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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選才之另類思考

胡茹萍*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

摘要

實務還才靜、《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之推動策略之一，乃以檢討現行

招生管道及研議未來招生管道、考料及實務還才制度之調整方案為主要推動項

目，其立論基礎乃肇因於「考試引導教學」。是以，為促使技職校院學生重視

實務技能之垮養，是有調整招生方式及考試內容之必要。本文運用文獻分析及

比較方法，先就我國技專校院實務還才情形，進行背景概述後，再參酌經濟合

作及發展組織所進行之《超越學校提供之技能〉研究中，德國、奧地利及瑞士

之經驗，本文提出以二技招生試行規劃「一試二用」之實務還才建議，以供主

管機關決策之參考。

關鍵詞: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實務還才、職業進階考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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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lent selecting through practical examination is one of strategies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Rebuilding Project II. The tasks of this strategy are to

examine and to review the pathways and examinations for admission to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schools in Taiwan. Examination leading instructor is its underpinning.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vocational and practical capabil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modulate the pathways or examinations. Based on literature-reviewing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status quo of talent selecting through

P吵tical examination for admission to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firstly

Then ‘ to take the reviews of Germany,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the study of skills

beyond school conducting by OEeD, into accoun t. Finally, the proposal, examination

added utility for two-year program i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s provided as

reference for authority.

keywords: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Rebuilding Project II, talent selecting through

practical examination, advanced vocation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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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鑒於「技職教育政策與訓練缺乏

統整」、「技職校院整體資源不足」、

「受高等技職教育擴充及就業環境等影

響，高職往升學導向發展」、「技職學

校教學設備與業界產生嚴重落差，影響

基礎產業人力之培育」及「政府相關專

案補助計畫審查標準重視研究及論文，

導致技職教育學術他傾向」等五大問題

，教育部自2010年至2012年推動《技職教

育再造方案} ，積極引導技職校院 l在師

資、課程、人才培育及產學研發等各項

制度，回歸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精神(教

育部， 2013)

而為廣續〈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之

發展，教育部再提出《第二期技職教育

再造計畫} ，並於2013年8月 30 日獲行政

院以院臺教字第 1020052561 號函核定自

2013年 l月 1 日起至2017年12月 31 日止執行

，共計5年，總經費遠新臺幣 202億8950萬

元整。〈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分

為「制度調整」、「課程活化」及「就

業促進」三大面向，並於各面向下，分

別推出各三項策略，進行計畫之推動。

該九大策略，包括制度調整面向之「政

策統整」、，.象科調整」、「實務選才

J .課程活化面向之「課程彈性」、「

l 技職校院，抬高職、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

技大學。

設備更新」、「實務增能 J .及就業促

進面向之「就業接軌」、「創新創業」

與「證能合一 J (教育部， 2013) 。

按實務選才像以檢討現行招生管道

及研議未來招生管道、考科及實務選才

制度之調整方案為主要推動項目(教育

部， 2013) ，其立論基礎乃肇因於「考

試引導教學J '是以，為促使技職校院

學生重視實務技能之培養，愛有調整招

生方式及考試內容之必要。本文運用文

獻分析及比較方法，先就我國技專校院2

實務選才情形，進行背景概述後，再參

酌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所進行之《超越學校提供之技能

} (Skills beyond School) 研究中，三個

德語系國家，即德國、奧地利及瑞士之

經驗，提出推動實務選才之建議，以供

主管機關決策之參考。

貳、我國技專核院招生

實務選才情形

基於高職及五專招生與其他後期中

等學校，如高中之招生有相互牽連關的

，亦即同以招收國中畢業生為主要對象

，人學管道相近，像首度對於學生選擇

就讀普通教育或技職教育體系，進行分

2 技專校院，才告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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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且國中學生尚未學習相關職業能力

之因素考量，因此，在實務選才機制中

，尚未如二技、四技及二專係以招收已

進人技職校院學習一定期間之畢業生，

理論上，應己真備一定實作能力之學生

為主，故本文對於實務選才之招生方式

，僅以二技及四技二專多元人學為討論

範圍。

依〈大學法》第2411.朱 I 大學招生

，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單獨或聯

合他校辦理;其招生(包括考試)方式

、名額、考生身分認定、利益迴避、成

績複查、考生申訴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規定，由大學擬訂，報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第l工頁) J I 大學為辦理

招生或聯合招生，得組成大學招生委員

會或聯合會，聯合會並就前項事項共同

協商擬訂，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大學

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得就考試相關業

務，委託學術專業團體或財團法人辦理

。(第2工頁) J I 前項大學招生委員會或

聯合會之組織、任務、委託學術專業團

海財團法人之資格條件、業務範圓、
責任及其他相關事工頁，由大學或聯合會

訂定，報教育部備查。(第3工頁) J '及

{專科學校法》第25條 I 專科學校之

招生，以公開方式辦理之，並得招收轉

學生，以補足原核定招生名額。(第1工頁

) J I 前項招生，二年制得採甄選人學

、登記分發或其他經教育部核准之人學

方式辦理，五年制招生以免試人學為主

，並得就部分名額辦理特色招生;其招

生之方式、對象、名額、特色招生之考

試與甄選方式、招生委員會組成方式、

利益迴避、成績複查、申訴處理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專科學校或

聯合招生委員會擬訂，報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第2工頁) J 。

承上，現行辦理二專、四技及二技

招生之主要單位分別是「技專校院招生

策進總會 3」、「技專校院統一入學測驗

中心 4」及「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5

」。而目前之主要招生管道，在二技方

面，有三大管道;在四技二專方面，則

有八大管道(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 2014a, 2014b) 0 以下僅就103學年度二

技及四技二專主要入學方式、報名資格

及成績採計，分別說明如下:

一、二技主要入學方式、報名資

格及成績採計

凡五專、二專畢業生及符合同等學

力資格者，均得報考二技。二技主要人

3 技專校院招生策進j總會，主要提供升學技專校

院學制資訊，彙整與編撰二技、四技二專及五

專招生資訊，招生宣導，並配合教育政策椎

動，研擬相關配套措施，網址為http://www.

techadmi.edu. tw/ 。

4 技專校院統一入學測驗中心，主要負責二往采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專科學力鑑定、大陸

地區高等專科學校學及甄試及採認，綱址為

http://www.tcte.edu.tw/page_new.php 。

5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主要你登合及辦

理技專校院招生業務，網址為https://www.

jctv. ntut.edu. 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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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式，包括(1)各校二技日間部、進

修部申請人學(單獨招生)、 (2) 二技

護理類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及(3)二

技技優保送及甄審人學(教育部技術及

職業教育司， 2014a)
各校二技日問部、進修部申請人學

(單獨招生) ，再細分甲、乙、丙三類

型;甲類型條將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以下簡稱二技統測成績)列為該校條

申請人學必繳項目或訂為報名門檻條件

。乙類型則將二技統測成績列為參酌採

計項目之一;至丙類型則不採。除此之

外，各校可自行辦理筆試、面試、術科

測驗或書面資料審查。而二技護理類日

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則必須具有二技統

測護理類成績，始能參與分發。至於二

技技優保送及甄審人學，則須具技藝技

能競賽得獎或取得乙級以上技術士證者

，再依各校系自訂方式辦理，可包含面

試、實作、作品集、書面資料審查等，

但不辦理筆試亦不採計統一人學測驗(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014a)

據上，申請人學中之乙類型、丙類

型，及技優甄審人學等三種辦理方式，

較有可能促使學校以質作能力為主要採

計項目，進行實務選才。

二、四技二專主要入學方式、報

名資格及成績採計

四技二專之報名資格，以高職畢業

生為主，綜合高中畢業生或符合同等學

力資格者亦可。在四技二專多元人學方

面，則有(1)四技二專甄選人學、 (2

)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3)

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聯合招生、 (4)

四技二專技優保送人學、(5)四技二專

技優甄審人學、 (6) 四技日間部申請人

學聯合招生(招收高中生)、(7)科技

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及 (8) 其

他招生管道 6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 2014b)
四技二專甄選人學方式，分為二階

段:第一階段為統一人學測驗成績(以

下簡稱統測成績)篩選、第二階段為各

甄選學校辦理之指定項目甄試，例如面

試、筆試、備審資料審查、術科考試、

才藝表演等，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的考生

須繳交甄選學校所規定之備審資料及參

加各甄試項目。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

記分發，則完全根據統測成績。四技進

修部二專夜間部聯合招生，計分五區辦

理，在台北區、台中區、嘉南區、高屏

區之聯合登記分發總成績皆採計統測成

績及在校成績合併計算，無辦理其他考

試，而在桃竹苗區之申請人學可選擇統

測成績或在校成績擇一報名採計，此外

尚須參加「綜合測驗 J '二者成績合併

6 其他招生管道，包括「藝術與表演類*'科單獨

招生 J r 身心障礙學生招生 J 含身心障

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及身心障礙學生單呵2

招生二管這 r運動績優學生招生 J '含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致

審、甄試，及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二管道) ;科技校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招生;

四技二專在戰專班招生;軍事校院士官二專班

招生;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產學攜手合

作計畫專班招生;風雲再起一鼓勵成人就讀大

學方案(簡稱224方案) ;其他，四技二專日間

都、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都單獨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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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分發總成績。四技二專技優保送人

學，不採統測成績，對符合技優保送資

格者，直接分發。四技二專技優甄審人

學，其甄審方式由各校訂定，可包括面

試、實作、作品集、書面資料審查等，

但不辦理筆試亦不採計統測成績。四技

日間部申請人學聯合招生(招收高中生

) ，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為大學學測

成績篩選、第二階段為各科技校院辦理

之複試，複試內容以書面資料審查和面

試為主。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

選，則由高職、高中附設職業類科、綜

合高中等學校經校內程序推薦學生後，

再依比序 7決定錄取。至於其他招生管道

，則其成績採計或採認，較具彈性，多

由招生學校自主決定(教育部技術及職

業教育司， 20l4b) 。

是以，上述招生方式，除其他招生

管道外，在主要招生方式中，僅四技二

專甄選人學第二階段之指定項目甄試，

及四技二專技優甄審人學二種方式，較

有可能促使學校以實作能力為主要採計

項目，進行實務選才。

。綜上，吾人可知在現行招生方式中

，率以「技優甄審」及「甄選人學第二

7 所有考生依7項比序排名順序進行分發作業，

比序項目包括:第 l 比序﹒在校5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第2比序:在校5學期專

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第3

比序:在校5學期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

比第4比序:在校5學期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

次百分比;第 5比序:在校5學期數學平均成績

之群名次百分比;第 6比序 r 競賽、證 .e，?，及

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第7比序 r 學

校幹郁、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總合

成績。

實務選才之另類思考

Alternative Thinking for Talent Selecting through Practical Examination

階段之指定甄試 J '較能落實實務選才

特色。而據《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

〉所定有關「賞務選才」之推動項目，

除檢討現行招生管道外，亦需研議未來

招生管道、考科及實務選才制度之調整

方案。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部分，

在質他方面，則全面落實技專校院人學

管道採實務能力選才機制;量化方面，

則預定於2013年至2017年，每年檢討高職

的群科考試試題與實務命題之規劃，同

時每年檢討20群科技專校院招生試務及

實務選才機制(教育部， 2013) 。

賽、德國、奧地利及瑞

主之作法

GEeD為協助各國因應勞動力市場

對於較高技術能力及專業能力之人才需

求，刻正進行以後中等職業教育與訓練 B

(post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為分析對象之《超越學校提供

之技能〉跨國比較研究。其中，同屬德

語系統之德國、奧地利及瑞士，皆己完

成研究報告。以下僅就各該國家之後中

等職業教育考試 (postsecondary vocational

examinations) 之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BMBF, 2012; Fazdkas & Field, 20l3a, 2013b;

8 後中等職業教育與訓練， DEeD將之定義為原則

上介於後期中等教育 (upper secondary) 至

高等教育 (tertiary education) 間，為期一

年以上之學程(學制) ，完成後可獲得一定之

資格梭子或具備特定職業之執業條件。如以上

述定義，貝I} 臺灣之二專學制約當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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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set, Bloem, Fazdkas & Field, 2013 )

一、考試種類

在德國稱為「進階職業考試 J (

ForbildungsprUfungen) ;在奧地利，則為

「師傅考試 J ( MeisterprUfung)或「資

格考試 J ( BefahigungsprUfung ) ;而瑞士

則為「聯邦專業教育與訓練文憑/執照

考試 J (Federal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iploma Examinations, PET Diploma

Examinations)

二、考試目的

德國在後中等職業教育與訓練階

段所辦理之考試，其目的旨在檢測受

試者是否具備訓練學徒之資格，或具

備經營手工業資格，如手工業師傅(

Handwerksmeister) 或具備管理與訓練人

員之資格，如工業師傅( Industriemeister

〉。奧地利部分，主要為檢測受試者是

否具備訓練學徒之資格，及具備經營手

工業資格。至於瑞士，則像檢測受試者

是否具備相關專業技能，以利個體經營

事業，獲得訓練學徒之資格，及授予在

法定執業領域之能力證明。

三、辦理單位

在德國由相關行會辦理考試，聯

邦教育及研究部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負責許可新的

進階職業考試與證書。奧地利則由地區

性之行會辦理，而瑞士則須經聯邦政府

許可，亦即須經由聯邦專業教育與技

術辦公室 (Federal Office f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核定專業考試

之規則及專業學院所提供之核心課程，

而此認證過程條確保施測及其內容未重

複測驗且具效度。

四、應試準備

學生為通過考試所參加之準備課程

，在德國、奧地利及瑞士皆非強制學生

參加，且得由各行會、職業校院或私人

提供，而政府之管制條屬鬆散。是以，

針對職業考試準備課程部分，德國政府

認為應強他資訊揭露及行會自律規定，

以利學生選擇及提升課程之品質。

五、報考資格及費用

在德國，考生須完成學徒訓練或符

合擬報考職業考試之數年相關工作經驗

;在奧地利則年滿 18歲以上者皆可;而

在瑞士，則由專業機構自行訂定條件，

通常需要取得聯邦專業教育與訓練證

或具有多年相關專業之經驗。至於考試

費用，在德國，約需歐元 2，000元至2，500

元(相當新臺幣的， 780元至 104 ，725元)

在奧地利，約需歐元 2 ，329元(相當新臺

幣97 ，562元) ;而在瑞士，則為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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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元至2，000元(相當新臺幣 23 ，996元至

的，560元)。各國對考試費用皆定有相關

補助措施。

週職場訓練;至於瑞士，則強制規定全

時課程，其課程至少須有 20%是接受職場

訓練 (Fazdkas & Field, 2013b) 。

六、考試內容

德國之師傅考試，包括四大部分，

分別是實作、理論、經濟與法律知識，

及教學技能;在奧地利之師傅考試，則

包括實作、口試、筆試、教學演練及創

業考試 (entrepreneur examination) 。至於

瑞士，則依專業領域不同而有不同規範

'但原則是須快速回應勞動力市場之需

求。

七、升學進路

通過考試後，在德國得繼續至專

科學院 (Fachhochschulen/Uni 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攻讀學士學位;在奧地

利，通過考試者得在專科學院或普通大

學攻讀學士學位;而在瑞士，雖然取得

聯邦專業教育與訓練文憑/執照考試者

，且享有註冊就讀專科學院之權利，但

同時也尊重每所專科學院之決定。

此外，德國、奧地利及瑞士三國在

後中等職業教育之學校 9 ，其修業期限各

有不同，原則為 2年至3年。而對於職場

訓練之要求，德國並無強制規定，奧地

利則對於特定領域強制規定，至少須有 4

9 德國稱為Fachschulen或Berufsakademien ;
奧地利為 Kollegs; 瑞士則為 hbhere

Fachschulen 。

肆、實務選才措施之恩

考面向

人力資本論( human capi tal theory

)認為技職教育應該是為產業提供必

要之人力資源;而能力取向(capabili ty

approach) 之研究，則認為技職教育應該

著重開發個人自身之能力，以利個體生

存發展 (TiklY ，20l3 )。避來，臺灣教育

，尤其是技職教育所培育之人才，常遭

無法為業界所用之評價(尹祥芋、沈真

真、黃武次、馬秀如， 2010 ;教育部，

2010 ;張忠謀， 2014 ;葛永光、陳永祥、

尹祥芋， 2012) ，政府對此學用落差之現

象，噩欲尋找良方，以求對症下藥，例

如《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之提出

，其中「實務選才」策略芝推動，即是

為改進傳統「筆試選才J 影響，而以強

化「實務還才」人學方式，以引導師生

重視實務教學與實作能力，俾利貼近產

業所需人力(教育部， 2013) 。

據上論述，我國在實務選才方面之

改進措施，主要著力於招生管道之強他

實作能力甄選，及未來於技專校院人學

測驗中心所研發之考科中，強調實務命

題。然而，參酌德國、奧地利及瑞士在

後中等職業教育與訓練階段中所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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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考試經驗，則實務選才除自招收新

生角度 (input-oriented) 強化外，亦得自

畢業生之學習成果( outcome-oriented) 檢

測角度思考之。

一、資訊公開透明

〈職業訓練法〉第4條之 l規定 r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整合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訓練課

程、能力鑑定規範與辦理職業訓練等服

務資訊，以推動國民就業所需之職業訓

練及技能檢定 J '基此，如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能盡速訂定職能基準'勞

動部能將整合後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予以公告，則技

職校院，尤其是技專校院因為課程自主

，更易對準職能基準，設計相關課程，

提供學生學習職業所需知能及技能。另

外，因為上開職能基準乃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所定，具有一定公信力，有

連結至實際從事或執行職業所需能力內

涵，除有助於課程設計外，對於實務選

才標準之研擬及命題之研發，亦有規短

之效。

二、產業或專業組織參與檢定施

淇IJ

現行以招收新生為前提下之設計，

實務還才之運作，成為各校校內之事及

頁任，然而衡諸各校現有人力及物力，

除非校方大力投入資源，較難促使大規

模之實務選才情事發生。基此，鏈結業

界或產黨公會、協會，參與各校或策略

聯盟學校之招生或畢業生檢定施測，甚

或進行「期中檢測 J '對於實作內涵貼

近產業一節，應有助益。此概念條援引

自近年所盛行之工作本位學習( work

based learning) 、職場學習( workplace

leal11ing or learning through practice) ，亦即

學生透過至真實情境(職場)之學習，

不僅有助於學生生涯發展之規劃、提升

解決實務問題能力及就業力，對公司之

產值及創新亦有助益( Avis , 2009; Billett,

2013; Gibb, 2011; Sweet, 2013) 。而正因為

產業之參與， r產」與「學」間之差異

，始有對話及溝通之可能。

三、檢測過程應更具嚴謹性

檢測包括測驗目的、內容、方式、

執行及後續回饋修正之機制。其中，尤

以「測驗目的」及「測驗內容」最具主

導性。以我國四技二專招生考試為例，

因高職階段受到法定群科課程綱要之規

範，是以，其命題內容相對亦受限制;

然而招生學校端之各系科，其擬招收一

學生屬性可能有別，但以目前聯合招生3

情形吉，幾乎以統測成績作為分發依據

，此時統測擬測驗之內容像以群科課程

綱要之能力指標為據，抑或涵蓋招生喘

息校之期待內涵，宜審慎斟酌。至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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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招生，其對象主要為五專及二專畢業

生，基本上，除五專前三年受到後期中

等教育核心課程限制外，五專與二專之

課程，皆由學校自主。基此，二技之招

生應無類似四技二專招生，有法定群科

課程綱要準據可循。則上述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即應於

二技招生中扮演重要規準角色，如此，

二技招生考試之內容將貼近就業職場之

能力需求。

此外，測驗目的及內容方向定案後

，測驗方式、執行及回饋修正機制，涉

及施測者之專業能力;換言之，如以術

科測驗言，不僅是作品之完成，在施測

中，如何判斷受試者之潛能，有賴施測

者之觀察及評價;而施測過程之公平、

公正，亦考驗測驗之成敗。因此，實務

選才不應忽視品質保證之問題，選才過

程中之任何階段及步驟，皆應有完善的

檢核機制。

四、通過考試之期待效益

。在德國、奧地利及瑞士之經驗中可
知，參與職業考試之期待效益，除獲得

師傅資格，可以獨自經營手工業外，亦

可成為教導與訓練學徒之師傅，同時，

亦能獲得繼續攻讀學士學位之資格。然

而，在臺J弩之實務現場，通過四技二專

或二技之入學考試，原則上，僅取得升

學之資格，而即使通過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 10所辦理之技能檢定，除部分證書具

有執業效用，例如「室內配線」職類乙

、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成績及格者，已

獲經濟部同意，同時核發甲種或乙種「

匠證照 J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

公室， 2006) 外，多數之技能檢定，僅於

升學中具備加分優待，尚無特殊用途。

是以，當通過職業能力考試時，即能獲

得相當學歷資格之授予及取得就業之資

格條件，是否更能真現化實務選才之目

的及效益?基此，二技入學考試，因其

招生之學生主要為五專及二專畢業生，

就業需求殷切，如能藉由通過二技人學

考試，同時獲得相關職種之就業證照，

則二技之實務選才，將更具說服力。

伍、結語

實務選才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

計畫〉中，主要條以改善現行招生管道

、考科調整，俾利以「賞務能力」作為

選才主軸，期使技職校院畢業生真有立

即就業之能力。然而，本文則自產出導

向觀點，提出先確認考試之目的、效益

及內容後，再對焦於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所定職能基準，作為施測內容之

準據;同時，應邀請業界或各產業公會

、協會共同參與檢定施測事宜，審慎稽

核考試過程中之各項流程及步驟。如能

1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之前身為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職業訓練局， 2014 年2 月 17 日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正式改制為勞動郁，職業訓練局亦同步改

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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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一試二用 J '即「人學資格之取

得」與「就業證照之授予」時，則自然

能達到實質之實務選才功效!而藉由德

國、奧地利及瑞士之實證經驗，上述思

考方向，得於我國二技招生中，先行嘗

試規劃及進行。蓋因，二技所招收之五

專及二專畢業生，同屬介於後期中等教

育及高等教育階段間之後中等技職教育

階段 ll; 次以，五專及二專之課程自主，

且以職業準備教育或職業繼續教育為主

要重心;再以，五專及二專畢業生如未

繼續升學時，相較於高職學生，因其年

齡較長，所面臨之就業壓力相形較大。

因此，如通過二技人學測驗時，即能獲

得就讀二技之資格，同時亦取得與考試

內容相關之就業證照，則此考試自然符

合以「實務能力」為選才之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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