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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為因應科技變遷及業界的需求，我國
技職教育將實施一貫課程，如何提供適切
的課程是重要的議題。而「能力標準」是
技職教育與勞力市場的界面，本研究爰從
技職學校學生能力標準建構與課程設計之
觀點進行基礎研究。

預定進度為第一期探討技職學校學生
之專業標準及其模式建構，第二期探討技
職學校學生之能力集內涵建構及專業能力
工作-工作者導向之表現規準與其匹配，第
三期探討能力分佈圖(能力集)之整合，發
展一套適合我國技職教育環境、企業及國
家所需能力標準，提供人才培育之參考。

本年度係第一階段，旨在探究我國技
職學校學生應備之專業能力標準建構。本
研究透過文獻分析、職業能力分析、焦點
團體、訪談、專家會議等方法，進行研究。

本研究分成工藝、機械、土木建築、
電子電機、及化工等五個子計畫，分別以
「功能分析法」進行實證研究，均獲得相
當成果。

關鍵詞：技職學校、專業能力、能力標準、
功能分析法

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rapid change of 
technology and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s, the technical & 
vocational education will implement the 
linking curriculum in different levels. 
Offering suitable curriculum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issue nowadays. The 
competence standards are the interfaces 
between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labor market. This research, from the 
view of curriculum design, aims to 
construct the competence standards for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first 
stag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build the 
analytical model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standards for five selected 
occupation fields. The second stage is to 
develop the worker-oriented competence 
standards to match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developed in the first stage. 
The third stage is to integrate the 
competence standards mentioned above. 
This research,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occupational analysis, focus group, 
interview, expert meeting, has completed 
the functional analysis model has been 
proved to be very success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e standards in 
five different occupational fields namely 
fine arts, mechanic, civil & architecture, 
electronic & electr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Keyword: the technical &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etence standards, 
functional analysi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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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隨著政經社會與科技發展，職業結構
的調整與改變，對於專業能力的定義與內
涵，將因不同時空背景，社會文化特性與
經濟發展力等因素條件，而產生不同的定
義；專業能力標準之認定範圍與指標，亦
將隨之而改變。雖然專業能力的內涵或有
不同，但對能力發展的目標卻有共識，即
專業能力標準將隨著新科技與工作的重新
整合，而成為學校教育與職業訓練的依據。

展望廿一世紀新科技的趨勢與創新研
發工作的需求，未來技職學生專業能力必
須朝向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 的培
養與解決問題的整合性方向發展。同時，
為因應全球化、自由化趨勢，技職教育與
職業訓練之發展應與世界接軌，以培養具
競爭力的下一代，允宜參考先進國家趨勢
與時代潮流，研擬本土性專業能力標準，
作為技職教育及職業訓練之依據。

本研究是屬探索性的基礎研究，首先
歸納各國能力標準(competence 
standards)與能力分析之實施方法，並分析
上述方法之優缺利弊與限制，進而提出我
國技職院校未來發展能力標準作法上之具
體建議。此外，探討高工工藝、機械、土
木建築、電子電機、及化工等，分別以「功
能分析法」(functional analysis )進行實證
研究，做為我國未來建構能力標準之參考。

本階段研究目的如下：
(一)歸納各主要國家能力標準與能力分析

之實施方法。
(二)分析上述方法之優缺點與限制。
(三)提出我國技職校院學生能力分析方法

與建立能力標準之具體建議。
(四)選擇職業進行實證研究，做為能力分

析範例。

二、方法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透過(1)文獻

分析、(2)職業能力分析、(3)焦點團體、
(4)訪談、(5)專家會議等方法，進行研究。

研究小組利用文獻分析法，首先蒐集
並整理國內外有關專業能力建構之相關資
料，進行研究分析，以建立本研究之理論
基礎。其次蒐集與職業分析之相關文獻，
並分析、比較各種職業分析之方法，選擇
適合本研究之專業能力分析方法。進而分
析從事該職業，所應具備技能、知識之能
力。

本研究經比較各種分析方法後，選定
「功能分析法」做為專業能力分析的方
法。其分析程序先由焦點團體討論建構出
職業「功能圖」（functional map）草案，再
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焦點討論，確定分析內
涵。完成「功能圖」後，再研究小組再發
展出能力標準草案，最後再邀請專家學者
討論，確定其內涵。

功能分析法是一結構化的分析方法，
由上而下採用分解規則，依次演繹出完整
的功能；由下而上則是利用重複規則，持
續檢查分析的適切性。

功能分析可經由文獻探討、訪問、團
體法等技巧，蒐集全盤的資訊，而非經由
經驗或觀察，只能獲得片段的資訊。

根據所分析的職業領域的寬廣程度，
決定以四段式或三段進行分析。分析的程
序是動態的，如在某一個階段的分析中，
發覺前一階段的功能不完全，無法涵蓋這
一階段的功能時，可以回到前一階段，進
行更嚴謹的分析。

功能分析描述工作活動的結果或產
出，而非工作活動的過程。分析的結果以
功能圖來描述功能架構與連結關係，所有
後續的能力標準、工作描述、學習與訓練
需求、評量規準等，都可以由功能圖再行
分析而得。

功能分析結果的陳述方式如下：「動詞
+受詞+條件」。其中受詞表示成果或輸出；
動詞表示完成此成果或輸出所應採取的活
動；條件則是指相關的環境，如果沒有條
件則可以省略。固定的陳述方式，對於後
續的分析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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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

本研究分成(1)工藝、(2)電子電機、
(3)機械、(4)土木建築、及(5)化工等五個
子計畫，每個子計畫根據母計畫之研究目
的進行研究。

研究進行有其共同性及各類群個別性
議題。(1)共同性部份，由綜合組負責協調
各組規畫研究，(2)個別性部份，由各類群
研究小組負責執行研究。

研究過程分為(1)前置準備；(2)組成
研究小組；(3)探討各主要國家、地區職業
教育與訓練標準發展經驗；(4)探討職業能
力分析方法；(5)確定輸出格式；(6)各小
組進行功能分析；(7)彙整研究成果、綜合
研討，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8)提出研究
成果等步驟。

各小組進行功能分析，經由確定研究
範圍，草擬功能圖，完成功能圖，草擬能
力分析架構表，提出小組研究成果等步
驟。各分組的研究成果簡述如下：
(一)工藝群以「排版工」作為實證研究之

標的，發展出功能圖及能力標準。該
職業其主要是依據客戶設計原稿之需
求，將文字與圖像作編排與處理，使
其能符合印刷品輸出之要求。主要功
能有(1)輸入圖像及文字;(2)處理圖
像及文字;(3)組合圖像與文字版
面;(4)輸出版面。

(二)機械群以「機械製圖員」作為研究之
標的。發展出功能圖及能力標準。該
職業主要為判讀及繪製一般機械製圖
及專業機械製圖。主要功能有(1)選用
繪圖用具；(2)認識圖面基本要素；(3)
判讀及繪製一般製圖；(4)判讀及繪製
專業製圖；(5)選用圖面複製工具。

(三)土木建築群以「一般木工」作為研究
之標的。發展出功能圖及能力標準。
該職業是依據設計之需求，從事一般
木工及木工裝潢製作、組裝木構材料
成品。主要功能有(1)識圖與繪製大樣
圖；(2)加工材料的認識與運用；(3)

木材構造的認識與運用；(4)表面塗裝
處理；(5)遵守裝潢相關法規；(6)測
量與放樣；(7)操作木工機具；(8)管
理材料與機具；(9)管理施工作業流
程；(10)安全與衛生；(11)資源回收
與廢棄物。

(四)電機電子群以「電機裝修工」作為研
究之標的。發展出功能圖及能力標
準。該職業為安裝、調整、檢測、維
修電器及電機設備。主要功能有(1)安
裝、調整、修理各種電機、電動控制
設備、電儀表等電機設備；(2)安裝、
調整、修理家用電器；(3)安裝、調整、
修理飛機、船舶、車輛等之電器設備；
(4)檢驗電器產品。

(五)化工群以「一般化學實驗室操作人員」
為研究之標的。該職業主要工作是依
據實驗設計、原理、步驟之需求，進
行一般實驗室化學物品之分析、檢
驗、處理等工作，使其能符合實驗目
的的要求。主要功能有(1)安全與衛
生；(2)葯品與器材管理；(3)基本操作
(實驗準備)；(4)物性測定；(5)化學分
析；(6)儀器分析。

四、結論
  

本研究廣泛蒐集世界先進國家發展能
力標準、發展的方法與程序等的相關文
獻，並經實證研究獲得結論如下：

(一)專業能力標準具有多向度的功能，對於
僱主、學生及求職者、教育家及訓練提
供者、家長、及政府等，均有顯著的效
益。

(二)建構能力標準是全球先進國家一致的
趨勢。作為育才、選才、用才的依據，
以提升其人力素質，使符合就業市場的
需要，提高生產力與產品品質，更進而
掌握國際競優勢。

(三)能力標準的名稱雖然名稱各異，如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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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標準(skill standards)、英國的職
業標準(occupational standards)、澳洲與
紐 西 蘭 的 能 力 標 準 (competence 
standards)、歐盟的職業教育與訓練標
準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andards)、本研究的專業能力標準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standards)，但
其內涵確是一致，均是以建立「學」與
「用」之間的界面；是提升人力素質的
催化劑，包括僱用規範 (employment 
requirements) 、 教 育 與 訓 練 規 範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quirements)、
及評量規範(assessment requirements)。

(四)在專業能力標準發展的方法上，本研究
探討各種工作分析的方法，發現大多是
以「任務分析」（task analysis），這些
方法適合用來描述固定職業或工作的
操作性活動，也就是注重「做什麼」及
「如何做」，由於偏重過程的描述，對
於變化較大的職業內涵或範圍較廣泛
的職業領域而言，就不適合。

最後本研究選用「功能分析法」進
行能力分析，「功能分析」是以產出或
結果為主，注重功能而非過程，可以改
進任務分析的缺點。此方法也被先進國
家(如英國、澳洲、歐盟、新加坡及國
際勞工組織等)所應用。

(五)在專業能力標準的架構方面，本研究之
專業能力標準架構，為樹狀結構(如圖
所示)。

標準之表現方式，則以表格呈現。充
分包含專業能力標準的要素，其中「職業
標題」說明專業能力標準的範疇；「主要功
能」則是該項職業的重要功能、服務、或
產出；「關鍵活動」則是要完成主要功能所
需進行的活動；「相關知能」則是要進行關
鍵活動的知識、技能、設備、環境、材料

等；「表現規準」則是要達成主要功能的標
準；「評量敘述」則是說明如何進行評價是
否達到表現標準。

(六)在專業能力標準的發展程序方面，其程
序為(1)蒐集職業領域之相關文獻，(2)
利用個別諮商、訪談、焦點團體等技
巧，演繹出功能圖初稿，(3)再用個別
諮商、訪談、焦點團體等技巧，反復修
正功能圖(4)功能圖完稿，(5)發展能力
標準或設計課程。

(七)在發展專業能力標準的職業選定方
面，本研究參考高職目前的課程標
準、職業分類典、技術士技能檢定規
範，並諮詢業界與專家的意見，再配
合產業變動與發展趨勢，使專業能力
標準的應用生命週期延長。本研究依
現行高職工業類群分成五個群，每一
群擇該行業一個職業，利用功能分析
法，進行實證研究，發展出該職業之
功能圖及能力標準。

四、建議

根據本研究所獲得的結論，分別對行
政機關、教育訓練界、僱主、與學生等提
出建議：
(一)對行政機關的建議

教育行政機關在制定高職的課程標準
時，宜以各科相關的專業能力標準為藍
本，據以發展課程內容，設計教學材料，
方能使學生具備合乎業界需求的專業能力
標準。

行政機關在建置職業訓練系統時，宜
參考各職類的專業能力標準，進行設備採
購、課程規劃、訓練教材發展，才能使訓
練者獲得合乎職場需求的能力。

行政機關宜全面檢討我國行之有年的
技術士技能檢定標準規範，或重新規劃較
為廣泛的能力標準，使得學生可以具備較
寬廣的能力，也具備橫向轉業的基礎。

行政機關宜進行我國國家職業技能證
照的可行性研究，建立全國通用且具有效
力的國家職業技能證照制度，並應以各項
專業能力標準作為評量依據。

主要功能職業

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

關鍵活動

關鍵活動

關鍵活動

相關知能

表現規準

評量指引



6

行政機關宜寬編預算，進行國家能力
標準的發展，除了造福產業界外，亦對教
育界與訓練界有督促作用，共同造就合乎
標準的專業人才，提升人力素質的水準。

(二)對於教育界與訓練界的建議
教育家及訓練提供者宜明白，專業能

力標準是人才培育與人力應用之間的界
面，必須以專業能力標準為依據，以便設
計合適的教育與訓練課程。

教育家及訓練提供者宜設計合宜的評
量標竿，以便評量學生的專業能力表現。

教育家及訓練提供者可利用專業能力
標準，作為學生或受訓學員之生涯規劃教
育。

教育界宜和產業界共同合作，發展有
迫切需要的專業能力標準。

(三)對於僱主的建議
僱主宜以專業能力標準清楚的定義工

作的需求，並且可以改善品質、生產力、
及整體的顧客滿意度。

僱主宜以專業能力標準來評量求職者
及僱用者的專業能力，作為僱用的基礎、
與核薪的參考。

僱主宜以專業能力標準來設計訓練課
程，以精進職工的能力。

(四)對於高職學生的建議
學生宜明白業界的需求是反應在專業

能力標準上，因此可以作為進一步精進專
業能力，或作為就業的依據。

學生宜讓自己的能力達到專業能力標
準，以便被僱用，並獲得較高的就業保障，
更進一步擴展其生涯機會。

四、成果自評

(一)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
本研究預定進度為第一階段探討技職

學校學生之專業標準及其模式建構；第二
階段探討技職學校學生之能力集內涵建構
及專業能力工作-工作者導向之表現規準
與其匹配，第三階段探討能力分佈圖(能力
集)之整合，發展一套適合我國技職教育環
境、企業及國家所需能力標準，提供人才

培育之參考。
本年係第一階段研究，完成了研究目

的(1)歸納各主要國家能力標準與能力分
析之實施方法；(2)分析、比較各種主要能
力分析方法；(3)確定我國高職學生能力分
析方法；(4)進行實證研究，完成高職工業
類五群相關職業能力分析範例。

此階段除符合原計畫外，進一步針對
相關職業進行實證研究，獲得初步成果。

(二)達成預期目標情況
本研究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有：
1.彙整完整之國內外有專技職學校專

業能力標準之相關文獻。
2.歸納各主要國家建構專業能力標準

之方法。
3.探討我國技職學校學生專業能力標

準。
4.建構我國技職學校學生專業能力之

架構及模式。
5.規劃我國技職學校專業人才分類方

式與傳統學制之銜接及轉型架構。
6.綜合研究發現、結論與建議，提供

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及業界，作為
未來課程實施及學制改革的參考。

本研究以「我國高職學校工業類科」
為研究範圍，第一階段達成預定目標題 1-4
項，第 5、6項將在第二、三階段完成。

(三)研究成果的學術或應用價值
本研究係一基礎研究，就能力分析的

方法、程序、適用時機、選用原則等方面
均有相當成果，可做學術上進一步探討之
基礎；在實際應用上，教育界與產業界之
間的界面，培育適切的專業人力。亦可作
為國家職業技能證照的評量依據。

(四)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
「任務分析」（task analysis）是以職業

的最小單元「任務」來分析，適合用來描
述固定職業或工作的操作性活動，也就是
注重「做什麼」及「如何做」，由於偏重過
程的描述，對於變化較大的職業內涵或範
圍較廣泛的職業領域而言，就不適合，而
「功能分析」則以產出或結果為主，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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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而非過程，因此，可以改進任務分析
的缺點。

本研究主要是在發展我國高級職業學
校學生的能力標準，經過周密的文獻探討
與專業會議之後，決定採用普遍被世界先
進國家所採用的能力分析方法「功能分析
法」(Functional Analysis)。經過實證研究發
現：雖然高職工業類科繁多，但能力分析
方法仍然適合引用，同時，它能兼顧科技
與經濟的變遷，與未來可能產生的職業變
化，也是世界各先進國家能力標準的發展
與所使用的能力分析方法。

為使國內研究者，能更深入熟稔此方
法，建議在國內舉辦國際研討會。

(五)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
本研究成果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在

研究進行中，研究成員針對相關議題撰文
在國內期刊陸續發表，如：

1.溫瑞烘、田振榮(民 90)，美國技能
標準的發展現況。就業與訓綀，19，
4，54-62。

2.周碩樑、田振榮(民 90)，歐盟訓練
基金會發展職業教育與訓綀標準之
經驗。就業與訓綀，19，4，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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