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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達成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本研究藉由所蒐集而來之文獻，先說明專業

能力與基本能力之定義及其重要性，再就先進國家對基本能力之內涵、國內

外產業環境對於基本能力之需求性、專業能力標準之分析方法，以及目前製

圖人員專業能力項目之發展概況逐一了解，最後彙整分析上述所探討之資

料，以提供作為本研究發展製圖員專業能力標準與基本能力等級之理論基

礎。 

第一節  能力標準之定義與重要性 

每一個國家的政策目標，經濟發展力，社會文化特性和歷史與時代架構

等條件因素，都會影響到該國對能力標準的定義和實施，因此在職校教育階

段除了教授必備的職業教育訓練課程外，仍應考量到教育政策的變革、經濟

結構的需求、社會傳統文化的職業觀、與未來進修管道和勞動市場潛在的人

力發展等因素所造成的影響（田振榮，民 90）。為探討製圖技術人力所需具

備之專業能力標準與基本能力等級，首先必需對能力之相關定義有所了解？

以下就國內外學者對專業能力與基本能力之定義彙整說明如下： 

壹、專業能力之定義 

「專業」一詞，若從社會學的角度思考，認為「專業」係指受過特別加

強的教育和必要訓練的專家，且在社會中執行非常專業化之角色，而形成一

種高地位的職位（朱岑樓，民 80；徐女秀，民 85）。朱建民（民 85）也指

出，「專業」應是屬於一種全職的工作，此種工作能為社會帶來有價值的貢

獻，也受到社會的尊重，所以從事此種工作的人必須受過相當高等的教育，

並在某一特殊的知識領域受過訓練。為了解「專業能力」一詞之定義，本研

究將諸家學者之定義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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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朝祥（民 73）以技職教育的角度認為：「專業能力」指是教師所應具

備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而這些專業知識與技能有別於其他的專業人士。因此

從教育的角度思考，「專業能力」應是指與教學有關的各種知識和技能。 

Hall＆Jones（1976）認為：「專業能力係指經由學習者清楚的概念化學

習後，所表現出來的綜合性技術、綜合性行為、或綜合性知識。」 

Bulter（1978）認為：「專業能力係指任何人在其個人或專業發展生涯中，

為成功地完成每一項工作所需的知識、技術及價值觀。」 

Dempsey（1987）認為：「專業能力係一種知識的取得與應用，以及所

需行為技術的發展。」 

Nadler（1990）認為：「專業能力係指那些訓練主管所應該知道的知識，

以及所應該具備的技術而言。」 

由上可知，「專業能力」係專指從事某一特定職業內之工作或任務時，

個人所必需具有的能力，包含知識、情意、技能三方面之領域，或者解釋為

為有效執行該角色任務時所需具備的能力。 

貳、基本能力之定義 

「基本能力」之定義由於各家學者說法不盡相同，然而無論如何，當在

為「基本能力」下定義之前，必需先了解「基本」二字的涵意。學者楊思偉

（民 89）認為「基本」二字可以分別從「基礎性」、「全面性」、「必要性」

三個面向來說明，就以上三個面向而言，「基本」在此所代表的含意可以為

「是做為一個人之發展基礎」、「可以使一個人全面的發展」以及「對於一個

人之發展與適應而言確屬必要」的意思。因此「基本能力」可以是指「在該

時代及社會中，做為一個個體為求生存所必要，且不可或缺的知識的、身體

的；技術的、技能的；社會的、社交的各種能力而言」。至於在「能力」一

詞方面，由於國內外學者觀點皆不盡相同，故分析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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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自立（民 78）認為：「能力」是經由認知、技能、態度或判斷力等所

表現出來的行為特質，這些特質顯示個人成功履行某一任務時，表現在認

知、情意及技能方面熟練的行為。 

夏征農（民 81）於「辭海」中對「能力」一詞所下之定義為，為成功

地完成某種活動所必須的個性心理特徵，又可分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所

謂的一般能力泛指進行各種活動時所應須具備的基本能力，如觀察力、記憶

力、抽象概括力等；所謂的特殊能力是指從事某些專業性活動所必須的能

力，如數學能力、音樂、繪畫能力或飛行能力等，而人的各種能力是建立於

素質的基礎上，再經由後天的學習，和在生活和社會實踐中逐漸形成和發展

起來。 

教育百科辭典（教育百科辭典編審委員會，民 83）對「能力」之解釋

則為直接影響活動效率，而使活動順利完成的個性心理特徵。比如從事音樂

活動，除了必須掌握歌唱、演奏等具體動作之外，還必須具備調和感、節奏

感、音樂聽覺表象等心理特徵。 

羊憶蓉、成露茜（民 86）認為「能力」一詞的重點在於結果（Outcome），

指的是一個人能做什麼。狹義的能力通常指的是某些技術；廣泛的定義則是

指能力表現不僅只是技術方面的表現，還包括知識及理解力的表現。所以能

力不僅包括一個特定領域的表現，也包含將知識及技術轉換運用於新情境或

新工作的能力。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能力」（Competence）定義，「能力」一詞可以說是

個人將來不論從事何種工作時，所需具備的行為特質，如知識、技能、態度、

理解力、經驗及重要價值觀等；或者指能成功地執行某一任務（Task），並

且達到要求水準所需的知識、技能或態度。 

澳洲的 Regency Institute of TAFE（1999）認為能力應該具備知識

（Knowledge）、技能（Skill）與態度（Attitude）三個向度（K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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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ILO,2001）指出，有效的能力（Ability）是指能成功的

完成所被認定的工作（Labor），但不是指成功執行他所工作的可能性，而是

一個真正的和可證明的能力（Capability）。 

Weinert（1999）研究發現，能力（Competencies）有許多不同的意義，

如：指的是所有表現於外的才能（Abilities）與技能（Skills）；屬於遺傳且

在特定領域所需，以便獲得主要知識的才能；特定領域上所學到的知識與技

能；達成個人效率所要求的屬性；個人自主與自我評鑑的需求標準；以及個

人在認知、動機與社會需求等方面的行動能力。 

國外學者對「能力」之定義，雖然有所不同，但概略說來乃不脫離

「Ability」與「Competence」二種涵義。以美國 SCANS（1991）（Secretary’s  

Commission on Adopting Necessary Skills）所定義之三項基礎技能與五項工作

必備能力為例，三項基礎技能包括基本技能、思考技能及個人特質三個向

度，強調聽、說、讀、寫、算、數學能力、創造思考、決策能力、知道如何

學習、負責、自我尊重、社交、自我管理等個人特質，屬於「ability」之意

義，也可說是「直接影響個人活動的知識經驗、性格、價值觀念與心理特徵」。

而工作必備能力包含資源、人際、資訊、系統、科技等五向度，強調適應社

會變遷、能力導向與能統整新工作的能力，屬於「competence」之意義，亦

可稱為「執行任務或從事某一工作時，所需具備的知識、情意與技能等實際

表現的行為」。 

因此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對「基本能力」的看法，簡單的說「基本能力」

可定義為是未來個人不管是從事何種工作或活動時，為完成該工作或活動前

所應該具備的能力而言，包括知識、技能和態度等，換句話說基本能力可說

是專業能力的養成基礎。 

為完整定義本研究所稱之「專業能力」與「基本能力」，研究者於彙整國

內外學者之解釋後，將本研究所稱之「專業能力」與「基本能力」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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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專業能力」是指：「當從事某一特定職業內的工作或任務時，個

人所必需具有的專業能力，包含知識、情意、技能三方面之領域，或者為有

效執行該角色任務所需具備的能力。」本研究所稱之專業能力，係指為能讓

從事製圖工作方面之技術人力，為能順利完成製圖工作之所需， 個人在製

圖與識圖等方面所需具有的專業素養。 

所謂的「基本能力」是指：「不管個人將來在從事何種工作時，所需具

備的知識、技能、態度、理解力、經驗及重要價值觀等行為特質；或者是能

成功地執行完某一任務（Task），並且能達到要求水準所需具有的知識、技

能和態度。」本研究所稱之基本能力，係指為完成製圖工作之所需，個人若

能先具備基本的聽、說、讀、寫等能力，對於個人在專業能力之表現學習上，

亦較容易達成之所需，簡而言之，基本能力可說是專業能力的養成基礎。 

參、能力標準之重要性 

了解專業能力與基本能力之定義後，能力標準建立的重要性何在？亦需

進一步了解。1980年代晚期，由於科技、產業、經濟、及工作環境的變遷，

就已經出現先奠定基礎能力，再建立專業能力的呼聲。所謂的「一般技能」

（generalizable skills）是指一種「新工作場所的能力」（new workforce 

competences），可以讓個人在具有多種工作場所所需之技能，所習得之技能

並能適應於各種不同的工作環境中（Raizen,1989）。自此而後，許多研究如

Stasz等（1990）提出的「一般技能」（generic skills）；Carnevals等（1990）

的「工作人力基礎」（work force basics）；Secretary’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1991）提出的 SCANS 技能（SCANS skills）；Resick 與

Wirt（1986）所提之「新工作技能」（new work skills）的概念均直指一般能

力的重要。從上述文獻中可以了解，要提升工作者的可塑性，首先應該加強

個人基本能力涵養，也就是先使人成為「知者」（knower），再成為「做者」

（doer），換言之，也就是希望能相互整合專業能力與一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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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職業教育研究中心（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in 

Vocational Education）（1996），亦曾就學術標準（academic standards）與技

能標準（still standards）之整合進行討論，最後決定在學術標準方面以數學、

語文、社會、科學及歷史五種學科訓練為主，也就是要發展基本的聽、說、

讀、寫、算數等能力；而在技能標準方面，則以美國教育部及勞工部所推動

的技能標準先導計畫為主，包括電子、零售、生物科學、汽車修護、健康照

護、金屬工作及照相等。最後整合學術標準與技能標準二者，並提出下述四

項論點（Bailey,1997；田振榮，民 91）： 

1. 敎育家、政策制定者、僱主等三方面均強調學術標準與技能標準整合

之必要性。 

2. 多項研究顯示，若單獨教授學術技能，其成效不佳，但若能將學術技

能整合到技能學習中，其學習效果必可有顯著差異。 

3. 由於不同職業所需的學術技能需求持續增加，因此應在學校教育中給

予加強。 

4. 整合學術技能到技能標準中，使教育專家與僱主雙方能有較好的溝通。 

由此可知，學術標準與技能標準二者之間，實具有相輔相承之關係。另

外根據加拿大人力發展部的研究（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anada,1994），由於全球競爭、科技整合、環境保護、自我僱用的增加、合

約工作的增加、部份工時的僱用增加、中小型企業的成長與危機處理能力需

求性增加等影響，工作場所需要的就業技能（employability skills）將產生結

構性的改變，且重要性持續增加。而在歐洲所進行的研究亦同樣發現因為知

識經濟的發展，與各種服務導向的人力需求大幅增加的影響，僱主最希望獲

得的人力資源（Eurotecent Technical Assistance Office, 1994）是具有多重技能

（multi skilling）、顧客導向技能（customer oriented skills）、創造力、推動力、

負責任、團隊工作能力、可塑性、以及能持續改進自己的意願等能力之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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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發現，基本能力的養成對於往後的學習有極大的助益，因此各

先進國家遂開始重視下一代在專業能力以外的基本能力培養。近年來，國內

中等教育亦正如火如荼的進行改革，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同樣是希望能培養

學生具備基礎的基本能力，而且是「可以帶著走的能力」。因此當面對產業

界生產型態快速轉變的今天，若仍徒具以培養訓練學生單一方面之專業能力

成長似仍不夠，因此若能在專業能力與基本能力二方面同時加強，對其將來

後續之發展定能有相當大的助益，故本研究認為能力標準的建立實有其重要

性與必要性。 

第二節 先進國家對基本能力內涵之分析 

根據文獻資料發現，基本能力漸受到各界重視，但由於各國國情的不

同，因此會有不同的能力標準。為瞭解先進國家之基本能力內涵，本研究即

以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幾個主要國家，就其基本能力之內涵進行探

討。然而，由於各國對「基本能力」一詞稱呼不盡相同，分別有以「關鍵能

力」或「基礎技能」等稱呼，但其主要的意涵與目標皆與一般能力，亦即「基

本能力」相同，為避免造成困擾與誤解，特別再此說明，而本研究也以「基

本能力」一詞作為本研究主要之能力稱呼。 

壹、美國 

1980年代晚期，美國勞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DOL）和美國訓練與

發展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ASTD）鑑於新科

技的衝擊與經濟的變遷，僱主對於工作場所所需的基礎技能（Foundation 

Skill）要求逐漸增加，乃於 ASTD/DOL 報告書（ASTD/DOL,1988）中，歸

納出美國僱主希望員工所應該具備的 16 項關鍵技能（key skills）與所屬技

能項目（見表 2-2.1）（田振榮，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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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ASTD/DOL的 16項關鍵技能 

技能項目 技能細目 
1.基本技能（foundation skills） 1.1蒐集資訊與瞭解資訊 

1.2提供回饋與接受回饋 

1.3合作學習 

2.讀的技能（reading skills） 

 

2.1讀的基本素養 

2.2為學而讀 

2.3為做而讀 

3.寫的技能（writing skills） 3.1準備與組織資訊 

3.2書寫、編輯、修正內容 

4.計算的技能（computational skills）

 

4.1測量、估計、量化計算 

4.2數量的瞭解 

4.3數量的問題解決 

5說的技能（speaking skills） 5.1非言辭溝通 

5.2言辭溝通 

6聽的技能（listening skills） 6.1瞭解意義 

7.問題解決技能（problem-solving 

skills） 

7.1找出解決方案 

 

8.創造力技能（creativity skills） 8.1產生新觀念，並付諸實施 

9.自我尊重技能(self-esteem skills) 9.1保持正直與積極的自我形象 

10.動機與目標設定技 

（motivation and goal-setting skills） 

10.1轉化工作成為自我發展的動力 

11.個人與生涯發展技能 

（personal and career development 

skills） 

11.1適應變遷，確保就業、發揮個人潛力

 

12.人際效能（interpersonal skills） 12.1判斷合宜的行為 

12.2紓解壓力 

12.3共享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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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ASTD/DOL的 16項關鍵技能（續） 

技能項目 技能細目 
13.協商技能（negotiation skills） 13.1妥協與達成共識 

14.團隊工作技能（teamwork skills） 14.1應用團體人力資源，達成共同目標 

15.組織效能技能(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skills) 

15.1在組織文化背景之下有效的工作 

16.領導技能（leadership skills） 16.1影響他人，達成組織的策略目的 

16.2影響他人，達成個人的發展需求 

資料來源： Carnevale（1991）、田振榮（民 91） 

90 年代初期，許多研究亦發現傳統的工作需求描述性不足，必須進一

步發展更高階的一般技能（generic skills），因此 1990年 2月，由美國勞工

部長 Lynn Martin 所組成的一任務委員會，名為 The Secretary’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其主要任務為檢視工作場所所需要的技能，

與決定人力素質是否能符合未來的就業需求，隔年（1991年）則提出 SCANS

報告書，確認了工作場所需要的三項基礎技能（foundation skills）及五項能

力（competencies）（SCANS,1991）（見表 2-2.2）。 

表 2-2.2 SCANS基礎技能與五項能力 

基礎技能（Foundation Skill） 
1.基本技能(basic skills) 聽、說、讀、寫、算、數學能力。

2.思考技能(thinking skills) 

創造思考、決策能力、問題解決、以

心觀察事物、知道如何學習、推理能

力。 

3.個人特質(personal qualities) 
負責、自我尊重、社交、自我管理、

誠實、榮譽。 

五項能力（Competencies） 

1.資源方面(resources) 
時間、金錢、材料、設備、人力資源

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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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SCANS基礎技能與五項能力（續） 

五項能力（Competencies） 

2.人際方面(interpersonal) 

包括:團体參與、指導他人、服務顧

客、領導能力、溝通、包容並與不同

文化之人共同工作。 

3.資訊方面(information) 

訊息獲得與評估、訊息組織與保持、

訊息表達與溝通、運用電腦處理資

訊。 

4.系統方面(systems) 
瞭解系統架構、檢查與調整工作、系

統改進與設計。 

5.科技方面(technology) 

選擇科技、運用科技於任務中、科技

的維護與偵錯(troubleshoots 

technology)。 

資料來源：SCANS（1991）；江文雄、田振榮、林炎旦（民 88） 

另外在「賓州的工作人力投資整合計畫」（Pennsylvania’s Unified Plan for 

Workforce Investment）中，為期望能透過緊密的夥伴關係將工作人力、經濟

發展、與教育訓練整合起來，特別發展出 21 項基礎技能與知識，作為賓州

工作者持續學習的目標（見表 2-2.3），並以終生學習技能為必備的要素，將

基本工作場所技能、基本就業技能、基本工作場所知識、終生學習技能四部

份看成是如同所堆積木之底部基架（見圖 2-2.1），而圖示左邊與右邊分別表

示能力的價值與複雜度，越往上表示所需表現之能力複雜度越高，其價值也

相對越高（田振榮，民 91）。 

表 2-2.3賓州 21項基礎技能與知識 

技能構面 技能項目 

1.1理解性閱讀（Reads with Understanding） 

1.2清楚簡潔的書寫（Writes Clearly and Concisely）

1.基本工作場所技能 

（basic workplace skills） 

1.3理解性傾聽（Listens with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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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賓州 21項基礎技能與知識（續） 

技能構面 技能項目 

1.4清楚簡潔的說話（Speaks Clearly and Concisely）

1.5應用數學運算、概念和推理（Applies 
Mathematical Operations, Concepts and Reasoning）

1.6批判性觀察（Observes Critically） 

1.基本工作場所技能 

（basic workplace skills） 
 

1.7技術的使用（Uses Technology） 

2.1運用健康和安全的觀念（Applies Health and 
Safety Concepts） 

2.2了解過程和產品或服務（Understanding Process 
and Product or Service） 

2.3展現品質意識（Demonstrate Quality 
Consciousness） 

2.4了解財務狀況（Understanding Finances） 

2.基本工作場所知識 
（basic workplace knowledge） 

2.5在組織架構及組織文化下工作（Works withi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3.1展現有效人際關係（Demonstrates Effec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3.2展現自我管理策略（Demonstrates 
Self-Management Strategies） 

3.3團隊工作（Works in Teams） 

3.4問題解決（Solves Problems） 

3.基本就業能力技能 
（basic employability skills） 
 

3.5做決定（Makes Decisions） 

4.終身學習技能 

（lifelong learning skills） 
4.1終身學習技能（Lifelong Learning Skills） 

資料來源：田振榮（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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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
場所知識

與工作相關的基本技術技能

高級人際技能

與工作相關的高級技術技能

高級企業技能

基本就業
技能

基本工作
場所技能

終    生    學    習    技    能

高階領導技能
能
力
複
雜
度 能

力
價
值

高

低低

高

圖 2-2.1 賓州工作場所需要之能力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田振榮（民 91） 

貳、英國 

「基本技能」(basic skills) 在英國被認為是建立能力的基礎，其包括讀、

寫、說三項基本技能，進一步的技能則被稱為「關鍵技能」(key skills)，包

括：一、溝通(communication)；二、應用數字(application of number)；三、

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四、與它人工作(working with others)；五、

改進自我學習與表現(improving own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六、問題解

決(problem solving) 六個領域：。 

由於「基本技能」與「關鍵技能」兩者之間的關係是連續的，前者是基

礎，後者是植基於此基礎之上，兩者都可以在學校或訓練系統中培養，所以

關鍵技能已經是英國教育系統中的一環，完全整合在教育環境之中，變成普

通國家職業資格 (General 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GNVQ)、中等教育

普通證書 (General Certificate Secondary Education,GCSE)的一部份。雖然在

GNVQ與 GCSE中均重視關鍵技能，但在英國的中等教育階段，學生仍然希

望先獲得 GCSE中的數學、英文、與資訊科技的 A級、B級、或 C級能力，

以便能順利進入高等教育系統就讀，所以從 2000年 9月起，在英國國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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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資格(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NVQ)中，則加上溝通、應用數字、

與資訊科技三種關鍵技能的資格證書，並分成四個等級，若達到評量標準的

受試者，可以獲頒關鍵技能資格證書。因此，在英國除了具有專業能力方面

之資格證書外，為了順應 21 世紀變遷的需求，也開始朝向基本關鍵能力的

授證（The observatory,2001；田振榮，民 91）。 

參、澳洲 

在澳洲所推動之關鍵能力，主要強調於配合就業市場需求，並透由目標

導向的方式來學習職業技能。1992年 Putting General Education to Work報告

書即明白列出澳洲青年人在準備就業與未來生活上所應該具備的關鍵能

力，包括需具備蒐集、分析與組織資訊的能力(Collectlng,analyzlng and 

organizing information)、溝通觀念與資訊的能力 ( Communicatlng, ideas and 

information)、計畫與組織活動的能力 ( Plannlng and organizing activities)、與

他人在團體中合作工作的能力（Working with others and in teams）、運用數學

概念與技巧的能力（Using mathematical ideas and techniques）、解決問題的能

力 ( Solving problems)、使用科技的能力 ( Using technology) 等七關鍵項能

力，若能具備上述這些能力，相信對於未來的就業或生活上都能有相當大的

助益（成露茜、羊憶蓉，民 85）。 

因此，為能加強學生具備上述七項能力指標，於 1999 年所進行的課程

改革即針對語言和溝通（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人類與社會（mankind 

and society）、自然和科技（nature and society）、創造力與設計（creativity and 

design）、健康與身體能力（health and physical ability）等五大課程領域

（CCP/DeSeCo-Australia,2001）進行改革，目的是希望加強個人導向之能

力，與加強真實生活中的引導（real-life orientation）及科學引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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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加拿大 

就業技能（Employability Skills）是加拿大對基本技能的主要稱呼方式，

強調為能適應新世紀的市場人力需求，個人必需在工作世界中不斷的求進

步，才能合乎市場需要，因此未來的就業人力該具備何種能力需求便相當重

要。根據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商會（British Columbia Chamber of Commerce, 

1994）以 187項就業技能與個人品質項目，針對 195家不同型態的中小企業

進行調查，發現有 74％的企業認為現在的學校畢業生普遍缺乏數字與一般

能力的素養，也有 73％的企業認為現在的畢業生缺少必要的溝通技能、工

作倫理與自我訓練技能等能力。另外，加拿大公司協會教育委員會（The 

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s Corporation Council on Education）於 1992年 6

月也發表了「就業技能檔案」(Employability Skills Profile) ，列出加拿大工

作人力所需之重要技能需求，包括學術技能（academic skills）、個人管理技

能（personal management skills）及團隊工作技能（tearmwork skills） 三個

主要構面；而在加拿大就業技能 2000+中也將能力構面分為基本技能

（fundamental skills）、個人管理技能（personal management skills）及團隊工

作技能（teamwork skills），雖然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商會的調查中未呈現

出各能力項目所屬的能力構面，但三者之間仍有其相似之處（田振榮，民

91）。因此為清礎表達加拿大各機構所臚列之能力構面及其能力項目，研究

者將其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商會、加拿大公司協會教育委員會與加拿大的

「就業技能 2000+」三者有所論及之能力項目整理於表 2-2.4。 

表 2-2.4 加拿大之能力構面與其能力項目一欄表 
單位機構 

 
 
能力構面 

加拿大英屬 

哥倫比亞商會 

加拿大公司協會

教育委員會 

加拿大的 

「就業技能 2000+」 

學術技能 
1.聽、說、讀、寫

2.處理數目 

1.溝通 

2.思考 

1.溝通 

2.使用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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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加拿大之能力構面與其能力項目一欄表（續） 
單位機構 

 
 
能力構面 

加拿大英屬 

哥倫比亞商會 

加拿大公司協會

教育委員會 

加拿大的 

「就業技能 2000+」 

學術技能 
3.反應問題 

4.使用設備 

3.學習 3.思考與解決問 

4.管理資訊 

個人管理技能 

1.利用資訊科技 

2.舉止合宜 

3.維持個人標準 

4.持續學習 

5.計畫 

1.積極態度與行為

2.責任 

3.適應能力 

4.學習 

1.展現積極的態度與行為

2.負責 

3.適應 

4.持續學習 

5.安全的工作 

團隊工作技能 
1.團隊工作 

2.瞭解企業 

1.與他人一起工作 1.與他人一起工作 

2.參與計畫與任務 

資料來源：整理自田振榮（民 91） 

了解上述各先進國家對於基本能力之內涵後，發現由於國情的不同，對

於能力內函的分析也會有所差異，然而為更了解清楚比較上述各國與每一單

位所條列之基本能力項目，茲將上述有所提及之基本能力，彙整於表 2-2.5。 

表 2-2.5 先進國家基本能力內涵之比較 

澳洲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蒐集分析與組織資訊能力 學習如何學習 改進自我學習與表現 持續學習 

溝通與資訊能力 溝通技能 溝通 溝通 

規劃與組織活動的能力 系統技能 -- 參與計畫與任務

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力 團隊工作 團隊工作 與他人一起工作

應用數量觀念與 

技術的能力 

應用數學運算

概念和推理
應用數字 使用數字 

問題解決能力 問題解決 問題解決 思考與解決問題

應用科技的能力 技術的使用 資訊科技 管理資訊 

資料來源：整理自田振榮（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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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外產業環境對於基本能力之需求性分析 

就目前的就業環境而言，判斷個人是否具備相關之技術能力，其主要之依據

大都取決於以專業能力之表現良窳作為主要之判斷依據，但由於產業環境的轉變

與國家觀念的改變，企業界以專業能力做為選才唯一考量的標準勢將會漸形減

少，反觀僱主對於未來所新聘用之技術人力應該具備何種素養之基本能力觀念將

會逐漸受到重視，原因不外乎是未來的產業環境所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都能有良

好的人際互動關係與團隊合作能力、彼此同心協力，共同完成每一件工作，其心

智勝過於一人單打獨鬥之方式。鑑於此，了解目前及未來產業環境對所雇用之人

力需達到何種等級之基本能力相當重要，因此為瞭解過內外產業對於基本能力之

需求性，本節將從國內外企業對於基本能力之需求性進行探討，分述如下： 

 

壹、國外企業界徵才所考慮之基本能力標準需求 

一、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國家所重視的能力標準 

在 OECD 國家對關鍵能力標準之看法，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類，

一為教育界所重視的關鍵能力、二為企業界所重視的關鍵能力、三則

為教育界與企業界二者均重視的關鍵能力（見表 2-3.1）。 

表 2-3.1 OECD國家所強調的關鍵能力內涵 

教育界與企業界均重視 教育界較重視 企業界較重視 

自我管理 自主學習與後設認知能力
行動力、責任感、下決

策、危機處理 

溝通能力 
語言能力、文化認同、跨文

化能力、媒體能力 

資訊科技能力、展示能

力、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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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OECD國家所強調的關鍵能力內涵（續） 

教育界與企業界均重視 教育界較重視 企業界較重視 

學習能力 
特定領域的學習、精通學習

策略、後設學習與反思、評

鑑技能 

終生學習、動機學習、方

法技能、應用知識、工作

場所學習 

社會能力/團隊工作/合作 
社會瞭解與具有積極的社

會態度 

人際能力、團隊工作、合

作與協商、解決衝突 

價值導向 
倫理、社會與民主價值、忍

耐、人權覺知 

個人道德、正直、信賴、

忠實、誠實 

創造力 美學教育、表現 創意與變化、創業能力 

健康、身體技能、身體態度 體育 危機行為、彈性 

生態導向 對自然的態度 工作場所的生態責任 

資料來源：http://www.statistik.admin.ch/stat_ch/ber15/deseco/deseco_country.htm  

從 2-3.1可以發現，在 OECD國家中由於領域的不同所重視之能

力內涵而有不同，然而亦有相同之處。從表中可以發現在 OECD國家

被教育界與企業界一致認同的能力內涵有自我管理；溝通能力；學習

能力；社會能力/團隊工作/合作；價值導向；創造力；健康、身體技

能、身體態度與生態導向等八項。 

二、美國雇主徵才所考慮的能力標準 

根據 Shapiro和 Goertz在 1994年及 1997年針對美國僱主在進用

新進人員時，所考慮的能力標準中發現，單純的學術表現或工作經驗

已經不再是僱主所考慮的徵才標準，反而僱主開始重視的是應徵者所

該具有的態度、應徵者所該具有的溝通技能與先前僱主的推薦，其中

就應徵者的態度方面有可包括工作態度與學習態度等，由此可知，上

述這些能力都是未來職場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基本能力（Shapiro ＆ 

Goertz,1998；田振榮，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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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國雇主徵才考慮的能力標準 

在英國大部分的僱主徵才時所考慮且注重的能力順序分別為：1.

溝通技能；2.學習能力；3.問題解決技能；4.團隊工作能力；5.自我管

理能力；6.技術技能（Hesketh,2000）。英國政府白皮書「與未來競爭：

建立知識驅動的經濟」（The British Government’s White Paper 〝Our 

competitive future：Building the knowledge-driven economy〞）（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1998），指出知識、技能與創造力是知識

經濟成功的三個要素，同時要注重「創業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

與「企業文化」（enterprise culture）。英國工業聯盟（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CBI）亦指出就業能力（employability）是一個人所擁

有的品質（quality）與能力（competencies），可以適應工作場所的變

化而獲得僱用的能力，這些能力如下（CBI,1998；田振榮，民 91）： 

1. 相容的價值觀與態度（Values and attitudes compatible with    

work）：渴望學習應用學習適應變遷的能力。 

2. 基礎技能（basic skills）：具有讀、寫、算的能力。 

3. 關鍵技能（key skills）：包括溝通、應用數目與資訊科技、改

進學習、與他人一起工作、及解決問題能力。 

4. 其他一般技能（other generic skills）：語言能力、顧客服務能

力等。 

5. 能掌握並判斷最新的相關知識（ up-to-date and relevant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6. 能掌握最新職業的特定技能（up-to-date rob-specific skills）。 

7. 管理個人生涯能力（the ability to manage one’s own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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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洲雇主徵才考慮的能力標準 

Allen Group Survey曾針對 350位僱主在徵才時所考慮之能力標

準進行調查，發現評價最高的知識與技能是屬於一般的核心技能

（generic core skills），它屬於一種結合的能力，也是個人屬性與人際

技能的特定能力（Allen Group,2000）。同樣的，為了解僱主對職業教

育與訓練的看法，由 ANTA委託 NCRVE的研究發現，雖然大部份的

僱主都認為特定工作技能的訓練需求很大，但也有僱主認為西元 2001

年時，一般技能的需求將會比特定工作技能的需求還要高。從另一項

研究亦指出，若對於企業有正確的價值觀、態度、環境及熱情，則可

以激發出員工個人的創造力與創意（DISR,2000；田振榮，民 91）。 

貳、國內企業界徵才所考慮之基本能力標準需求 

一、王森信（民 91）認為企業主管部門在尋覓、挑選、新進人員時，都

希望所屬的員工能真正喜歡這份工作，因為當員工對這份工作產生喜

歡時，工作才能專心，專心才能專注地投入工作，而且還必須具有高

度的熱忱與敏銳的觀察力，也就是能夠有積極健康的人生觀與能夠透

過細緻的觀察，瞭解事物的本質及時作出反應與行動，最後才是希望

所屬員工能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及具有不斷求知的精神，方能在快速變

化的環境中生存下去不致於消失。 

二、根據田振榮（民 91）於國科會計畫「我國高職學校學生專業能力標

準之建構(2) 」的研究中，針對國內外相關之能力建構文獻與專家學

者之建議，與依據產業界目前人力之需求與趨勢，提出「高職學生必

備的關鍵能力與分級」，該能力標準與分級可區分為三部份，分別為

「必備關鍵能力」、「應備能力」與「可備能力」，其中在「必備關鍵

能力」部份可區分為五大關鍵能力構面及其 19項之基本能力項目（見

表 2-3.2）。這五大能力構面包括「基本學術能力」、「個人能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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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人際能力」與「思考能力」，而 19項之能力項目，即是在

「基本學術能力」方面有讀、寫、算數、聽、說等 5項能力項目；「個

人能力」方面包括有負責任、自我尊重、品德操守、可塑性與適應性

等 4 項能力項目；「管理能力」方面有自我管理、安全管理、資訊管

理等 3 項能力項目；「人際能力」方面有領導能力、溝通與協調、尊

重他人、團隊工作等 4項能力項目；「思考能力」方面則有學習能力、

問題解決、創造思考等 3項能力項目。而每一能力項目又可以 1至 5

等級來描述該能力之複雜度，故共有 95 項能力之描述，其中等級 1

表示所需達到之能力複雜度較低，等級 5則表示所需達到之能力複雜

度最高。本研究為順利發展製圖科畢業生所需具備之基本能力等級，

乃引用田振榮（民 91）於國科會計畫中所建構完成之「高職學生必

備的關鍵能力與分級」之「必備關鍵能力」這一部份資料，作為本研

究發展製圖員基本能力等級之採用依據。 

表 2-3.2 高職學生必備的關鍵能力與分級 

能力構面 能力項目 等級 能力的等級描述 

1 選擇合適的閱讀資訊、瞭解基本概念 

2 
確認相關的細節、事實、與規範、並遵守指

示 
3 探索資訊、分析資訊、摘要資訊 
4 整合資訊 

讀 

5 
批判出版物、評鑑文獻或計劃、確認內容正

確性 
1 正確紀錄資訊、完成表單或調查表 
2 書寫簡單的文件 
3 摘要或改寫資訊、建立簡單原始文件 
4 整合資訊、建立詳細的支援文件 

寫 

5 評價文件的一致性、證實文件的真偽 
1 基本算數計算、紀錄數值資料 
2 進行量測、解譯數值資料 

基 
本 
學 
術 
能 
力 

算數 

3 轉換或應用數值資料、預估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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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高職學生必備的關鍵能力與分級（續） 

能力構面 能力項目 等級 能力的等級描述 

4 組織數值資料、分析數值資料 算數 
5 調整或修正數值資料、評鑑數值資料 
1 傾聽訊息 
2 瞭解訊息 
3 解釋訊息、釐清訊息、影響訊息 
4 比較不同觀點、連結訊息意圖、分析訊息 

聽 

5 綜合、評價不同訊息 
1 陳述訊息、意見、目的 
2 表達基本觀念、主動參與討論 
3 表達複雜的觀念或資訊、提出關鍵問題 
4 辯論事件、即席陳述 

基 
本 
學 
術 
能 
力 

說 

5 批判他人的演說、評價資訊的正確性 
1 執行賦予的任務 
2 遵守規則、政策、程序 
3 主動做特別任務，展示熱心、樂觀、主動 
4 監督表現標準、貫徹賦予的任務 

負責任 

5 
展示對組織的承諾 
發揮努力與毅力 
確保工作品質 

1 自我情緒的管理 
2 說明自己的的信念與觀點 
3 評價自己的個性並接受建設性的批評 
4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瞭解自己對他人的影響

自我尊重 

5 
展示自信、自立、自我訓練、主動尋求自我

改進機會 

1 
瞭解倫理事件 
確認個人的社會價值 

2 
展示誠實、值得信賴的態度 
接受個人行為責任 

3 
展示改進個人或社會的承諾 
建議倫理程序 

4 
挑戰非倫理的事情、決定 
形成倫理程序 

個 
人 
能 
力 

品德操守 

5 評鑑倫理決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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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高職學生必備的關鍵能力與分級（續） 

能力構面 能力項目 等級 能力的等級描述 

1 能接受不同的工作分派 
2 能獨立或參與團隊工作 
3 由錯誤中學習並接受回饋 
4 確認及活用建議替代方案 

 可塑性與 
適應性 

5 對變化採開放態度並進行建設性反應 

1 
確認自己的優點與缺點 
確認自我改進的需求 

2 
自我控制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接受建設性的批評 

3 

設定明確實際的目標 
展示自我改進的承諾 
應用自我管理技能 
分析與調整目標 

4 
合宜的更改目標 
達成目標的企圖心 

自我管理 
 

5 
評鑑自我的持續力 
主動尋求自我改進的機會 
時間管理的評價 

1 管理自身的安全 
2 管理他人的安全 
3 管理公司財產的安全 
4 建立安全管理計畫 

安全管理 

5 評估安全管理計畫 
1 取得資訊 
2 使用資訊科技 
3 組織資訊 
4 解釋資訊 

 
管 
理 
能 
力 

資訊管理 

5 分配資訊 
1 瞭解遵守紀律與標準的重要性 
2 能作正確的示範並作適當的說明 
3 熱心工作的傳承與教導 

人 
際 
能 
力 

領導能力 

4 糾正他人的態度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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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高職學生必備的關鍵能力與分級（續） 

能力構面 能力項目 等級 能力的等級描述 

 5 判斷領導能力的型態、為政策辯護 

1 瞭解協調的程序、確認衝突原因 
2 客觀主持討論，有效處理問題 
3 分析潛在的事實和問題 
4 分析問題，綜合各方意見 

溝通與協調 

5 評估協商的結果 

1 瞭解差異性 
2 尊重其他人的權利 
3 體認他人的價值 

4 支持共同價值觀的行動計畫 

尊重他人 

5 評估或更正政策或程序 
1 認同及參與團隊活動 
2 鼓勵與支持團隊成員 
3 協助團隊成員工作 
4 承擔完成團隊目標的責任 

人 
際 
能 
力 

團隊工作 

5 評鑑團隊活動 

1 

瞭解學習過程 
回憶基本規則或原則 
描繪經驗及先前的知識 
確認自己的學習型態 

2 
選擇應用學習工具 
解譯及應用新知識及經驗 
解譯符號圖形及概圖 

3 
應用學習工具 
分析學習工具之效率 
調查新的學習技術 

4 
形成或採用新的學習策略 
整合多重學習技術 

學習能力 

5 
發展、評鑑新的學習工具或技術 
評鑑學習過程 

1 確定問題 

思 
考 
能 
力 

問題解決 
2 瞭解問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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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高職學生必備的關鍵能力與分級（續） 

能力構面 能力項目 等級 能力的等級描述 

3 
檢查資訊資料 
分析可能的原因 
建議解決方案 

4 
產生解決方案 
策劃、執行解決方案 

 

5 
評估、調整解決方案 
判斷解決方案的效率 

1 連結新舊觀念、認識型態或關係 
2 解釋、摘要、概括現存的觀念 

3 
發展創造力解決方案 
應用創造力解決方案 

4 
產生獨特的解決方案 
形成新的觀念、計劃、方法 
組織新的處理程序 

思 
考 
能 
力 

創造思考 

5 
判斷、確認創造力 
主動追求創意表達 

資料來源：田振榮（民 91） 

三、台灣省中區中小企業顧問陳源煌先生（民 91）認為：「人才」是企業

基本資產，也是推動組織化運作的根本動力，企業為了達到個人及整

體間的利益，不惜運用各種招募方式，選擇適合公司與個人能在專業

領域上貢獻長才。因此在招募各職缺之人選時，主要係從能力評估來

考量，表 2-3.3為我國中小企業針對不同對像之選才考量依據。 

表 2-3.3我國中小企業選才之考量因素 
對  象 考量因素 

中上階主管 
1.指揮、領導能力 
2.知識、技術能力 
3.規劃能力 

4.交涉、談話能力 
5.判斷、果斷能力 

基層人員及幹部 
1.知識、技術能力 
2.應變、判斷能力 

3.執行能力 
4.表現能力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源煌（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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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洪榮昭（民 90）認為：團隊在知識分享中，若要提昇知識創造的效

率，必須團員的ＣＱ（創意智商）、ＥＱ（情緒智商）、ＩＱ（智商）、

都要有一定的水準，才能創造較好的團隊績率。因此，洪榮昭則分別

以 CＱ、ＥＱ及 IＱ三個範籌，歸納出２５項的能力分析指標（見表

2-3.4）。 

表 2-3.4 25項能力分析指標 

範籌 25項能力分析指標 

CQ 
1.問題發現能力 

2.問題解決能力 

3.記憶力 

4.資訊擷取能力 

5.專注力與旁注力 

6.決策力 

7.時間掌握力 

 

EQ 

人際方面： 

8.人群關係經營力

9.教導與諮商能力

10.溝通技巧 

11.語言應用能力 

12.領導能力 

13.團隊運作能力 

14.業務管理能力 

管理方面： 

15.危機處理能力 

16.資源與環境管理

能力 

17.優先與品質管理

能力 

18.會議能力 

自我方面： 

19.生活價值 

20.工作價值 

21.工作倫理 

22 .工作態度 

IQ 
23.核心知識力  

24.相關知識力 

25.外語能力 

資料來源:整理自洪榮昭(民 90) 

五、依據張佳雯（民 89）研究發現，每一位求職者都可以自由選擇自己

想要做的工作，而各家企業也有權利從所有應徵者中選出最合適的人

才，對於人才需求的條件，會隨產業、公司、職種不同而有所差異，

然而除去專業知識技能，在用人上其實人事主管的心中都有共同的標

準，而這些共通點是不拘企業規模大小、適用於各式業種，那就是「人

格特質」。而何種人格特質最為企業所喜愛呢？依據調查發現，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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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種人格特質最為企業所鍾愛，若能符合這 15種人格特質，相信於

往後的就業也能有較多的機會。（見表 2-3.5）。 

表 2-3.5企業界所喜愛之 15種人格特質 

1.具有積極進取的態度 

3.富有挑戰精神及旺盛的行動力 

5.具有靈活的思考模式 

7.富有理性思考的能力 

9.勇於突破現狀的精神與耐力 

11.能自動自發，獨立作業 

13.具豐富的創造性與前瞻性 

15.溝通協調能力與領導力， 

2.學生時代具有廣泛的興趣 

4.具有挑戰未知的冒險精神 

6.具有多職能的能力 

8.凡事誠懇、虛心 

10.凡事都能以熱情相對 

12.能清楚的表達自我意見 

14.秉持人生有夢，築夢踏實的精神

 資料來源：張佳雯（民 89） 

六、台北市就業服務中心的研究：根據台北市就業服務中心的研究，分別

以「工作態度」、「專業技能」、「人格特質」、「職業觀念」及「工作經

驗」等五大構面，調查企業人事主管在晉用人才時所作的考量，結果

發現，「工作態度」最受到人事主管的重視，佔 38.5%；其次是「人

格特質」，佔 21.1%；第三位為「專業技能」，佔 20.6%；第四位為「職

業觀念」，佔 11.2%；最後一項為「工作經驗」，佔 8.6%（見表 2-3.6），

在每一個構面上，也按照重要性由高至低依次列初其項目，例如在工

作態度上積極，且工作熱忱高是最重要的考量： 

表 2-3.6 企業人事主管晉用人才所考量之能力因素 

順序 能力構面 百分比 能力項目(按重要性由高至低) 

1 工作態度 38.5% 

1.積極、工作熱忱度高；2.重視團隊精神、和諧；

3.肯學習；4.敬業精神佳；5.有效率；6.誠實信用；

7.有衝勁、企圖心；8.願意吃苦耐勞、挺得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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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企業人事主管晉用人才所考量之能力因素（續） 

順序 能力構面 百分比 能力項目(按重要性由高至低) 

1 工作態度 38.5% 

.適應力強；10.規劃管理的能力；11.能獨當一面；

上潮流；12.業務敏感度；13.具有國際觀；14.時代

感與跟得 

2 人格特質 21.1% 

1.積極；2.誠信；3.穩定度高；4.EQ自我情緒管理

佳；5.和諧；6.適應力強；7.勤勉；8.可塑性佳；9.

謙虛；10.不好高鶩遠 

3 專業技能 20.6% 

1.專業知識；2.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3.完成公司

目標/專案的能力；4.工作經驗；5.分析能力；6.創

新/創意能力；7.表達能力；8.語言能力；9.電腦能

力；10.專業證照的取得 

4 職業觀念 11.2% 

1.負責任；2.保守業務機；3.工作倫理；4.遵守工作

規則；5.服從領導；6.時間管理；7.薪資守密不討

論 

5 工作經驗 8.6% 

1.每個工作之表現與貢獻度；2.工作穩定性；3.轉

換工作之關連性；4.生涯規劃；5.職級之晉陞；6.

年資多寡 

資料來源：台北市就業服務中心---大台北才庫網 http://www.esctcg.gov.tw/ 

七、泛亞人力資源網亦曾針對高科技產業與一般產業技術人力所需之基本

能力進行調查。首先在高科技產業部份，經調查發現，未來我國高科

技產業仍舊會是以半導體業、光電通信器材業、電腦週邊業以及電子

製造業等所能提供的工作機會居多，如以新竹科學園區為例，發現未

來的人力職缺及所需要的能力（見表 2-3.7），需要最多的是硬體通訊

類研發人才，其次是軟體資管、生產製造、品管類等，從表中可了解

各類別所需要的能力分析項目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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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高科技產業未來人力需求與所需能力分析 

類別 人力需求百分比 所需能力 

研發 39.4﹪ 軟、硬體研發能力 

生產製造 17.8﹪ 機械操作能力、視圖能力、外文、量具使用

業務銷售 15.4﹪ 溝通、人際關係、外文 

資訊系統 9.4﹪ 電腦能力、分析、外文、程式設計 

品管ＩＥ 7.07﹪ 觀察判斷、量具操作、視圖、溝通 

行銷企劃 6.35﹪ 規劃、溝通 

助理秘書 4.53﹪ 打字、溝通 

資料來源；泛亞人力資源網站 http://www.9999.com.tw/ 

其次在一般產業的部份外，發現服務業與製造業所能提供的工作機會還

是居多，而其人力需求的預測及所需要的能力項目見表 2-3.8與表 2-3.9： 

表 2-3.8服務業人力需求與所需能力分析 

類別 人力需求百分比 所需能力 

業務銷售 77.35﹪ 溝通、人際關係、外文、 

行銷企劃 15.84﹪ 規劃、溝通 

售後服務 6.81﹪ 人際關係 

資料來源：泛亞人力資源網站 http://www.9999.com.tw/ 

表 2-3.9製造業人力需求與所需能力分析 

類別 人力需求百分比 所需能力 

研發 16.96﹪ 電腦、數學、創作力、 

生產製造 37.57﹪ 機械操作能力、視圖能力、量具操作

業務銷售 19.39﹪ 溝通、人際關係、外文 

資訊系統 12.72﹪ 打字、設計程式、電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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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製造業人力需求與所需能力分析（續） 

類別 人力需求百分比 所需能力 

品管ＩＥ 8.78﹪ 判斷、量具操作、視圖、溝通 

物管 4.54﹪ 電腦、數學、溝通 

資料來源：泛亞人力資源網站 http://www.9999.com.tw/ 

因此，綜合分析上述「國外企業界徵才所考慮之基本能力標準」與「國

內企業界徵才所考慮之基本能力標準」，可以大致歸納出企業界僱主於徵選

人才時，希望所屬之員工所能具備之基本能力標準，經整理之後大致可區分

為基礎學術能力、思考能力、個人品質能力、管理規劃能力、人際技能及其

它等六個能力構面，及其相關之能力項目（見表 2-3.10），而有關專業能力

項目標準方面，礙於各行業間所需之專業技能項目不同，故不在本表中呈現。 

表 2-3.10 目前產業界所需要之基本能力項目 
能力構面 能 力 項 目 

1.基礎學術能力 1.1礎聽說讀寫能力 

1.2應用數學能力 

1.3語能力 

2.思考能力 2.1創新、創意、創造力 

2.2問題解決能力 

2.3決策、判斷、分析能力 

2.4觀察能力 

2.5後設認知能力 

2.6學習能力 

3.個人品質能力 3.1敬業精神 

3.2創業精神 

3.3冒險精神 

3.4適應能力 

3.5興趣廣泛 

3.6具價值觀 

3.7可塑性高 

3.8自我管理能力 

3.9行動能力 

3.10展示能力 

3.11價值判斷 

3.12公民能力 

3.13積極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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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0 目前產業界所需要之基本能力項目（續） 
能力構面 能 力 項 目 

4.管理規劃能力 4.1時間管理能力 

4.2危機處理能力 

4.3生涯規劃能力 

4.4業務管理能力 

4.5資源管理能力 

4.6安全的工作 

5.資訊運用能力 5.1資訊科技能力 

5.2資訊蒐集能力 

6.人際能力 6.1領導能力 

6.2團隊工作能力 

6.3溝通能力 

6.4會議能力 

6.5顧客服務能力 

6.6環境管理能力 

7.其它 7.1生存能力 

7.2文化能能力 

7.3具國際觀 

7.4建議能力 

7.5美學能力 

7.6生態責任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專業能力分析方法 

近年來，許多先進國家或組織致力於推動發展「能力標準」，除了希望

能合乎僱用市場需求，提升個人具備未來轉業需求的能力外，更期望能藉此

提高勞動力的素質與提升知識和技能水準。然而，決定能力標準發展成功與

否的重要因素取決於所使用的職業分析方法。數十年來，有許多的分析方法

被提出，但依其所需的資訊類型、分析結果的運用方式以及考慮實務上的因

素，可分為四類十二種類型（李隆盛，民 88）（見表 2-4.1）。 

表2-4.1 能力分析之方法與特性 

性

質 
分析方法 

標的 

資訊 
進行程序 方法選擇主要考量因素 

訪 

談 

類 

一般訪談法 職責 

任務 

能力 

非結構化、半結構化、結

構化訪談 

1. 樣本或母群小 

2. 分析範圍為單一部門 

3. 獲得有品質的深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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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 能力分析之方法與特性（續） 

性

質 
分析方法 

標的 

資訊 
進行程序 方法選擇主要考量因素 

能力訪談法 能力 訪談現職工作人員及其

直屬主管有關工作職

務、活動、職責，及各項

職責的能力 

1. 樣本或母群小 

2. 分析範圍為單一部門 

3. 程序簡單、徹底 
訪 

談 

類 
重要事件法 能力 能力受訪者口述工作中

造成成功或不成功後果

的重要事件，從中找出成

功表現的能力及屬性 

1. 樣本或母群小 

2. 分析範圍為單一部門 

3. 獲得真實資料 

4. 可用經費充裕 

一般調查法 職責 

任務 

透過郵寄、面交問卷或訪

談等 

1. 樣本或母群大 

 

調 

查

類 

Delphi術 職責 

任務 

 

利用一連串匿名、有系統

的問卷，徵詢相關專家學

者意見，進而匯集形成一

致性具體的共識。 

1. 樣本或母群大 

2. 專/職業變化快 

3. 意見衝突的可能性高 

名義小組術 職責 

任務 

能力 

主持人提出問題，參與者

獨立列出構想，再由每位

參與者循序提出一個構

想，並進行整合排序 

1. 可用時間短 

2. 可用經費少 

3. 確保參與者的平等性 

DACUM 法 職責 

任務 

能力 

主持人藉腦力激盪術，請

參與者口述職責，並列於

牆上，然後進行整合排序

1. 可用時間短 集 

會 

類 

蒐尋會議法 職責 

任務 

能力 

先進行全體會議構想未

來環境，接著分組會議產

生構想，再進行全體會議

整合 

1. 可用時間短 

2. 專/職業變化快 

3. 特別針對未來可能和所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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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 能力分析之方法與特性（續） 

性

質 
分析方法 

標的 

資訊 
進行程序 方法選擇主要考量因素 

功能分析法 職責 

任務 

 

先確認各種職務的主要

目的，再分析達到目的所

需能力 

1. 可用時間短 

2. 從團隊或組織觀點分析

能力，適用本團隊 

CODAP法 職責 

任務 

寄發任務清單問卷，再利

用電腦程式作統計分析

1. 意見衝突的可能性高 

2. 可系統化分類 

3. 有電腦輔助 

觀察法 職責 

任務 

 

實地觀察、記錄並分析 1. 可用經費充裕 

2. 可取得第一手資料 

其 

他 

類 

McBer法 職責 

任務 

能力 

先探討優良及中度工作

者差異，再確認造成差異

的屬性或能力 

1. 可用經費充裕 

2. 樣本或母群小 

3. 針對單一部門 

資料來源：吳碧華（民 89） 

從表 2-4.1 可以知道，職業能力的分析方法種類相當多，每一種分析方

法也都有其優點與使用限制，為能了解職業分析方法之特性，本研究僅就蝶

勘法 （Developing A Curriculum，DACUM）、德懷術（Delphi）、V-TECS法、

以及功能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等四種職業分析法，分做簡述的介紹。 

壹、DACUM分析法 

DACUM分析法，為發展一套課程（Developing A CUrriculuM）之簡

稱，其以技能為導向，最早源自於加拿大，之後再經由俄亥俄州立大學教

育與僱用訓練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Employment）羅博

諾頓博士（Dr. Robert Norton）修正，而被廣泛用以發展技術準備課程。諾

頓指出（Work-based Learning Resource Center,2001），現職工作人員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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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都應該比任何人更能夠精確的描述工作的情況和為了能正確的描述

所要執行的任務（task），應必需要有有效的工作描述方式，而所有的任務

也都需具備某種的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工具（tools）、以及

工作態度（attitudes）。 

為能了解 DACUM分析法的進行過程，茲將其分析步驟說明如下：（田

振榮，民 89；黃政傑、李隆盛，民 85） 

一、首先成立 DACUM分析小組：DACUM是屬於專家諮詢方式的工

作分析方法。因此，必須慎選專家，通常必須是該領域內的專家

學者、僱主、現職工作者、監督者、以及一位熟悉 DACUM的分

析師，總共成員由 14至 18人組成。 

二、進行文獻資料蒐集：就現存的分析結果、研究報告、操作手冊、

工作分類與職業分類典等，進行該職業領域的資料蒐集。 

三、分析職務（duty）：DACUM分析小組必須經由 DACUM分析師主

持二次左右的焦點團體會議，透由腦力激盪的方式，建構出該職

業或該工作領域的所有職務，會議進行中分析師必須確實引導會

議的進行，適時提出問題並記錄。 

四、分析任務（task）：由 DACUM分析師引導專家，逕而導引出每一

項職務所應包括的任務。 

五、重新檢視職務與任務的適切性：DACUM 分析師就所導出的職務

與任務，要求專家進行確認，不適合的職務與任務則給予合併或

剔除。 

六、分析相關的需求：根據完成任務的需求，分析所需要的資源，例

如知識、技能、設備、材料、環境等。 

七、分析特定的操作步驟與表現規準：根據完成任務的需求，詳列特

定的操作步驟，與完成操作所需的最低表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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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DACUM分析法具有省時、省力、內容明確、簡便與適合快

速變遷的行業使用等優點，因此在國內外相關的分析研究上常被廣泛的習

用，但也因其內容穩定性不夠，且都是在短時間之內就做成決定，因此仍略

嫌不足；其次主席的主持能力也會影響會議進行的效率及品質。因此當進行

DACUM分析時，最好能有一位立場中立且負責主持 DACUM分析會議的分

析師，及一位負責將專家在腦力激盪下就該職業或組織的職務（duty）、任

務（task）所得資料記錄下來的記錄員。但需留意，DACUM 分析法是由參

與會議的專家以腦力激盪的方式導出結果，因此會議中分析師需避免自己主

觀的看法影響到分析的結果，同時應注意不要拒絕與會人員所提出的任何意

見，以免影響與會人員思路的順暢。 

貳、Delphi分析法 

Delhpi分析法是由美國空軍委託藍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所發展出

來的職業分析方法。其實施方式乃是透過一群專家在彼此互不碰面，而是以

郵寄、mail或傳真的方式進行數回合有系統的問卷式調查，在每次調查後都

再將分析所得結果及最新的問卷分送給接受調查的專家學者，作為修正其先

前的結果使用，如此反覆的實施，直到達成共識為止。因此簡而言之 Delphi

式的職業分析方法是經由所有參與的專家以互不碰面，但透由相互集思廣益

的方式，針對某一問題匯集形成一致性且有具體共識的分析方法（李隆盛，

民 78；黃政傑，民 82）。 

而使用 Delphi分析法，主要具有下列四點特徵：  

一、具隱密性（Anonymity） 

由於問卷係採匿名方式進行，因此受查者可以在無任何壓力的

情況，自由填答，不必有所顧忌，坦誠的表達自己的看法，故調查

所得的結果較能反應受查者內心真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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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次反覆使用（Iteration） 

經多次問卷的填答，且於第二次填答後均提供上一次的問卷整

理結果供專家參考，讓參與者均能從這些資料中得知別人的想法，

藉由了解其它專家學者的看法來重新審視自己的意見，並作修正。 

三、具有回饋性（Feedback） 

在每一次問卷完成之後，為能讓專家們都能相互得知一些重要

訊息，因次必須做一些簡單的統計，如平均數或眾數等，並把統計

結果附在下一次的問卷上，再逐步找到共同的意見趨向。 

四、統計（Statistic） 

專家的意見最後必需以統計結果解釋，最好用的統計值為眾

數，其次為平均數。經過 Delphi 的分析過程後，將會發現專家的

意見有一半以上能接近「真值」。 

Delphi分析法除具有上述四點特徵外，其亦有下述優點（Weaver,1988）： 

1.可從專家群中獲得意見。 

2.重覆實施藉由回饋及交互作用的方式，使意見漸趨於一致。 

3.分開填答，不受他人影響。 

4.讓專家有參予的感覺。 

綜合上述，可知採用 Delphi式的問卷調查具有較高的完整性、隱密性、

高可信度與問卷能重覆多次使用等優點；但缺點方面，由於費時較長、調查

次數過多（一般為 2-3次）與過程繁複，專家學者易生疲倦而中途離去，致

使研究樣本容易流失，影響後續研究之進行。 

參、V-TECS分析法 

V-TECS係 Vocational-Technical Eduction Consortium of States的縮寫，由

美國數州的機關合作所發展出來。V-TECS分析法係屬於一種系統性的分析

方法，目的在使學生獲得特定工作職場的能力，以建立符合社會需要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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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黃政傑、李隆盛，民 85）。 

典型的 V-TECS發展步驟如下（康自立，民 71）： 

一、先發展職業目錄 

透由廣泛之文件資料分析，待初稿完成之後經該職業現場之工作

者預試修正整理為最後之職業目錄問卷。每份職業目錄問卷包含三部

份：（一）為基本資料部份；（二）為執行工作時所使用之設備目錄；

（三）為工作目錄（Job Inventory）或稱職責任務清單（Duty-Task 

List）。 

二、進行實地調查 

調查對象為與工作有關之實際工作者，其對象之選擇係以電腦隨

機抽樣而得。 

三、決定進一步寫成行為目標的「任務」 

當問卷回收之後，即將資料送入電腦進行分析與統計，然後根據

任務之費時程度（Time Spent）；任務之履行率（Percent of Respondents 

Performing）；任務之重要性（Task Criticality），三種選擇標準來決定

某一任務是否被列入，再進一步書寫成行為目標 

四、發展能力目錄以便實施再測試 

當「任務」選定之後，再由現場工作者、職業科目教師、技術文

章或書籍作者，以及工業界代表等所組成的編輯小組書寫「任務工作

單」（Task Worksheet），再根據任務工作單轉寫成「能力目錄之訪問

卷」。 

五、進行測試 

完成「能力目錄訪問卷」後，即開始進行測試，通常採用訪問法

進行，對象包括教師、督學、學校之課程專家、校長、實習主任及各

科科主任等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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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整理分析，並寫成能力目錄 

經回收測試完畢後的資料，即開使進行整理、統計與分析，並綜

合而成最後之能力目錄。 

綜合上述，V-TECS分析法不僅具有績效性與實用性，其最大之特色即

是能不斷重覆的從職場工作者中得到回饋並修正，之後再運用統計技術及電

腦，精確的分析與處理大量的資料，使其最後的結果能符合時代及工作世界

真正之需求；然而其缺點是進行中會耗用太多的人力、物力、時間及財力。

而且為使所得結果令人滿意，必須所有參與者都有同心協力的表現，否則恐

其結過亦是差強人意（黃政傑、李隆盛，民 85）。 

肆、功能分析法（Functional Analysis） 

功能分析方法源自於英國。西元 1986年，英國政府於在一項 ESF核心

技能發展計畫（ESF Core Skills Project）中發現，傳統的職業分析方法並不

是非常有效，因此須改採以職業的功能進行分析，也就是以「工作」的角色

作為分析的標的，由於效果不錯，因此取代了傳統的「任務分析」（task 

analysis），或稱為「工作角色分析」（work role analysis）（Mansfield & Mitchell, 

1996；田振榮，民 90）。 

由於分析標的、分析程序與分析目的的不同，因此各種分析方法相繼被

提出，但仍可將其歸納為三大類，即角色分析（role analysis）、功能分析

（function analysis）、與技能分析（skill analysis）（Blackmore,1999）。其中角

色分析注重工作者的角色；技能分析注重操作技能；而功能分析注重的是「功

能」而非過程，也就是最後的成果或產出，其重要性愈來愈高，已經漸被世

界各國的職業分析專家所重視。 

為深入了解「功能分析」法之使用特色，茲將其特色陳述如下（田振榮，

民 90）： 

1. 功能分析強調描述工作活動所得的結果或產出，而非工作活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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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分析可以透由文獻探討、訪問、焦點團體法等技巧，來蒐集全盤的

資訊，而非經僅藉由經驗或觀察來獲得片段的資訊。 

3. 功能分析所得結果係以功能樹狀圖（functional map）來描述其功能架構

與連結關係，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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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可以經由功能樹狀圖再行分析而得。本研究所稱之功能

樹狀圖在功能分析方法中所呈現的方式不單僅有樹狀（tree）的型式，

亦有使用圓形圖的型式來表現，然而在國內文獻所發現的功能圖

（functional map）結構都亦都如樹狀圖般，且又經本研究所邀請之專家

學者建議，應以功能樹狀圖來詮釋目前文獻所稱呼的功能圖較為合適，

故本研究，則統一以功能樹狀圖來稱之。 

4. 從關鍵目的、主要功能、次要功能、到功能單元都必須遵循「動詞＋受

詞＋條件」等一原則來陳述功能分析所得之結果。「動詞」表示完成此

一成果或輸出所應採取的活動；「受詞」表示成果或輸出；「條件」則是

指相關的環境，如果沒有條件則可以省略。 

5. 因職業領域寬廣的不同，功能分析可以採用四階段分析或三階段分析。

如果職業領域寬廣，可以採用四階段分析；如果是較單純的職業，則可

以採行三階段的分析方式，雖然有階段上的差異，但其分析程序與分析

方法皆相同。 

6. 功能分析是屬於結構化的分析方法，其最大的特色之一是使用動態的分

析程序，由上而下（由關鍵目的至功能單元）採用分解規則，依次演繹

出完整的功能樹狀圖，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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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再由下而上（由功能單元

至關鍵目的）回到前一階段採用重複規則，持續檢查分析的適切性（見

圖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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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樹狀圖
（functional 

map）
關鍵目的

（key purpose）
主要功能

（major function）
次要功能

（sub function）
功能單元

（function unit）

由左至右：分解規則（採一致的邏輯劃分原則）

由右至左：重複規則（檢視分析的妥適性）

圖 2-4.1 功能分析演譯規則與程序 

資料來源：田振榮（民 90） 

綜合上述，可以大抵了解「功能分析」之特色。然而，嚴格而論「功

能分析」應稱為職業分析的取向（approach），係一種用以確認職業能力演

繹分析的策略（ILO,2001），而整個演繹分析策略則必須要有一位熟悉功能

分析法的「功能分析師」（functional analyst）主導，藉由蒐集與該職業領

域相關之文獻，再利用個別諮商、訪談、焦點團體等技巧得到該職業所需

之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其功能樹狀圖之輸出模式為一水平樹狀結構

（見圖 2-4.2），由左邊開始，依序從關鍵目的（key purpose）、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s)、次要功能(sub functions)到功能單元(function units)四元素（ILO, 

2001），為進一步了解功能分析方法之使用，茲將各元素所代表之目的，陳

述於下（田振榮，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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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階段「應該做什麼?」，才能完成本階段的功能？ 

關鍵目的
(key purpose)

 

 

主要功能
(major function)

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sub function)

 

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次要功能

功能單元
(function unit) 

做了某一階段的功能，是否可以完成上一階的功能？

功能單元

功能單元
 

圖 2-4.2 功能樹狀圖分析模式 

資料來源：田振榮（民 90） 

（一）關鍵目的（key purpose） 

所謂的關鍵目的係指一個職業領域的目的、任務、貢獻、或理想。它是

功能分析法進行的出發點，在該職業領域內，它是所有成員共同追求的目

標。因此透由關鍵目的的分析可以和該職業領域的專家、學者、僱主、僱工、

教育家、訓練家、人權團體等，經由訪談、諮商、焦點團體等技巧，來完成

關鍵目的的分析，表 2-4.2為「衝壓模具設計分析師」之關鍵目的分析範例。 

表 2-4.2 關鍵目的分析範例 

職業領域 關鍵目的 

衝壓模具設計分析師 

設計與分析衝壓元件、沖切模具、彎曲模

具、引伸模具及連續衝壓模具等精密模

具，以達成職場任務的需求。 

資料來源：許陽明（民 91） 

（二）主要功能（major functions） 

主要功能（major functions）之分析，亦可稱為關鍵領域（key areas）之

分析，其基本原則是以「分類規則」（classification rules），或稱「分解規則」

（break-down rules），亦稱為「演譯規則」（deductive rules）將關鍵目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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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數項的主要功能。分析時，功能分析師必需向該職業領域的專家請教「為

了達成該職業所需之關鍵目的，該職業領域之人員應該具有那些能力？」，

該職業領域的不同專家，也許會由不同的角度、觀點思考，而形成不同的答

案，例如「監督者」會以「規劃」、「發展」的大方向，提出主要的功能；而

「現職工作者」會以「操作」、「實施」的觀點，提出主要的功能，而功能分

析師的任務就是在整合記錄所有專家所提出的主要功能，並經諮商討論，而

形成一致的共識。分析的過程中，所有參與的專家不一定要瞭解功能分析的

使用方法，但必需要熟悉該職業領域的功能。故引起動機，誘導思考的動作

則是功能分析師的責任，表 2-4.3 為針對「沖壓模具分析設計師」之主要功

能進行分析。 

表 2-4.3沖壓模具分析設計師之主要功能分析 

關 鍵 目 的 主要功能 

設計與分析衝壓元件、沖切模

具、彎曲模具、引伸模具及連續

衝壓模具等精密模具 

沖壓元件設計 

沖切模具設計 

彎曲模具設計 

引伸模具設計 

連續衝壓模具設計 

沖壓模具分析 CAE 

資料來源：許陽明（民 91） 

由於關鍵目的的分析是功能分析的起始點，而主要功能分析的正確與否

亦是影響關鍵目的能否達成的重要關鍵，因此為能順利引導該職業領域的專

家進行主要功能之分析，根據 Mansfield（1996）的研究顯示，大部份主要

功能會落入下列五個型態之中，功能分析師可以根據這五個型態提示專家，

誘發與會專家思考，導出該職業之完整功能樹狀圖： 

1.操作性或技術性的功能（operational/technical）：由於大部份的職業領

域都具有操作性或技術性的功能，因此在分析時，必需思考是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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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技術性的角度，來分析其主要功能。 

2.策略性功能（strategy）：通常和決策判斷有關，例如規劃整體的發展

方向、預估未來的需求、設定技術和操作的規範，決定資源的應用等。 

3.創新性或創造性功能（innovation/creativity）：通常和新觀念、新概念、

新方法等有關，例如研究新的治療方法、研發新產品、發展新製程等，

尤其是研發部門或研究機構，會有較多創意與創造性功能。 

4.管理性功能（management）：通常和管理階層有關，舉凡生產管理、製

程管理、人事管理、經營管理、財產管理與組織管理等。 

5.價值基礎功能（value base）：大部份的服務性職業或金融業領域，都

會碰到價值基礎角色，如處理顧客的資金、取得顧客的信任、保管顧

客的財務等。 

由於關鍵目的與主要功能二者之間，是屬於雙向的關係。因為要達成關

鍵目的，必須要達成所有的主要功能；達成所有的主要功能，關鍵目的也一

定可以完成。因此，主要功能的分析是功能分析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如果

主要功能分析不完全，自然影響到後續的分析，而要使主要功能的分析妥

善，分析過程中必須把握下列三個原則： 

1. 為了解該職業領域的功能，事先應該多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文獻來

源包含研究報告、政府及職業相關機關的出版品、雜誌、報紙、操作

手冊、書籍、及現存的分析結果等。 

2. 功能分析師應在諮商、訪談、或團體法的過程中，扮演觸發者的角色，

並適時以前述的五種型態，提示專家思考。 

3. 所邀請的專家除了需具代表性之外，必須也是該職業領域的參與者。

因此為能使該職業領域的所有主要功能完整呈現，參與者的選擇則需

考慮其廣泛性、地域性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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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要功能（sub functions） 

次要功能（sub functions）、或稱為附屬功能（sub-functions）、亦稱為關

鍵角色（key roles）之分析。其主要分析過程，除了適用主要功能之五個特

性外，功能分析師還可以依據下列原則，誘導專家思考，提出次要功能，以

協助分析的進行，這五個特性分別是 1.考慮「線性」的處理程序，2.考慮「循

環」的處理程序，3.不同的方法或程序應加以劃分，4.劃分不同的產品或服

務等原則，提示專家思考，以協助分析的進行。表 2-4.3 係針對「沖壓模具

分析設計師」的主要功能「沖壓模具分析 CAE」進行次要功能之分析。 

表 2-4.4 主要功能「沖壓模具分析 CAE」之次要功能分析 

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沖壓模具分析 CAE 

模具分析 CAE認識 

模具分析軟體介紹 

模具分析流程 

模具分析模擬項目 

資料來源：許陽明（民 91） 

（四）功能單元（functional units） 

當完成次要功能之分析後，如果「個人」已有能力達成該功能任務，此

時分析就可以停止，如果該功能任務仍然需要「團隊工作」才能完成，則應

繼續進行下一階段之分析，即功能單元（functional units）分析，才能進一

步將功能單元發展成為個人所擁有的技能和知識。例如表 2-4.4 的次要功能

之一項－「模具分析 CAE認識」，經參與者認為仍有許多程序有待完成，一

個人不能同時兼顧獨立完成，因此必須進一步分析，其結果則如表 2-4.5 所

示，表中所列之功能單元其分析程序是屬於線性的處理程序，按照沖壓模具

分析 CAE 作業流程來思考，當每一個功能單元都可以由一個人獨立完成，

已經無法再以「分解規則」繼續劃分，功能分析即可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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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5 次要功能「模具分析 CAE認識」之功能單元分析 

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功能單元 

沖壓模具分析 CAE 模具分析 CAE認識

瞭解模具分析的效益 

瞭解模具分析工作流程 

瞭解模具分析考慮因素 

瞭解模具分析設備需求 

瞭解模具分析數學理論基礎 

資料來源：許陽明（民 91） 

前述提及，因職業領域的寬廣度不同，故有不同階段的分析程序，若所

屬的職業領域較為寬廣，則可採用上述的四階段功能分析，但若是屬於較窄

的職業領域或單一的職類，則可採三階段之功能分析法，也就是將四階段分

析中的此要功能與功能單元合成一個，亦即直接由主要功能再分析成模組

（Modules）。然而為使其分析結果完整，功能分析師必須在分析的過程中

不斷的檢視功能樹狀圖的完整性與妥適性，並適時的引導專家進行思考，而

其檢視依循的原則如下（田振榮，民 90）： 

1. 功能樹狀圖是否都是以成果或功能的方式顯現：功能樹狀圖必須以成

果或功能方式表現，不應牽涉特定的操作，特定的設備，特定的材料。

因為特定的操作、設備與材料等，會因科技的快速變遷，或新方法的

出現而過時，導致所發展出來的技能標準不合時宜；如果功能沒有改

變，但是操作、設備或材料改變時，則只要改變後續的分析，不致於

牽一髮而動全身。 

2. 功能樹狀圖是否可以反應該職業領域的最佳實況：功能樹狀圖是發展

技能標準、教育訓練需求及評量規準的依據，如果功能樹狀圖無法反

應該職業之最佳實況，則冀求後續的發展能達成「標準」，無異是椽木

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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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樹狀圖是否預測了該職業領域的未來需求：「功能分析」所強調的

精神再於預測該職業領域未來的需求情況，而為能正確預測未來之需

求，該職業領域的專家，則可以根據過去科技變遷的軌跡，以及目前

的環境現況，預測未來該職業領域的變化。因此所分析之專業能力項

目功能樹狀圖不單僅是要能反應現狀，符合目前環境需求，而是更應

該能含括未來的環境需求。 

4. 功能樹狀圖是否有斷裂情況：如果分析時發現某些功能單元有斷裂情

況，也就是某些有四階，某些僅有二階或三階，則功能分析師必須將

斷裂部份整合，使其歸併到其他的主要功能或次要功能，使功能樹狀

圖成為完整的四階圖形或三階圖形。 

5. 檢視每一個功能單元是否都可由一個人獨立完成：如果功能單元仍需

團隊工作才能完成，則不能發展成為標準，因此必須再加以分解，直

到功能單元可以由一個人獨立完成為止。 

最後，為能使所發展之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再發展成為該職業領域

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則必需根據所完成之功能樹狀圖，依其功能單元或模

組，逐步發展出該職業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由於功能單元或模組是一個人

可以獨立完成的功能，故在導入專業能力標準中則統一稱之為「關鍵活動」

（Key Activity），而要完成「關鍵活動」的最低標準就是「表現規準」，而「相

關知能」則是為完成「關鍵活動」所需要的知識、技能、環境或材料等，而

為能判斷是否已經具備該職業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則必需經由「評量指引」

的方式來評定。因此藉由「關鍵活動」、「表現規準」、「相關知能」與「評量

指引」等一系列組合，則構成專業能力標準所需之內容架構（康鳳梅、溫瑞

烘等，民 90）。 

綜合以上四種之職業分析方法，DACUM分析法雖為國內常習用的能力

分析方法，不管是花費或輸出品質亦都有相當不錯評價，但考量使用者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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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性與信度表現方面偏低的因素，以及國內亦已有學者使用以 DACUM 與

Delphi分析出從事製圖技術工作之人力所應該具備之能力需求目錄。再者由

於能力分析方法與途徑雖多，但其目標都一致，皆是希望能獲得精確、實用

且能對未來產生正確預測的結果。因此，經本研究分析現前各國所使用之能

力分析法，與考量現在與未來整體環境變遷的影響，乃決定採用目前較普遍

被世界先進國家所採用的能力分析方法－「功能分析法」，作為研究製圖技

術工作所需之專業能力項目的分析方法，並利用焦點團體法於會議中，由會

議主持人亦即「功能分析師」引導專家學者依功能分析方法逐步分析出製圖

人員所需具備之專業能力項目。 

第五節 產業界製圖技術人力專業能力發展現況 

機械是工業之母，「工程圖」是機械領域共通的語言，從產品的研發設

計、生產製造到品管銷售等過程，都需要仰賴「工程圖」作為彼此溝通的媒

介（康鳳梅、簡慶郎，民 90）。工業職校一直都是國內產業界基層技術人力

培育的搖籃，以工業職校製圖科而言，是國內產業在基礎設計與製圖技術人

力主要的職工來源，面對二十一世紀產業環境快速轉變的影響，為能培養、

訓練符合產業界實際所需的技術人力，其專業能力的訓練與加強相當重要。

在國內，也有學者以 DACUM、Delphi或其它分析方式探討過從事製圖技術

相關工作之技術人力為能符合當前產業的變化需求，所應具備之專業能力項

目，故為能有效掌握目前機械產業界技術人力之能力需求概況，本節將目前

製圖員所需之專業能力發展現況陳述於下。 

壹、DACUM分析法 

面對時代需求與產業的變遷，過去工業職校所偏重的訓練方式－「能力

本位訓練」，對國內經濟與產業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然而由於資訊科技的

進步與生產方式不斷轉變的影響，若仍單以「能力本位訓練」作為人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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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養成的方式，顯然的在目前的社會環境已經不足。以工業職校製圖科而

言，過去以電腦繪圖作為製圖或設計的工具較不普遍，因此在學校所教導的

製圖方式較著重於以傳統製圖用具，如量角器、三角板等工具進行教學，然

而面對資訊爆炸的二十一世紀，若是以傳統製圖的教學法來培育與訓練下一

代技術人力，已經無法符合時代需要。因此，為順勢產業界在製圖與設計工

作逐漸被電腦化取代的影響，從事電腦輔助製圖（Computer Aided Drawing，

CAD）技術工作之技術人力需具備何種之專業能力項目故漸形重要。學者

Fong-Mei Kang & David W.S Tai（1999）即曾以 DACUM法對於從事 CAD

技術相關工作之製圖員所需具備之能力項目進行探討。結果發現，從事 CAD

技術工作之技術人力為能符合產業需求，必需具備 68 項的專業能力項目，

而這 68項能力項目包括在 1.幾何圖繪製（Geomerty Drawing）、2.正投影視

圖（Orthographic Projection Drawing）、3.CAD系統（CAD System）、4.剖面

（Sections）、5.輔助視圖（Auxiliary Views）、6.尺度、註解與精度（Dimensions, 

Notes and Precision）、7.標準零件的繪製與查閱及應用其規範（Standard 

Machinery Part Drawing; Specifications and Using Tables）、8.實物測繪與工作

圖繪製（Working Sketch and Drawing）、9.判讀工作圖（Reading Working 

Drawing）、10.繪製立體系統圖（Exploded Isometric Projection Drawings）、11.

展開圖（Development）、12.3D 製圖（3D Drawing）、13.焊接圖（Welding 

Drawing）、14.管路圖（Pipe Drawing）、15.液氣壓組件圖（Diagrams of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Components）15個學習模組或單元當中；其中 1至

3 項單元可以說是進入後續 CAD 技術的前置基礎工作，若能具備這 3 項學

習模組的能力，在導入後面的能力項目時則會較為容易；4至 9項是屬於工

作圖單元；而 10至 15項則是屬於專業製圖單元。 

再者，基於對產業界的瞭解，產業界的能力目錄仍應以一般製圖與專業

製圖作為分類較能符合需求，因此康鳳梅、簡慶郎（民 90）又以問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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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經實際訪談及專家座談等方法，了解產業界在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Computer Aided Mechanical Drawing，CAMD）技術人力方面所需求之能

力現況，經調查發現從事 CAMD 之技術人力必需具備有十五項的能力項

目，而這十五項之能力含括在一般製圖、專業製圖與電腦操作能力三項工作

項目之中，其中就一般製圖而言，包括有九項能力項目，即「能繪製應用幾

何圖形」、「能繪製正投影視圖」、「能繪製剖視圖」、「能繪製輔助視圖」、「能

標註尺度與精度」、「能表示標準元件並查閱及應用其規範」、「能測繪實物及

繪製工作圖」、「能判讀工作圖」與「能繪製立體分解系統圖」；而專業製圖

有四項，即「能繪製熔接與鉚接圖」、「能繪製管路圖」、「能繪製展開圖」與

「能繪製液氣壓迴路圖」；電腦操作方面則有二項，包括「能應用製圖軟體

系統」、「能繪製三度（3D）空間製圖」（見表 2-5.1），之後在經認知理論分

析，得知在一般製圖中共有四十七項的知識項目、專業製圖有十六項，而電

腦操作則有十八項, 總計八十一項知識項目（見表 2-5.2、2-5.3、2-5.4）。 

表 2-5.1 CAMD人員所需之專業能力項目 

工作項目 能力項目 

1.一般製圖 

1.1能繪製應用幾何圖形 

1.3能繪製剖視圖 

1.5能標註尺度與精度 

1.7能測繪實物及繪製工作圖 

1.9能繪製立體分解系統圖 

1.2能繪製正投影視圖 

1.4能繪製輔助視圖 

1.6能表示標準元件，並查閱及

應用其規範 

1.8能判讀工作圖 

2.專業製圖 
2.1能繪製熔接與鉚接圖 

2.3能繪製展開圖 

2.2能繪製管路圖 

2.4能繪製液氣壓迴路圖 

3.電腦操作 3.1能應用製圖軟體系統 3.2能繪製三度（3D）空間製圖

資料來源：康鳳梅、簡慶郎（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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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CAMD一般製圖工作項目所需之能力項目及知識項目 

能力項目 知識項目 

應用幾何圖型繪製 
1.繪圖基本用具之使用 

3.應用幾何圖型繪製 

2.字法書寫與線法繪製 

4.圖框、標題欄繪製 

正投影視圖繪製 
1.認識正投影原理 

3.習用表示法 

2.正投影視圖表現 

4.徒手畫 

剖視圖繪製 
1.剖視圖的原理 

3.剖視圖習用表示法 

2.剖面的種類 

輔助視圖繪製 
1.輔助視圖的原理 

3.單斜面輔助視圖的畫法 

2.單斜面輔助視圖 

尺度與精度 

1.尺度之判讀及換算 

3.尺度標註與註解 

5.標註表面符號 

7.標註幾何公差 

9.檢驗規畫 

2.尺度標註 

4.瞭解加工方式與製程 

6.標註公差配合 

8.標註硬度 

標準元件表示法及

其規範查閱與應用 

1.螺紋的種類與畫法 

3.螺帽墊圈與房鬆裝置 

5.軸聯結器之繪製及標示 

7.軸承之繪製及標示法 

9.鏈輪之繪製及標示法 

11.凸輪之繪製及標示法 

2.螺紋結件的種類與畫法 

4.鍵、銷與扣環的畫法 

6.離合器之繪製及標示法 

8.帶輪之繪製及標示法 

10.齒輪之繪製及標示法 

12.彈簧之繪製及標示法 

實物測繪及 

工作圖繪製 

1.機構零件的拆卸與裝配 

3.材料認識、研判、應用及表示

5.工作圖的內涵 

7.機件之測繪 

2.量測儀器使用與校正 

4.表面處理認識標示 

6.實物測繪技巧 

8.機構的測繪 

工作圖判讀 1.零件圖之判讀 2.組合圖之判讀 

立體分解系統圖 1.等角圖繪製 2.立體分解系統圖繪製 

資料來源：康鳳梅、簡慶郎（民 90） 



 58

表 2-5.3 CAMD專業製圖工作項目所需之能力項目及知識項目 

能力項目 知識項目 

熔接圖與鉚接圖 1.熔接符號與鉚接符號繪製 2.熔接與鉚接工作圖繪製 

管路圖 1.管之種類 

3.閥之種類及繪製 

5.管路立體圖繪製 

2.管定義及畫法 

4.管路平面圖繪製 

 

展開圖 1.柱體面展開圖繪製 

3.曲球面及變口體面展開圖

繪製 

2.錐體面展開圖繪製 

4.相貫兩直立柱面之展開圖

繪製 

液氣壓迴路圖 1.認識液氣壓元件 

3.液壓迴路圖繪製 

5.氣壓迴路圖繪製 

2.液氣壓符號繪製 

4.氣壓符號繪製 

資料來源：康鳳梅、簡慶郎（民 90） 

表 2-5.4 CAMD電腦操作工作項目所需之能力項目及知識項目 

能力項目 知識項目 

製圖軟體系統之運用 

1.電腦在製圖上的應用 

3.電腦製圖周邊設備之設定 

5.直線圖形繪製與編修 

7.視圖繪製與編修 

9.圖形量測 

2.電腦製圖軟硬體需求 

4.圖框之繪製 

6.圓及曲線的圖形繪製與 

編修 

8.圖檔管理 

三度空間製圖 

1.三度空間觀念之建立 

3.3D工件實體圖繪製與編修

5.曲面繪製及建工件薄殼之

建立 

7.3D工件合併 

9.3D工件的彩現 

2.三度空間製圖所用軟體 

基本功能介紹 

4.3D工件產生 2D視圖 

6.3D工件組合 

8.3D系統圖 

 

資料來源：康鳳梅、簡慶郎（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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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Delphi分析法 

學者康鳳梅（民 84）曾於國科會計畫中以 Delphi 的分析方式探討過製

圖技術人力所需具備之操作項目及設計技術人力所需具備之設計項目能力

分析。分析結果得出製圖技術人力所需操作項目含括在七個操作項目內，即

幾何作圖、正投影視圖、繪製剖視圖、標註尺度、標註表面符號、標註公差

與標註表面處理，之後再經分析每一項操作項目所需之知識項目，發現可以

得出製圖技術人力所需的 101項知識項目（見表 2-5.5）；而在設計技術人力

所需設計項目分析方面，經 Delphi 分析之後，得出必需具備七項的設計項

目，內容包括設計公差、設計表面粗糙度、設計表面處理、設計幾何公差、

選用機件材料、選用與運用機件相關值與標註重要尺度等七項，同樣再經分

析每一設計項目所需的知識項目，發現可以獲得設計技術人力所需的 37 項

知識項目，由於設計技術人力的專業能力標準非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方向，因

此僅以表 2-5.6所示之能力項目舉例介紹。 

表 2-5.5 製圖技術人力所需操作項目 

操作項目 知  識  項  目 

1.線條與字法 

3.平行線與垂直線 

5.圓及圓弧 

7.直線與圓弧相切 

9.正多邊形 

11.圓弧長度 

2.水平線與直立線 

4.夾角 

6.線段、角與圓弧之等分

8.圓弧與圓弧相切 

10.圖形遷移 

12.橢圓 

幾何作圖 

13.拋物線 

15.擺線 

17.螺旋線 

14.雙曲線 

16.漸開線 

18.阿基米得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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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5 製圖技術人力所需操作項目（續） 

操作項目 知  識  項  目 

繪製正投影視圖 

19.投影種類 

21.第一角與第三角畫法

23.六個主要視圖 

25.曲線之投影 

27.局部放大視圖 

29.中斷視圖 

31.圓角表示法 

33.差距甚小時之表示法

35.輔助視圖 

20.正投影原理 

22.線之優先順序 

24.視圖選擇 

26.局部視圖 

28.轉正視圖 

30.展開視圖 

32.軸上平面表示法 

34.輥花、金屬網等表示法

繪製剖視圖 

36.剖面 

38.剖面線 

40.全剖面 

42.半視圖 

44.局部視圖 

46.移轉剖面 

48.割面之轉正 

37.割面線 

39.隱藏線之省略 

41.半剖面 

43.虛擬視圖 

45.旋轉剖面 

47.多個剖面 

49.不加以剖視之部份 

標註尺度 

50.尺度界線與尺度線 

52.數字 

54.形狀尺度與位置尺度

56.角度標註 

58.半徑標註 

60.弧長標註 

62.去角方形 

51.箭頭 

53.指線與註解 

55.長度標註 

57.直徑標註 

59.球面標註 

61.旋長標註 

63.方形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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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5 製圖技術人力所需操作項目（續） 

操作項目 知  識  項  目 

標註尺度 

64.錐度標註 

66.板厚標註 

68.突緣與凹槽標註 

70.不規則曲線 

72.多餘尺度 

74.尺度標註原則 

76.更改尺度 

78.連續尺度 

65.斜度標註 

67.坑座標註 

69.鳩尾槽 

71.相同形狀尺度 

73.重覆尺度 

75.尺度基準 

77.未按比例尺度 

79.讓槽 

標註表面符號 

80.粗糙度數值 

82.粗糙度等級 

84.代用之表面符號 

81.表面符號 

83.表面符號之標註 

85.加工法 

標註公差 

86.互換性與準確性 

88.單向公差 

90.通用公差 

92.標準公差 

94.配合制度 

96.幾合公差 

87.公差配合 

89.雙向公差 

91.專用公差 

93.公差符號 

95.公差標註 

 

標註表面處理 

97.表面處理之類別 

99.熱處理之類別 

101.表面處理加工程序 

98.表面處理之方法 

100.常用熱處理要求之註解

資料來源：康鳳梅（民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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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6 設計技術人力所需設計項目 

設計項目 知  識  項  目 

設計公差 1.配合之運用 2.公差之選用立線 

設計公差 
3.累積公差  

5.表面處理對公差之影響

4溫度差對公差之影響 

 

資料來源：康鳳梅（民 84） 

經由上述所得文獻資料分析，了解從事製圖技術工作之技術人力為能符

合就業的基本需求，必需具備上述所列之能力項目與知識項目，同時從上述

資料中亦發現，從事製圖技術人力所需具備之專業能力項目相當多，然而無

論如何，透由這些相關的研究文獻資料，都可以提供給欲進入業界從事製圖

或設計等相關領域之技術人力作為個人專業訓練與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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