寶價值的相對地位，所以台灣未來的珠

寶金工教育發展跟傳承，必須要有新的教育模式以及傳承的概念，其本論文中探

討過程中都已呈現出，筆者整理以下之結果。 
 

一、珠寶工藝是個無形的文化資產 
 

珠寶雖然不是民生必需品，但是一件美麗而精緻的珠寶，除了有深厚的金工

工藝基礎，也有其設計的理念背景、涵義在其中。 
 

一個國家的進步與否，以及興盛與衰敗，從藝術品的那端就可以看出端倪，

源自於這個國家的發展軌跡，一個富裕的國家，其藝術珠寶品的消費力，會是不

斷的成長與茁壯，對於精品金工藝術珠寶的要求，也會越發細膩且需有深度與文

化，所以台灣的精品珠寶金工工藝所呈現的就是台灣在世界的競爭力，我們希望

台灣的珠寶精品金工工藝師能夠在世界的舞台創造出新一代的珠寶工藝，更為我

們台灣增加無形資產的競爭力。 
 

二、珠寶金工人才培育之不易 
 

我們都知道珠寶金工在台灣的教育與傳承是個空缺的歷史，因為在傳統的教

育上，往往是採取師徒制，要培養一個珠寶金工師，從傳統的學習方式裡面就是

需要 3 年 4 個月，而這期間不單單只是要學習金工的本質技能以外，還要協助師

傅或老闆的生活起居、家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這就像是一個廉價

的長工一樣，辛苦了 3 年 4 個月才能學習好一門技能，在老闆與師傅端，他們才

願意把自己的技能傳授給下一個世代。 
 

而從世界的需求端而言，珠寶金工在頂級的珠寶工藝端，也就是頂級的 3%

的珠寶金工工藝端，是一直有缺工現象，所以在新時代的世界潮流中，台灣的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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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金工也不例外，此必須思考如何能夠積極的由傳統 3 年 4 個月的學徒方式進階

到真正的技職教育上，讓我們真正的技能能夠藉由正規的教育而培養出珠寶精品

金工工藝師，以致能夠傳承這樣的傳統文化技能給下一個世代，也能增加我們台

灣珠寶金工未來的人才培育，以及台灣的珠寶金工工藝的競爭力。 
 

三、高級藝術珠寶金工人才短缺 
 

在於亞洲而言，一直以來就是屬於珠寶金工工藝的生產基地，尤其在 2000

年起中國世界工廠的崛起，也帶動了整個亞洲的代工產業的改變。 
 

以目前而言，可以看得出來在頂尖的 3%的珠寶精品金工工類之藝術珠寶，

是極缺加工人才的，這個部分不論是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香港、泰國、日

本…等等，這些傳統的珠寶精品金工生產基地都極度的欠缺這樣的人才。 
 

就台灣而言，在精品珠寶金工類的高級藝術珠寶上，只剩下 15%到 20%在

台灣生產，有 8 成以上全部都是要委外到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泰國…等地

加工後，再回到台灣來做銷售，或其他國家銷售。因此台灣在這個區塊已經產生

了極大的斷層，老一輩的師傅都已經五、六十歲以上，眼力、手感都已不復精緻

藝術珠寶工藝要求，而年輕的世代卻因為傳統的師徒制，而產生斷層。 
 

所以台灣未來要積極的去發展新的教育模式，能夠把這樣的傳統技能得以繼

續在台灣扎根發展，讓我們在高級精品藝術珠寶上的金工，能夠重新整合再行出

發，並在世界珠寶精品金工舞台上再重新占有領導地位。 
 

四、國內珠寶金工人才培養的短缺情況 
 

國內目前在珠寶金工上的人才培養，除了傳統的師徒制以外；也有民營企業

所開辦的短期金工進修班。在這些補習班當中，會依照市場的需求、學習內容的

不同，分為一般的短期珠寶工藝班；又有針對勞動部職訓局所推動的丙級、乙級

認證考照，在短期 2 至 3 個月的密集式學程，學習針對如何因應考照，而成立的

短期進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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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的短期進修班只學習了兩、三個月，淪為應付考試而做的金銀細工工

藝證照需求課程，其培養出來之人才，對於企業端而言，因為是為考證照而設的

班別，而非商業企業所能全部適用的技能，所以在目前的現況當中，我們必須積

極地尋求新一代的方向能夠從傳統扎根，由下而上作為一體式的教育，才能夠真

正扭轉台灣在精品金工藝術珠寶端缺乏的金工人才。 
 

五、台灣技職教育現況 
 

在國小國中端只有一般的工藝類相關課程，而工藝類的相關課程，又滿天闊

地的涵蓋，單指工藝類課程就有諸多品項需學習，諸如一般的金屬工藝、陶藝、

木工、玻璃，其他雜項工藝…等等。 
 

而在高中端，除普通高中以外，在技職高中的工藝類課程，範圍也過於繁複

繁多且雜，比較具代表性的高中校所有高雄的海青工商、高雄的中正高中、新北

市的鶯歌工商…等，皆有類似局部金工組的成立。 
 

在大學端的部分，屏東美和科技大學已 107 年結束珠寶相關工藝科系，而花

蓮的大漢技術學院珠寶技術系，在招生端也面臨了生員的欠缺及專業教師技能師

資養成，目前還辛苦的經營中。 
 

還有在大學端有其他非珠寶精品金工專科的系所，如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少數

名額的珠寶工藝組、輔仁大學的應用美術系金工組、黎明技術學院等，這些專科

及大學其相關課程之安排有許多非金工專科課程因素所影響，主要的成因是學校

的課程安排中有太多需學習的非專精課程。就舉例而言，在我們的高中職端，除

了學金工及金屬工藝，還要學陶瓷、玻璃、木工、皮雕、製鞋…等，所以他的工

藝類分散了所有在技職教育高職端的學習成效。 
 

大學端以大漢技術學院珠寶技術系而言，要學習寶石的鑑定、鑑別與地質學，

又要學習珠寶的設計以及色彩學等，又要考慮到金工的學成，相形之下真正的珠

寶精品金工工藝，就因為這樣的學程安排，被稀釋到不到 30%的學程，以至於畢

業的學員在就業情況上，不是很樂觀，不為企業界所提倡的專才專用，因使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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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不慎理想。 
 

第二節、傳統與技職教育的結合 
 
一、珠寶金工的培養教育與傳承 
 

珠寶金工在一件珠寶飾品上所代表的意義及影響是非常的深遠與巨大的，一

件美麗的作品，除了需要有精美的寶石來襯托以外，更需要有具有一雙巧手的珠

寶精品金工工藝大師來協助完成一件作品。 
 

而一位珠寶精品工藝大師的養成，在傳統觀的教育中，需要 3 年 4 個月的師

徒教育方式，當他經過 3 年 4 個月的學程之外，還需有時間不斷的製造、磨練及

歷經失敗才能成功，也就是在不斷的生產失敗中，在修正中尋求新的技能，不斷

的進化，才能最終成為一個頂級的精品工藝大師。 
 

所以一位珠寶金工師，必須經過八到十年的養成教育以及不斷的失敗進化中

學習成長，最終需要這些過程中的淬鍊，才能真正達到精品工藝大師的水平；也

就是說，他需要至少經過八到十年中不斷的淬鍊，才能夠精進達成能製造生產珠

寶精品金工藝術珠寶的成績；那對於這樣的養成與方法，在一般的企業而言，或

者在於推動傳統教育的師徒制而言，都是一個極高的挑戰難度，因為唯有企業的

永續經營才能不斷的培養出這樣的人才，世代傳承才能夠把具有文化為基礎的深

耕金工藝術珠寶傳承給下一個世代。 
 

精品藝術珠寶的金工工藝是需要我們大家共通來關注以及推廣，一個國家的

競爭力強盛與否，在精品珠寶的消費端就可一窺而知，因為，越興盛、越進步、

越有錢的國家，收藏的藝術品和精緻珠寶不只廣而深，更甚至於數量會較多而精，

所以在培養端，我們除了傳承的方式在學習中，也希望把傳統的師徒制帶進去我

們的技職教育中，讓我們共同來把這樣的金工技能流傳給下一代。 
 

二、 新技職教育的產官學合作 
 

我們都知道，在傳統精品金工的學習上都需要三年四個月，但在現今科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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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進步的年代，試問有哪些年輕人願意花三年四個月而去幫師父打掃環境、幫師

傅料理三餐、清洗師傅家人的衣物，並另在其他時間中真正去學習珠寶的製程工

藝。 
 

科技在進步，時代在演變，我們要保有傳統的珠寶精品金工工藝文化，也希

望能夠用科技式的方式來導入教育中，期望能夠尊師重道以外，既能傳承技藝﹑

有效的發展國家的競爭力，又能有效地推動珠寶精品金工工藝。 
 

首先，我們可以了解到德國及日式的教育，我們可以學習這些國家對於技職

教育產官學的合作模式以及方法，進而修正成為我們台灣結合傳統師徒制的教育

而進化成新型的新技職教育。 
 

其建議方法如下：主要可以分成國小端、國中端、高中端及大學端。那除了

在這五項過程當中，我們還要再尋求教育部教育局的協助，更要結合企業投入師

資的培養以及訓練教育計畫。 
 

(一)國小端： 
  

在教育部第 104 年時，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中，發文字號：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2681 號令，公布日期為中華民國第 104 年 1 月 14 日，其總則內規範有提

到： 
 

第９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或採融入式之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

提供學生職業試探機會，建立正確之職業價值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綱要，應納入職業認識與探索相關內容；高級中

等學校及國民中學應安排學生至相關產業參訪。 
 

    這是國小到國中所適用的，所以我們就可以在國小一年級到六年級中，安

排了珠寶金工工藝的相關試探課程，讓國小的同學可在職業試探中了解珠寶金工

為何，而其未來發展的方向為何，培養出國小同學對於珠寶金工的認知與認識，

給予同學們未來人生的發展方向以及認識的機會，讓同學盡早能夠了解各種產業

的差異性以及找出未來對自己有興趣的產業，持續的發展、進修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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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端： 
 

  在國小的性向測試以後，我們延續到國中端，除上述國小端所提到 104

年發布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中，第 9 條之規定內容以外，在第 10 條也明文註

解： 
 

第 10 條：國民中學為實施職業試探教育，得與技職校院或職業訓練機構合

作辦理技藝教育；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定

之。 

        國民中學與職業訓練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定之，並由學校報

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契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 
 

    這個部分，就已經有一個法源依據，我們可以逐漸由國小到了國中的試探，

進階的讓國中生更加確立了解珠寶精品工藝的未來發展趨勢與方向，對其有興趣

學習珠寶精品工藝的同學，能夠給予更明確的資訊以及未來，藉由這樣的技職合

作案，去發展成立專修專班教育訓練計畫，並讓年輕學子，盡早在國中時就已確

立未來想發展的方向，做為國中端同學們以及家長未來的依據及需求。 
 

(三)高中職端： 
 

  我們在高中、高職端上有來自於國小到國中的銜接，當國中性項測試以及

定向以後，將全力的在高中、高職端發展，尤其是高職端，去發展整個技職教育

的體制，希望藉由國小端的測試、國中端的定向到了高職端的職業教育全項發展，

希望在高職端的學員，就能夠緊密的跟企業來結合。依照技職教育法規，法規名

稱－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之規定： 
 

第 11 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辦理職業準備教育，其專業課程

得由學校與產業共同設計，建構合宜之課程安排，且兼顧學生職業倫理之培

養與職涯發展、勞動及技術法規之認識，並定期更新課程設計。前項專業課

程，學校得參採各中央目的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進行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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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生就業所需之職能。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產業創新條例所定職

能基準應視社會發展及產業變遷情況，至少每二年檢討更新、整併調整，並

於專屬資訊平台公告。技專學院應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

準每年檢討課程內容。 
 

第 16 條：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及綜合型

高級中學等學校專門學程為培育特定產業基層技術人力，得專案擬定計畫，

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專班。前項專班不受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六章、第

七章關於學生資格、入學方式、就學區畫分、課程及學習評量規定之限制。 
 

    第 11 條和第 16 條中所規範已經同意由學校及企業共學建構課程安排，所以

在法源端上，我們在高中是可以開立專修專班的概念，來發展我們密集式的發展

教育，檢補以往我們台灣的技職教育之缺失，而成為專才、專有、專精之人才培

養訓練計畫。 
 

尤其在高職端這三年，能夠結合企業界的商業需求，不斷地在學校授課中，

學習與世界接軌。如何呈現在專才專用密集式教學當中，不斷去練習，去實際操

作與進化修鍊，讓自己的珠寶精品工藝能夠不斷精進，在失敗中學習進步，在成

長中不斷淬煉。藉由企業本身在國際市場需求端引進高中的實做課程中，讓我們

的學生在高中端，已經密集的跟國際珠寶精品接軌。 
 

依照商業行為的需求，學習生產製造出國際市場所需的精品金工珠寶的工藝

要求，而且可以讓高職生在這樣的學程中，經過畢業前的鑑定審查機制，一畢業

就不再是 2 萬或 2.2 萬的薪資；相對希望學生能夠一畢業為企業所任聘，並有 2.8

萬以上起薪之較高的薪資所得，也符合教育的機制。 
 

學了專才的技能以後，先能夠安逸繼續就業深造學習，或者投入就業市場，

讓自己的生活能夠溫飽，等到有了更穩定的家庭生活後，再重新回到專科以上的

學校進修，這也是我們希望真正的高級中學畢業以後，經過在學時所有的學程與

實做，是能夠無縫跟企業接軌，讓企業在國際行銷市場上有一群基礎扎根且踏實

的工藝師，來支撐企業的獲利所得，並回饋豐厚的薪資及獎金給就職的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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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藉由紮根的教育訓練計畫成就珠寶金工工藝在台灣的基礎工程。 
 

(四)專科及大學端： 
 

    我們知道，如果新一代的新技職教育，產官學的合作能夠藉由從國小端的職

業試探、國中端的職業試探跟職業確定到了高中的專才、專用、專精的實做技職

教育，無縫的學習接軌後，再進入到大學端，那這些專精學員，除了在高職就能

先就業，將來可能再回來修大學課程與拿取學位；或者也可從國小到高中這一連

串專精的技職教育中，直升至大學。那這樣扎實的技職教育訓練，絕對能夠改變

台灣的傳統珠寶精品工藝生態，不只能夠重新定義我們的技職教育以外，也能夠

重新建構傳統產業的升級與轉型，協助我們企業的競爭力。 
 

    依照教育部 104 年頒布的技職教育法－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17 條及的 18

條所訂之規範： 
 

第 17 條：專科以上學校為辦理職業準備教育，得與產業合作開設專班。前項

專班之授課師資、課程設計、辦理方式、學分採計、職場實習及輔導等事項，

由專科以上學校擬訂實施計畫，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第 18 條：技專校院應強化職能導向課程，並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共同建立課程銜

接機制，以利學生職能培養。 
 

    由這方面就可以知道在 104 年頒布的法條規範之下，我們在大學端亦可成立

專班，專班專才的訓練計劃，由國小、國中、高中一直到大學專業的培訓發展，

因應台灣少子化的趨勢，更因有專才專用的精準培訓計畫，增強我們珠寶金工在

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在所有大學的學程內容中，因為我們有開設專班，可以專門的針對世界國際

市場的珠寶精品工藝要求，結合產業、企業與學界真正的合作發展，依照其內容

制定相關的精品金工工藝課程，大量的導入世界國際市場的商業需求。 
 

    工藝在經過大學四年的教育學習，全力的栽培與實做，並增加市場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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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的設計發想，透過我們學程的設計以及要求，學生除了在大三、大四的同時，

就為企業所認養任聘，並在畢業前通過學程的檢定考核，畢業後能迅速為企業百

分之百所採用，不僅成為台灣未來精品金工實做力的呈現，除了台灣的企業需要

此人才之外，以及國際市場的需求，國外的企業亦可能跨國台來灣招募人才，可

成就更豐富的薪資所得。 
 

(五)教育局端： 
 

  技職教育需要產、官、學的合作: 
 

首先在「官」 的方面我們希望新北市教育局以及教育部，未來一起共同來

協助建構我們的新技職教育制度以及文化傳承，希望能做到產、官、學以及學校

以外的學生及家長和社會企業都能因此而受益。 
 

就目前而言，在新北市教育局端我們希望教育局旗下的技職科，目前也是全

台灣唯一，縣市所僅有的技職科編制，希望能夠協助我們在國小、國中、高中職

的技職教育培養發展並給予支持與獎勵。 
 

我們希望國小金工工藝學程端，舉辦不同分級課程學習及比賽活動，並給予

獎勵與獎狀，協助家長及小朋友對珠寶精品金工產業的發展瞭解與興趣；而在國

中端，亦舉辦不同金工課程及金工比賽活動，並給予獎勵與獎狀，而此獎狀具有

專才升學加分的作用，能夠讓學生有榮譽感之外又能讓家長及企業認同與肯定，

讓同學及家長能因此而瞭解珠寶精品金工產業之發展與人才需求，進而盡早確立

同學未來職業發展之方向。 
 

進而在高中端，以鶯歌工商為例按專才專班的培訓計劃，給予不同的金工工

藝分級課程，並協助同學參加國內外各型珠寶精品金工大賽，例如:世界有名的

德國紅點設計大賽等，在這些參賽過程當中，可以讓同學盡早接觸國際市場珠寶

精品金工工藝現況要求，在不同的參賽內容給予不同的獎勵與獎狀，並能讓此獎

狀具有升學加分之作用，以利大學學程之申請與銜接。  
 

不論是國小升國中、國中升高中職，乃至於將來銜接到大學端的教育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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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一樣能夠給予升學獎狀與獎勵辦法。 
 

在大學端，產業積極的安排具實物與實作力的課程，以世界市場為導向的活

化教育課程內容，並在學程中安排駐廠實習，符合產學相關建教合作內容，讓大

學學程一方面學習技術又同學能參與國內外各大小珠寶賽事，例如：戴比爾斯珠

寶鑽石飾品設計大賽等，讓我們的教育制度兼顧學生的需求、家長的期待以及企

業人才之需求。 
 

希望各級學校的支援結合在一起能夠真正的幫助我們的小朋友跟同學們，也

能幫助我們的社會安定與就業，更能夠協助我們企業國際競爭力，結合大家的力

量共同來成就一個新的技職教育，讓我們的競爭力得以紮根，讓我們的文化得以

傳承，讓我們台灣的傳統產業珠寶精品金工工藝的發展能夠重新定位、重深紮根、

重遠發展無縫接軌世界精品藝術珠寶，為我們傳統產業找出一個新的契機與發展

模式，成為未來我們行銷世界賺取外匯，回饋到我們台灣增加我們民眾的就業機

會以及就業的薪資所得得以提升，獎金所得亦能大幅增加，讓我們的社會進步和

諧發展的更完善。 
 

尤其在教育局方面，我們要結合學校成為一個新型態的新技職教育觀念，藉

由學校技職教育的推廣讓同學們認知、家長們認同、企業界的投入、學校以及教

育局及教育部的支援這才能完整形成一個具有競爭力，新一代教學模式。 
 

(六)企業投入技職教育端： 
 

對於企業而言，我們期許企業人材投入學校的教學，從國小端我們針對學校

做出珠寶金工的職業試探課程，讓小一到小六都能不斷的接觸與理解什麼是珠寶

金工工藝。在國小、國中端我們舉辦中等教育在職教師珠寶金工教育課程，以實

作力為基礎，結合世界珠寶潮流方向，開立專班訓練計劃珠寶金工培力營，依教

育部規定 104 年名稱法規：技術及教育法第 15 條辦理。讓國中小的教師能夠透

過企業的投入發展培力營的教學，讓師長們在教育局、教育部的推廣，以在職訓

練計劃中瞭解到珠寶精品金工的內容及相關的未來發展。 
 

從我們國小、國中端的教師學習完成以後，回到各自的教學領域傳遞新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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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金工課程，讓國中、小的學童都能夠知道什麼叫做珠寶精品金工工藝、知道學

習過程以及基本的操作模式且可以知道未來的發展方向為何，讓國小、國中的學

生更親近更容易的了解這樣的職業試探與職業課程內容，盡早的向下紮根培養出

未來的基礎人材。 
 

當然在國小、國中端我們除了辦理教師的培力營以外也會辦理學生的培力營。

因材施教而訓練創造出不同的課程，且藉由教育局、教育部的資源與支持，不僅

在教師師資的培養上能夠有一個訓練計劃，更在我們中、小學時就能深根發展。 
 

再於高中端及專科大學端，我們會舉辦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專業、專修、

專材的珠寶精品金工，教師訓練計劃培力營，希望這個層級的教師，在在職訓練

能有更高、更精、更專的方向，因為我們期許高職一畢業就具有投入企業生產的

能力，而有真正的實作力可以展現。 
 

我們也積極希望把企業即將退休的老師傅，擁有三十年以上的傳統技藝傳授

給高中職、專科大學以上的師長們，讓他們藉由短期的培力營中不斷的進修、發

展與學習，能夠真正落實我們新的技職教育專精、專材的培訓計劃，如此一來在

師資方面就不會有斷層。 
 

在學生端，我們不止是開闢給予正規教育學程給學生以外，其他國小、國中、

高中職等非直升之本科生教育訓練計劃，也希望在國小、國中、高中職沒接觸到

珠寶精品金工的學生，可以藉由國中的非計劃型的培力營、高中非計劃型的培力

營訓練計劃或利用寒、暑假進修式的珠寶精品金工培力營，能協助讓這些有興趣

的學生，有志往珠寶精品金工領域發展，讓沒有任何經驗的同學，一個接軌的窗

口與學習機會。 
 

在國中銜接高中的專修專班課程，也在高中端銜接開辦專科大學專修專班的

課程。這樣我們在國小、國中、高中職就可以有國中的專班、高中職的專班、專

科大學的專班。另外一個就是非專班系統，由國中的寒暑假培力營來取代，由高

中職的寒暑假培力營來取代，銜接到國中轉升高中職專班的學員，銜接到高中職

轉專科大學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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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端的專班我們希望更精專的著重於設計、開發，協助我們的學生全力

的為職場創造出更創新、創意的珠寶精品金工工藝，結合紮根的珠寶精品金工工

藝基本課程外，又加入了新的創意、新的原素，讓學生除了會做基礎的珠寶精品

金工以外，也能從設計端發展出創新創意的作品結合，讓我們的新技職教育模式、

發展能結合一體，透過產、官、學以及我們的家長和學生能夠共存共榮共享結合

在一起，並為台灣未來十年、二十年後的產業發展，成為在國際珠寶精品金工工

藝的世界生產基地，針對那 3%的頂級珠寶而培養出新一代的台灣珠寶精品金工

工藝競爭力，為台灣社會以及就業能夠賺取更多的外匯，並提升與協助國家的競

爭力。 
 

三、二次就業金工人才之培育新模式 
 

二次就業金工人才之培育新模式，文化的傳承教育計畫後，也須考量到二次

就業市場所面臨的問題。二次就業，對職訓局及勞動部就業服務中心而言如何與

企業達成合作，一直以來也是政府相關單位為企業所詬病的地方，就是現行法令

所規範，建立不同產業的檢定證照模式，如珠寶精品金工的檢定金銀細工乙、丙

級的檢訂審查制度，也因相關的檢定證照制度，形成職訓局或者民間企業經營機

構，開辦短期的檢定證照班學程，這些短期的課程為期大約 2-3 個月，最多不超

過 6 個月要在短期內訓練出企業所需的技能，平心而論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

所有的學程規畫就只為證照考試所設計，也就容易成為傳統技職教育產業的失敗

原因之一，也造就二次就業不為一般企業所使用及認同，形成我們與勞動部在二

次就業計畫上需要加強改變的模式。 
 

帶入新的商業訓練計畫模式，希望可以把國際化的模式帶入新的教育課程，

安排出符合出真正的教育訓練課程，且並不會是為期幾個月的學程，有別於一般

二次就業的學程，只因現有的二次就業學程是於短時間訓練出馬上可以投入產業

的人，導致訓練不足無法為一般企業如法使用，所以在就業端常常造成政府資源

的浪費、學員跟工作還有時間與生活上的浪費，所以我們要採用新的模式，也就

是專才專用的模式；而不是為了考證而訓練的教育模式，這絕非是學有所長、學

有所用，也就是將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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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金工技藝專門專精細分金工工藝課程專精化讓所學的淋漓盡致，若是學

習鑲嵌就把鑲嵌做到最好，若是學習修坯就是把修坯做到最好，讓他能在職訓中

學習一項精專的工藝，投入產業後再由企業內部在職訓練學習來完成，達到整個

精品加工的完整教育，也就是專才專用教育先就業為企業所用，再透過在職訓練

來完成整個學程 也能夠將他在未來的就業期間，達到再進修再學習，得到加薪

升官的機會。 
 

四、金藝求精比賽模式 
 

我們鼓勵民間企業舉辦珠寶精品金工工藝比賽，鼓勵學生參加國內外相

關比賽，比如現在就有「金藝求精」的比賽在全國內執行中，此賽就是由民

間企業出資，新北市政府協辦，舉辦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珠寶精品金工工

藝比賽，金藝求精也是此賽的名稱。 
 

教育部也為「金藝求精」比賽，為國中、高中職、大專院校以上之在學

學生而設立平面設計作品比賽，平面設計組比賽又分為手繪設計、3D 設計

作品；另還有珠寶精品金工的實做比賽，有分高中組及大專院校組可報名參

加比賽。 
 

「金藝求精」比賽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作品，再依據 1.現場實做之工法

2.作品的完整度 3.整體美觀度來做評比。 
 

「金藝求精」比賽目前是舉辦第二屆，是屬全國性的賽事，由教育局頒

發獎狀，企業頒發獎金。而教育局的獎狀，可於升學的加分項目使用，透過

比賽學生得到的淬煉與磨練得到教育局的獎狀及民間企業的獎金，對於學生

之升學和未來發展有所幫助。 
 

雖然「金藝求精」目前是舉辦到第二屆，期許未來可以特別擴大舉辦到

國際型的比賽盛事。對於這新的模式，對學生與家長都可以得到更好的關注

與信心跟認同感，也希望可協助為台灣的產業發展形成美麗與文化並更能與

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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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珠寶經營與管理 
 

一、時尚珠寶經營與管理 

     

  珠寶對於現代人有著不凡的價值，而臺灣的珠寶產業正經歷重要的轉型時

期，因此，須了解如何成功掌握時尚珠寶經營以及有效管理，略分析為以下五大

要點： 

 

 

圖 5-1：經營與管理的五大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自網路經理人專刊，2018) 

 

(一)聚焦策略 

   

  專一化自己企業的業務，非主要的業務諸如設計、物流等等給其他的專業公

司去做，自身核心為主要資源集中運用，並且運用外部資源來降低風險。  
 

(二)品牌價值 

   

  因現今消費者所追求的不只是產品與服務，而是企業或品牌能否取得消費者

經營 

與管理 

聚焦 

策略 

品牌 

價值 

企業 

制度 

行銷 

策略 

專業技
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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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的信任，從引發消費者共鳴、增加消費者認同感和忠誠度為出發點，區隔出

自己品牌與他牌的差異性。 
 

(三)企業制度 

 

  運用專業經理人制度，讓家族以外的人參與企業管理與經營： 

    1.確立企業有效規範的管理制度 

    2.健全組織結構，建立經營監管機制 

    3.建立企業藍圖，確切落實到部門與個人 

    4.建立良好的績效考核制度，提高員工的工作效能 
 

(四)行銷策略 

 

  1963 年，美國行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將行銷定義為：「行

銷為引導物品及勞務從生產者流向使用者之企業活動」，目前行銷不止侷限於

此，從商品、定價，到宣傳、行銷整合、服務、市場區隔、品牌建立等與市場相

關的各種決策的管理與運用，都與行銷息息相關。 
 

(五)專業技術人才 

     

  人才為企業的重要資產，能為企業提供專業的技術，以及創造出企業價值，

企業能否持續成長，主要仰賴企業人才的妥善運用。從目前台灣的珠寶產業來

看，大多為中小企業經營，資金缺乏，產品品項較一成不變，因此企業須具備創

新與創意的突破能力，方能因應時代，永續經營下去。（摘自《現代商貿工業》） 

 

二、鼓勵珠寶民間企業協助就業 
 

鼓勵民間企業協助就業，我們希望實驗透過國小性向測驗、國中定向、高中

全力衝刺、大學的創新透過扎根學習能夠與事業接軌，面對就業時就能為企業所

接受，又透過國內外比賽磨練與考核，無論再任何階段就業都滿足企業人求，這

樣專才就業，也希望整個亞太區，甚至是整個國際珠寶市場都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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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珠寶精品金工產業台灣能站有一席之地，就如同想到鐘錶產業就會想到

瑞士鐘錶產業，只要想珠寶精品金工工藝產業就會想到台灣，世界 3%的藝術珠

寶工藝，就會想到台灣。透過扎實教育來實現，也希望未來台灣就可成為珠寶精

品金工藝術珠寶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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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技職教育的架構圖 

 
圖 5-2：新技職教育的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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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界：  

1.提供師資及訓練：提供師資到校園授課，開設產、學、訓專班。 

2.提供技術諮詢：傳授解決技術問題的知識。 

3.提供實習機會：與校園合作，提供同學進入公司實習，學習企業實務機會。 

4.提供就業機會：與校園建立一條龍的合作關係，增加學生「畢業前就業」的機

會。 

5.協助就業再職訓：透過職業教育訓練，提供相關的在職技能與知識。 
 

二、教育部： 

1.舉辦教育訓練：舉辦各級師資的在職訓練，增強師資的實作能力。 

2.舉辦競賽：透過競賽進行良性競爭，培養實際應用能力，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3.新技職教育宣導：說明新技職教育特色及未來產業發展及就業機會。 

4.學生及教師獎勵方案：引導學生及教師由理論走向實務驗證之獎勵或強化機

制。 

5.給予業者獎勵方案：鼓勵業者參與投入教育，共同合作傳承技能與技術。 

6.擴增學校技職教學設備：增加預算補助學校，添購產業實際運用之職業訓練相

關設備。 
 

三、財政部： 

1.推動關稅互惠跨國條例：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商訂相關稅務互惠之條例，用

於資訊交換並提供相關稅務之簡易通關事項或規章。 

2.財稅減免：對其投入產學合作之企業，有關教育訓練或事業相關之投資生產事

項，應予財稅減免。 

3.增列業者退稅優惠方案：鼓勵產業與教育合作，並積極擴展外銷，針對海外銷

售等相關業務事項，享有其退稅優惠或企業所得稅之減免。 
 

四、經濟部： 

1.補助業者外貿推廣：編列補助預算，減輕業者參展負擔，並協助廠商拓展海外

市場，並參加國際展覽活動、爭取海外訂單。 

2.增加業者優惠投資環境條件及產業獎勵條例：明確規劃與訂定相關法律，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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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享有土地取得之保障及租鵀優惠條件及權利保障的相關事項。 

3.拓展業者線上線下行銷整合：強化協助業者與顧客互動服務的深度與廣度，增

加其對多元通路整合管理事項及補助獎勵辦法。 
 

五、勞動部： 

1.執照認證：對於培訓產業的課程發展、建置、產出成果及證照制度之建立與認

證，與國際接軌。 

2.職訓教育課程再修正：促使目前的訓練機制與課程規劃，更能符合勞動市場及

產業發展的需求。 

3.產業工安宣導：加強政府機關檢查及輔導措施，提倡產業現場安全設施及管理

辦法。 

4.提供再就業協助：透過二次就業之人才及職訓局之諮詢服務，安排參加職業訓

練或就業促進研習活動，以強化其就業技能、助其掌握就業市場發展趨勢與進行

再就業準備。  

5.產業獎勵優惠：獎勵雇主僱用二次就業的勞動人才之獎勵辦法或事項，以增加

其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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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綜觀所得，我們知道台灣在珠寶金工工藝上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傳承，有其相

當的地位及影響，回顧台灣珠寶金工工藝的發展史，我們可以得知珠寶飾品在這

歷史洪流當中留下了相關的物品、文獻資料，以及代表珠寶工藝的文化傳承。無

論哪一個時代珠寶相關的歷史定位及價值，深切的影響到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以及

價值。 
 

從歷史文物或文獻中我們可以得知，珠寶飾品及其金工工藝都一直深切的影

響台灣的發展歷史，並留下代表不同文化以及社會地位的價值。每一個世代或每

一段歷史在珠寶飾品上就可以呈現出那一個世代的興盛與衰敗，一直以來珠寶飾

品代表的是身份、地位、權力、富貴的代表以及劃分，越是進步的國家，其珠寶

的價值越是高的，珠寶的金工工藝也越是發展得淋漓盡致，一個世代的興盛與否，

在歷史的回顧中可以發現越是興盛的年代，其珠寶飾品越是精進與淬鍊，當一個

國家衰敗的時候，珠寶飾品相關及工藝上就會越發退步以及沒落，從整個台灣史

上我們可以發現，從最早幾千年前的原住民文化一直發展到近代的外夷族群、明

末清初中華文化隨移民拓荒，唐山過台灣把大陸的珠寶金工工藝傳入台灣，再到

日據時代殖民地的發展史，進而發展到國共戰爭後台灣回歸，這些過程當中，每

每都有不同的時空背景，對於當下的珠寶飾品發展，以及珠寶金工工藝的發展都

有不同的影響以及傳承的文化在其中。 
 

我們知道這些歷史以及過程到了近代，從 70 年代、80 年代台灣整個經濟的

起飛、轉型讓珠寶產業在台灣不斷的擴大發展，更甚至於 2000 年中國大陸世界

代工廠的定位以及崛起，迫使台灣的珠寶精品金工工藝產業外移，而大量的代工

移往中國、泰國、香港、越南、新加坡…等相關的國家發展，珠寶金工工藝在傳

統 3 年 4 個月的師徒制傳承下，更相形封閉，而失去了國際競爭力。 

本研究者早在 2008 年起就已經有推動金工技職教育的想法，但當時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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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沒有一個對等的窗口。而在 2015 年新北市教育局終於成立一個機制才有

辦法推動國小、國中和高職的階段，因為在中等教育法裡面高職是屬於中等教育，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單位來做才能推動起來。又早期都只在大學端去推動授課，所

以在國小、國中和高中職的技職技能教育是比較欠缺的。同時，新北市教育局看

到這個問題，就成立了一個技職科，也將想要改變的這個訊息讓我們得知，開始

要來從這個產業著手，如果金工產業做得好，也希望可以複製到木工業、紡織業，

都是從傳統產業紮根，進而能夠培養出真正具有生產力的人才，不會淪為設計歸

設計，實作歸實作，結果設計不一定懂得精緻的實作面，而精緻的實作力卻沒有

設計的創造力。因此東龍珠在推動的是企業在教育紮根的工作，就是先把基本功

練好，再來開始學習設計創意跟創新，這樣的話每一件作品都能夠親力親為，知

道量化與質化的過程將來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而不會只會畫一張圖卻做不出作

品，這個是設計師常常會碰到的問題。 
 

我們談金屬跟金工，我們在談設計創作的時候，金屬的屬性很廣，他有比較

弱勢的金屬，有比較強勢的金屬，那我們一般來談金工講的是指金、銀、銅以下

都不算，所以我們會在貴重金屬，且他又是不屬於稀有金屬為主，因為要量產，

所以我們會用金工來取代金屬最大原因，差異性是在這裡。我們在談整個的教育

系統的時候，現在景文科大已經確定開班，龍華科大的教務長有親自打電話來給

筆者，也確定要開一個專班，因為這些東西是我們新北市教育局在國中端已經開

始在做，高中端也在做，這是進行中的事。 
 

結論上是採用概論的方式去談整個產業構思的問題，希望讓整個結構方向能

夠更擴大，希望這份技術報告是能夠啟動並誘發幾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希望家

長的觀念要改，第二個是業者的觀念要改，第三個環節是教育的觀念要改，第四

個環節就是希望我們培養出來的就業市場是全世界都需要的，而不僅僅是只局限

於台灣。 
 

因為教育的部分真的是百年大業，不是立竿見影就能看得到的成效，所以一

般的業者不願意投入金錢，那因為我們發現在推動這個過程除了產、官、學的合

作以外，還真的是需要時間，因為要說服家長，家長認同他的小孩，從國中就願

58 
 

 



意來學技能，而不是就讀普通高中，或者是未來以學歷為掛稱的方向去發展。 
 

筆者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也跟各部會討論了很多事項，所以這些年我們在

發展的過程是同時進行，也就是說現在大學也在進行、高中職也在進行、國中小

也在進行。而最強的階段卻是在國二生，也就是說國二是從國一的培力營開始，

然後教育局計畫將在 2019 年將開始由新北市鶯歌區的 3 所國中，要延伸至新北

市的 61 所國中，也就是這 61 所的國中都要有金屬工藝的概念，會開始著手辦理

國中小的教師培力營，訓練老師關於珠寶金工的基礎概念，另外也會藉由鶯歌高

職來承辦高中端與大學端的師資培力營，發展到全國各大專院校，並舉辦暑期與

寒假班金工培力營給大專大學的學生、給高中職的學生、給國中的學生，所以這

是我們整個在推動的一個教育計劃。那為什麼說最強的階段是在國二，因為在國

一已經奠定他的興趣了，並紮根了一年的學程，在往後國三、高中 3 年與大學 4

年，也就是在 8 年以後，台灣會有第一批不錯的學生上來，那這個流程應該會在

第 15 年以後，因為需要再來一個 7 至 8 年的就業養成時間，到時候台灣未來在

亞洲的珠寶精品加工工藝，可能就會開始像是談到錶，就會聯想到瑞士的鐘錶業

的概念，要去瑞士學製錶工藝，到台灣學金工工藝。 
 

筆者所推動的新技職教育，就是希望把這個模式建構完成以後，然後從新北

市拓展到台灣北、中、南各地，所以整個教育計劃將來將近會 732 所的國中會學

習這樣的課程，10 至 12 所的高中會有金工專班課程，5 所以上的大專院校能夠

符合這樣的機制，這樣每年大概只能培養出 500 到 600 位的金工師傅而已，那這

樣成績出來的學員，會期許能夠有 50%留在台灣，因為大家都知道大陸缺工、香

港缺工、新加坡也缺工，那這樣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才可能會有一半被高薪挖腳至

海外去，這是我們跟各部會有討論出來的狀況；但是這有個好處，也許出國 10

年後，這些在外歸回來的金工師傅其實可能也 40 歲不到，是最有能力的時候，

所以台灣在未來珠寶金工產業會發展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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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建議 

 

  到了近幾年，我們台灣經濟富裕，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漸邁向以開發中國家的

行列，但在珠寶精品金工工藝這一塊，不只因為教學跟傳承的過程中有了斷層，

更因受制於少子化影響，台灣珠寶精品金工人才的就業人口數逐年的不斷的下降，

正因如此種種不利於台灣珠寶金工產業發展的條件，所以我們才更應該精準的定

位以及推動技職教育發展，藉由新的技職教育模式來推動，結合傳統的師徒制方

式，讓我們的技職教育透過新一代的整合、執行，落實以及結合傳承傳統的文化，

由新一代的師徒制在每個階段帶領不同的學員透過國小的性向測試、國中的職業

定向，在到高中職的職業發展確立，再銜接專科大學創意與創新的全新珠寶金工

設計工藝課程，以達到人才培育與傳承之目的。 
 

就業情況而言，舉例來說，以先進國家日本在亞洲來講，他的金屬工藝算是

具有領導力的，那日本他的工資大概為台灣的 4 倍，日本的一般珠寶公司，早期

投資在中國大陸或泰國，那晚期都撤廠，搬去越南，主要也是希望能夠有更便宜

的加工工資，但是從頂端的工藝來看，不是要比價格、生產線的問題，是要教育

訓練的問題，所以，他的本土教育訓練的產值，都是做高端的珠寶金工，因為會

把品質較低的都給大陸、東南亞的廠做，那中國大陸因為內需的市場太大，所以

它的品質要求不高，光做內銷就已經不夠，所以他根本不會想在工藝上進步。因

為市場導向的問題，他有一個現象，高端珠寶工藝師會被挖角，可是師傅不願意

教，缺工的情況嚴重，有能力的公司只滿足自己的需求，根本不想外流，所以我

們的研究報告，就是希望創造出專才就業人口，台灣就是一個生產基地，這個生

產基地有一部份留在台灣本土，吸引外資下單，一部分可能被中國大陸挖角，被

新加坡挖角等等，去歷練了十年至十五年回到台灣，可能就是新一批的張忠謀回

來，新一批的曹興誠回來，所以可以創造出一個新未來的架構。然而目前金工工

藝師所面臨時況的缺工現象，是因為跳槽就能夠加薪，根本到處都缺工，因為只

要等待挖角就能加薪存活，所以企業他沒有辦法再培養出做高端的金工工藝師，

所以高端的東西往往就幾個國家或幾個小公司在撐著，所以包含我們自己的工廠

也是一樣。就是我們只需要做那百分之三的頂端代工就好，不需要做太 LOW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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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我們要的就是工費很高的珠寶金工工藝，這樣才能夠產業升級。 
 

將來建議在高職端畢業可以直接就業，或是繼續升學可銜接專科、大學端，

不僅能夠有強而有力的珠寶精品金工工藝作為基礎，更能學習創新創意的發展，

藉由大學端的學程進而整合。由國小六年的金屬工藝性向測試、三年國中的職業

定向，三年高中職的職業確立，再銜接到大專大學端的設計、創意、創新職前教

育，讓我們的新的技職教育模式，能夠從頭、從早、從專的角度去培養出產業的

扎根性、學生的專才性，珠寶精品金工產業的專才需求性，更為社會國家培養出

更強大的珠寶精品金工工藝的競爭力，期許將來台灣能夠成為全世界珠寶精品金

工工藝的代名詞，讓世界看見台灣，讓台灣擁抱世界。 
 

新的技職教育必須要有學校的校長願意去推動，因為牽扯到學校師資安排，

培力營的老師加班如何計算，這些都是學校和企業所面臨的問題，要拜託校長老

師們去推動，雖然有點難度，家長的部分需要靠學校的推動才能得到支持。有太

多這樣人為的其他問題，但畢竟我們在做的技職教育就已經是一個開始推動中的

教育，當然還有需要更精進的地方，目前家長的回饋就是有正面的回應。我們在

國中的課程安排，會是屬於一個學習整個流程的概念，就是你大概知道怎麼從平

面圖做出一件成品圖。可是我們會因為是國中生，教育局與我們考量到學生的安

全性問題，國中生不能接觸使用火的部分，因為火容易造成傷害，而鋸子也容易

造成很大的傷害，所以我們是用銼刀代替，將危險性降到最低。也因為考慮到學

生的安全問題，所以我們是會著重在液態黏土、軟黏土，然後送至烤箱等等這一

類的職業訓練，以及跟蠟雕上的學習，因為比較不會需要用到擁有危險性的工具

及操作，可以盡興的讓國中生玩出金工的興趣。 
 

而高職端就是整個學程，期許在高職這三年的專業能力學習，畢業後就可以

投入就業市場，有可能家裡經濟有困難先出去工作，後再復學學習，還是可以回

來銜接大學精進課程，如此又可以就業又可以培養商業實作力。所以到大學端的

課程，分成兩種，一種為專班進入大專院校，另一種我們有舉辦培力營，用意就

是你可能在高中職沒學過金工，但暑假你可以在培力營學習金工，補強進入大學

專班之前該學會的基礎技能。在從細項去分類學習，然後大三再開始實習，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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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創意的學習。在大四就準備畢業展，不單只是一個畢業展，而是一個就職準

備的展出。也就是說企業可以在這個展覽看到你的工藝、作品呈現怎麼樣，也許

畢業前學生就會被企業選上，就可以找到工作。這是我們目前的一個學程課綱規

劃，但這些規劃會因公私立學校而有所改變，在大學端也有這個問題，比如說景

文科大，他是在視傳系下拉一個珠寶金工組，可是龍華不是，龍華是直接要開設

一個專班，這樣的課程就會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就是我們在文中所提到的產官學，

必須坐下來談，業者必須給予什麼樣的資源，學校可以怎麼樣的安排課程和準備

器材，這就是我們目前會依照不同的情況做不同的設計。 
 

從珠寶精品金工藝的新技職教育模式成功發展模式進而推廣到各項傳統產

業，如木工業、紡織業、樂器業、陶瓷業、玻璃業、皮雕業、製鞋業…等等，期

許台灣的傳統產業能進化升級，透過新的技職教育的推波、擴展，讓台灣各行各

業的都能藉由這樣的成功模式中發展，並在自我領域當中培養出更多的台灣人才，

正因少子化我們才更應該培養出更專精的人才為企業所用、為市場所需，為台灣

的競爭力，立根、立足、立命，讓我們台灣的傳統產業未來能夠發展得更高、更

遠，增加台灣的國際市場競爭力，能夠發展茁壯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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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 1-1】國中金工職業試探課程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金工設計課程」報名表 

一、 課程目的： 

為增進國中學生對技職教育內涵、課程類科與未來進路之瞭解，進而幫助

學生依其生涯規劃、興趣、性向選擇，進入技職體系接受教育。 

二、 課程時間：週五晚上 18:30~20:30，共計 13 次課程 

三、 課程地點：鶯歌國中生活科技教室 

四、 課程費用：免費 

五、 實施對象：7 年級與 8 年級學生 

六、 名額：共 20 位學生，若報名人數過多，則抽籤決定。 

七、 注意事項：無故或請假兩次以上者取消資格。課程進行到學期末結業式的 

前一週結束。請務必遵守秩序，專心聆聽，干擾秩序者，依校規處分。 

八、 課程內容： 

次數 日期 主題 課程內容 

1 3/31 設計 講解工具、簡報 

2 4/7 設計 繪製墜飾、戒指 

3 4/14 設計、蠟雕 設計總結、工具介紹 

4 4/21 蠟雕 取胚教學 

5 4/28 蠟雕 雕簡單線戒 

6 5/5 蠟雕、金工 蠟雕總結、工具介紹 

7 5/12 金工 做簡單墜飾(曲線教學) 

8 5/19 金工 花漾-成品拋光 

9 5/26 金工 花漾-成品細修拋光 

10 6/2 金工 成品-蠟雕修 

11 6/9 總結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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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高職珠寶金工培力營計畫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珠寶金工設計培力營實施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 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

施方案：107-5-2 職涯試探多元展能計畫辦理之。 

二、 目的： 

(一) 為提昇學生對珠寶產業鏈之認識，確實瞭解貴金屬材料與各類寶石之

特性，以作為珠寶金工設計之職前基礎教育。 

(二) 開設珠寶專業技職訓練課程，教授珠寶金工專門執業技術，以建立確

實「工具、工序、工法、工藝」之概念。 

(三) 培育學生具備貴金屬(銀、10K 金、14K 金、18K 金、白金等) 加工技

術及寶石鑲嵌技法，成為珠寶金銀細工技術人才。 

三、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 主辦單位：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五、 協辦單位：東龍珠珠寶集團 D.L.J、社區各高國中 

六、 辦理時間：自 107 年 10 月 24 日起至 108 年 1 月 9 日截止；週三晚上

18:00~20:00，共計 10 次課程(詳參課程內容)。 

七、 課程地點：鶯歌工商教學大樓四樓金工教室 

八、 費用：全程免費，材料及費用由教育部 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

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經費補助及東龍珠珠寶集團 D.L.J 贊

助。  

九、 師資：聘請東龍珠珠寶集團 D.L.J 資深師傅及專業金工教師擔任。 

十、 參加對象與報名方式： 

甲、凡社區高國中學生，對珠寶金工設計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加徵選。 

乙、凡報名學生，必須以 A4 紙張、手工設計繪製一條時尚造型項鍊(含珠寶

鑲嵌墜子)圖稿參加徵選，請在圖稿背面註明學校班級及姓名，以郵寄

或親送至「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 154 號（鶯歌工商實習處）詹坤熾主

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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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前項徵選圖稿及家長同意書，請務必於 107 年 10 月 19 日(五)前送達鶯

歌工商實習處，逾期視同放棄，非以郵戳為憑。 

十一、錄取名額： 

甲、共錄取 24 位學生。 

乙、依據報名學生繳交之徵選圖稿作品，邀請東龍珠珠寶集團 D.L.J 及專業

金工教師評審予以評選擇優錄取。 

丙、錄取名單將公告於新北市立鶯歌工商校網首頁，並另行通知學生。 

十二、注意事項： 

甲、全程參與學生，將頒贈參加證明書以資鼓勵。 

乙、無故缺席或請假兩次(含)以上者，取消參加資格。 

丙、請務必遵守秩序，專心聆聽，干擾秩序者，依校規處分。 

丁、凡惡意破壞機具設備者，除依校規處分外，另照價賠償。 

戊、工場內的工具上課前須確實清點；下課時須歸位清點排整齊。 

己、因課程結束約 20:00 離開學校，請參加學生和家長務必做好返家交通方

式規畫，並留意自身安全。 

十三、課程內容： 

次數 日期 課程內容 次數 日期 課程內容 

1 10/24 
金屬工藝簡介及技法介紹、金

屬與寶石材料之認知及應用 
6 12/12 

實際操作鍛，拋，修技

法概述 

2 10/31 
基礎造型設計、繪圖及按圖施

工、實際操作鋸技法概述 
7 12/19 

寶石鑲嵌製作、裝配、

修改 

3 11/7 實際操作銼，磨技法概述 8 12/26 
寶石鑲嵌製作、裝配、

修改 

4 11/14 
實際操作銼，磨，折，焊技法

概述 
9 1/2 

寶石鑲嵌製作、裝配、

修改、成品拋光 

5 11/28 
實際操作銼，磨，折，焊技法

概述 
10 1/9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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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企業與教育一條龍產學合作意向書 
 

東龍珠鑽石珠寶集團、景文科技大學、 

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鶯歌國民中學 

合作意向書 
 

壹、宗旨 

為培養未來珠寶金工產業所需人才之目的，以產學合作方式，訂定合作意

向書。東龍珠鑽石珠寶集團、景文科技大學、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與鶯

歌國民中學建立企業與技職校院互動與合作機制，創造全贏趨勢。 
 

貳、合作內容 

一、 企業提供課程規劃諮詢。 

二、 企業提供專業師資協助教學、證照考取及培訓競賽選手。 

三、 企業提供實習、參訪、職場體驗等。 

四、 學校單位設立專班，培育企業所需人才。 

五、 學校單位頒授業師聘書。 

 

參、以上各項經各方確認無誤，並同意共同遵守，特立此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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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新北市全國精品珠寶工藝金工競賽 

 

    2018 新北市全國精品金工競賽簡章 

 

台灣是世界精品珠寶的消費重鎮之一，有很多很好的設計能力，但

卻沒有完善的精品金工整合，放望未來，由於台灣人才素質高、穩定性

好，且技術夠，所以未來台灣精品金工量化與質化生產，將會是亞洲之

首，更勝於世界，成為世界精品金工設計成型的世界工廠。 

爰此，新北市政府教育局與東龍珠股份有限公司特共同精心規劃，

著重以精品金工為比賽的重點，希望參賽者以金工為基底，揮灑創意，

結合在地文化的金屬工藝，尋求傳統金工不斷的推進突破，發揮新世代

的無限創意，以傳承精品工藝的命脈。 

 

一、設計主題：鶯歌風情 

新北市幅員廣闊，轄內各區不管在地理環境，人文歷史....等各方面

皆富特色。本次賽事從鶯歌出發，鶯歌地區是一座充滿藝術人文的小鎮，

假日遊人如織，穿梭老街，領略陶瓷發展的軌跡，品味陶瓷藝術之美。

鶯歌，除了是台灣陶瓷發展的重鎮，鶯歌地名的由來、地方小吃，想必也

曾閃過你的腦際，因此，提到鶯歌，腦海中必然勾勒出這個城鎮的歷史、產業、人

文、美食、古蹟建物的印象。希望透過你的創意發想，將他詮釋出來，感受全新一

面的鶯歌新意。而以鶯歌風情為內涵、寶石的適切運用、配帶的舒適性及其工藝的

呈現等，也都是創作時，必須考量的要點。 
 

二、競賽宗旨： 

(一) 期望提供一個珠寶金工設計領域，相互交流的平台與管道，同

時，鼓勵在學的年輕新銳們，透過接觸與了解，進而投入珠寶

設計行業，為珠寶業界注入新血，提升珠寶精品工藝的風氣與

水平。 

(二) 本設計競賽活動，純屬公益性質，旨在鼓勵在籍學生，積極投

入精品金工領域的學習，參賽學生免費參加，均不需繳納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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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三、辦理單位： 

（一）指導單位：新北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新北市政府教育局、東龍珠股份有限公司 

（三）協辦單位：財團法人新北市東陽宮 

（四）承辦單位：新北市立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四、 競賽項目及組別： 

（一）各組參賽者均必須為在籍學生，方能符合報名資格。 

（二）手繪/3D 繪圖組： 

1、國中組(僅限新北市所轄公私立國中) 

2、高中職組 

3、大專院校組 

（三）精品工藝組： 

1、高中職組 
2、大專院校組 

  

五、報名期限與送件資訊： 

(一)手繪/3D 繪圖組： 

1.報名期限：自 107 年 8 月 1 日（星期三）起至 107 年 11 月 

 30 日（星期五）截止（倘為新生，請檢附相關證明)。 

2.於報名截止日前，請將設計圖、連同報名表，以掛號郵寄或親送承辦

學校，以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另請將報名表以電子檔的方式 

E-mail 至本活動信箱 yk855@ykvs.ntpc.edu.tw，以利主辦單位以此報名資

料建檔，並據以核對原郵寄或親送的報名表，倘若未回傳報名表電子檔

者，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將不准予參賽，不得異議。 

3.收件地址：新北市鶯歌區中正三路 154 號電話：02-2677-5040 #850 

收 件 人：新北市立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實習處 

(二)精品工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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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名期限：自 107 年 8 月 1 日（星期三）起至 107 年 10 月 30 日

（星期二）截止 (以郵戳為憑，倘為新生，請檢附相關證明)。 

2.精品工藝組在受理報名後一星期，將由主辦單位免費寄發一組練習材   

料。 

3.報名截止日後二星期內，將統一公布競賽組別於競賽官網 

http://www.dljjewelry.com/。 

4.精品工藝組參賽者凡經報名確認後，無故缺席未參加比賽者，主辦單

位除追繳原寄發之練習材料外，並保留核准該員下次報名參賽之權利，

參賽者不得異議。 

5.報名截止日前，請將報名表以掛號郵寄或親送承辦學校。另請將報名

表以電子檔的方 E-mail 至本活動信箱 yk858@ykvs.ntpc.edu.tw，以利主

辦單位以此報名資料建檔，並據以核對原郵寄或親送的報名表，倘若

未回傳報名表電子檔者，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將不准予參賽，不得

異議。 

6.收件地址：新北市鶯歌區中正三路 154 號，電話：02-2677-5040 #850 

收件人：新北市立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實習處 
 

六、精品工藝組比賽時間： 

(一)高中職組：暫定 107 年 12 月 9 日(星期日) 

(二)大專院校組：暫定 107 年 12 月 8 日(星期六) 

※高中職組比賽操作時間 4 小時、大專院校組比賽操作時間 5 小時。 

※將依各組實際報名人數及比賽場地工作崗位數，適度調整比賽時間並於官

網公告。 
 

七、精品工藝組比賽地點：新北市立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新北市鶯歌區中

正三路 154 號) 
 

八、作品格式與規範： 

(一)手繪/3D 繪圖組： 

1.分成「國中組(僅限新北市所轄公私立國中)」、「高中職組」、「大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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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組」三組比賽。 

2.參賽者每人限定一稿，設計圖須統一繪製在主辦單位所規定的 A4 規格

紙張上，並繪製於 10*10cm 的方框內，將其裱褙於 A4 尺寸(210×297mm)

的黑色美國西卡紙板上， 若作品為套鍊或擺件皆不在此 10*10cm 範圍限

制。 

3.設計圖格式，請參照附件二，下載或列印規格紙張格式。 

4.作品須以各類寶石作為主要設計元素，並需繪製出三視圖，或以詳盡的

圖面表達所創作內容。以手工繪圖或電腦 3D 繪圖均可，請自行擇一。 

5.參賽者個人資料與設計理念，請填寫於報名表及創作說明表內，切勿直

接標示於設計圖面上。 

6.設計作品請避免折損，請詳閱作品格式規定，不符規定的作品將不列入

評選。 

7.手繪/3D 繪圖組競賽，各級學校每校至多推薦 10 件，歡迎鼓勵學生踴躍

報名。 

(二)精品工藝組： 

1.分成「高中職組」及「大專院校組」兩組競賽，所提供的樣本亦不同。 

2.主辦單位將統一提供 925 銀板材。 

3.比賽時所需金工操作工具，必須依照主辦單位提供的所有工具下進行製

作。 

4.金工作品須依主辦單位提供的圖稿，依圖樣式規格尺寸現場製作，並在

時間內完成作品(高中職組比賽操作時間 4 小時、大專院校組比賽操作時

間 5 小時)。 

5.高中職組、大專院校組每校均得推薦 3 至 5 名參賽。 
 

九、評選方式： 

(一)手繪/3D 繪圖組：評分標準，分為結構 30%、實用性 30%及創意發想理

念 40%。 

(二)精品工藝組： 

1.高中職組的評分標準將依照「鋸、磨、焊、鍛、拋」為評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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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專院校的評分標準將依照「鋸、磨、焊、鑲、鍛、拋」為評分項目。 

3.競賽總成績(C)包含「現場製作過程及技術(A，佔總成績 50%)」，以及

「成品完整度(B，佔總成績 50%)」，即 C(100%)=A(50%)+B(50%)。 

其中現場製作過程及技術評分部分(A)，由評審委員依據比賽現場操作現況，

給予評分，即 A=E(70%)+F(30%)，說明如下： 

(1) 現場製作過程及技術部分(A)，包含兩部分細項評分，第一部分專業操作技

巧(E， 佔 70%)：包含取胚、整修、鍛敲、燒焊、鑲嵌、拋光等技術。 

(2) 第二部分為現場製作過程之工業安全與衛生(F，佔 30%)：包含是否依規定

正確穿戴使用安全防護機具、工具歸類擺放整齊度，以及賽後工作桌面清

潔整理等。 
 

十、評審團：評審團由主辦單位、承辦單位邀請學術界、珠寶業界等專業公正人

士組成。 
 

十一、獎項內容： 

(一)國中手繪/3D 繪圖組 

1.精品金工珠寶設計首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5,000 元 

2.精品金工珠寶設計貳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3,000 元 

3.精品金工珠寶設計参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2,000 元 

4.精品金工珠寶設計佳作………3 名，獎狀乙紙+獎金 1,000 元 

5.精品金工珠寶設計入選………5 名，獎狀乙紙 

(二)高中職手繪/3D 繪圖組 

1.精品金工珠寶設計首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10,000 元 

2.精品金工珠寶設計貳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6,000 元 

3.精品金工珠寶設計参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4,000 元 

4.精品金工珠寶設計佳作………3 名，獎狀乙紙+獎金 2,000 元 

5.精品金工珠寶設計入選………5 名，獎狀乙紙 

(三)高中職精品工藝組 

1.精品金工工藝首獎……………1 名，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35,000 元 

2.精品金工工藝貳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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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精品金工工藝参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10,000 元 

4.精品金工工藝佳作……………3 名，獎狀乙紙+獎金 5,000 元 

5.精品金工珠寶設計入選………5 名，狀乙紙+獎金 2,000 元 

(四)大專院校手繪/3D 繪圖組 

1.精品金工珠寶設計首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20,000 元 

2.精品金工珠寶設計貳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10,000 元 

3.精品金工珠寶設計参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5,000 元 

4.精品金工珠寶設計佳作………3 名，獎狀乙紙+獎金 3,000 元 

5.精品金工珠寶設計入選………5 名，獎狀乙紙 

  (五)大專院校精品工藝組 

1.精品金工工藝首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50,000 元 

2.精品金工工藝貳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35,000 元 

3.精品金工工藝参獎……………1 名，獎狀乙紙+獎座乙座+獎金 20,000 元 

4.精品金工工藝佳作……………3 名，獎狀乙紙+獎金 8,000 元 

5.精品金工珠寶設計入選………5 名，獎狀乙紙+獎金 3,000 元 

十二、得獎公布日期：107 年 12 月 23 日（星期日）公布於主辦單位競賽官 

      網 http://www.dljjewelry.com/。 
 

十三、頒獎日期與地點：將公布於主辦單位競賽官網 http://www.dljjewelry.com/，

並另行通知得獎學生。 
 

十四、 圖稿所有權：主辦單位單位擁有參賽作品的所有權、有權利收錄得獎作   

品的設計圖稿、成品的攝影照片與說明文字相關資料，以作競賽活動之宣

傳、展覽及刊物出版之用。未入選的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屬作者所有。 
 

十五、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一)參賽者須確實填寫報名表，若個人資料經查證有不實處，將取消參賽與

獲獎資格。  

    (二)參賽作品須為原創作品，若經查證有抄襲仿冒之處，將取消參賽與得獎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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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競賽或展覽期間，若設計作品遭他人仿冒，主辦單位不負法律責任。                            

(四)若競賽作品經評審團決議皆未達標準，該競賽組別之獎項得予以從缺。                        

(五)報名精品工藝組參賽者，比賽當天請務必攜帶附有照片之個人身分證明

文件(身分證或駕照、學生證)佐證，若事後發現有造假之情事，主辦單位將

取消獎項，並追繳回獎金，不得異議。 

    (六)凡報名精品工藝組實際出席全程參賽者，主辦單位將依照參賽者個人路

途距離，酌予補助參賽者單趟車馬費。 

    (七)各組參賽者，皆需要附上身分證正、反兩面影本，並請張貼於附件(一)

報名表 B 表單內。前述個人資料僅提供本競賽，主辦單位投保參賽者意外

保險及相關獲獎者獎金及稅務使用。 

    (八)若有任何疑問，請於競賽官網 http://www.dljjewelry.com/ 查詢或請電洽  

新北市立鶯歌工商實習處 (02)2677-5040 分機 850 或請以 E-mail 至本競賽

活動信箱 yk858@ykvs.ntpc.edu.tw。 
 

十六、獎勵：承辦學校校長依「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2 目辦理重要計畫嘉獎 2 次、學校工作人員依「公立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10 目，

及「新北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理教師敘獎處理原則」附表敘獎

項目第 13 項第 4 款第 2 目辦理全市性者，協辦人員 7 人為限嘉獎 1 

次，含主辦人員 1 人嘉獎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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