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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為達成本研究發展製圖科畢業學生所需具備之專業能力標準及基本能

力等級，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與研究實施方式係採用田振榮、康鳳梅（民

90）於國科會計劃所發展使用之方式進行，以下茲將本研究進行之架構、研

究工具、實施方式及資料處理方法等，分節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將其研究發展架構陳式如圖 3-1.1所示： 

 

蒐集相關之文獻資料

製圖員之初步專業
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

確認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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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製圖員專業能力項目
功能樹狀圖

專業能力與基本能力項目

整合

發展 製圖員之專業能力標準

 製圖員之基本能力等級

檢核

各關鍵活動項目所需之
基本能力等級

確認

完成

完成

 

3-1.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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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壹、研究工具 

為探討製圖科畢業生所需具備之專業能力標準及其基本能力等級，本研

究所採用之研究工具為田振榮、康鳳梅（民 90）於國科會計畫－「我國高

職學校學生專業能力標準之建構（1）」中以「功能分析法」所發展之「專業

能力功能樹狀圖」模式作為本研究之工具（見圖 3-2.1），並於進行焦點團體

會議時，由該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工作導向」的觀點，配合所完成之「專業

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進行製圖員專業能力標準之建立，而以「工作者導向」

的觀點來思考、分析，從事製圖技術人力所需具備的基本能力等級。 

 
關鍵目的        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功能單元 

 

 

 

 

 

圖 3-2.1功能樹狀圖的組成元素與結構 

由於「功能樹狀圖」是本研究用以發展製圖科學生專業能力標準相當重

要的工具。因此其分析的主要程序，係先從蒐集該職業領域之相關研究文

獻；再由焦點團體技術利用功能分析方法先逐步演繹出製圖員所需之專業能

力項目功能樹狀圖，並經修正其適切性，確認最後所得之功能樹狀圖，再由

樹狀圖中所臚列之各能力項目來發展其製圖員專業能力標準。 

貳、信效度考驗 

為使所發展之製圖員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可以達到信效度的考

驗，除了在研究進行之前經嚴密的分析，了解目前先進國家所發展之能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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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及其職業分析方法外，進而再發展出製圖員之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初

稿，並經由焦點團體技術來確認最後的功能樹狀圖項目及其製圖員所需具備

之專業能力標準。為使所發展之專業能力功能樹狀圖具相當的信效度，本研

究採用田振榮、康鳳梅（民 90）所發展之「功能樹狀圖檢核表」（見附錄六）

作為本研究信效度的考驗工具。為使參與的專家學者能很快的了解檢核表之

功用，研究者乃先將其修改為問卷型式，並刪出部份不適切的題目，再請專

家依檢核表之題目進行功能樹狀圖之適切性檢核，最後經以 SPSS統計軟體

考驗結果，信度可達.8542，代表此一功能樹狀圖有其代表性。 

第三節 研究實施 

為達成本研究發展製圖員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及其所需之基本能力等

級，本研究在專業能力標準實施方法方面係採由田振榮、康鳳梅（民 90）

於國科會計劃－「我國高職學校學生專業能力標準之建構（1）－以機械群

為例」之方式進行；而基本能力等級確認之實施，則採由田振榮（民 91）

於國科會計劃－「我國高職學校學生專業能力標準之建構（2）」之實施方式

為主，茲將本研究所使用之進行方式說明如下： 

壹、製圖員專業能力標準實施方式 

為發展製圖員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首先必需由該職業之相關從事人

員，導出製圖員之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再依功能樹狀圖所列之專業能

力項目，逐一分析每一能力項目所需之表現規準與相關知能，之後導入田振

榮、康鳳梅（民 90）所發展之專業能力標準型式，最後即可獲得製圖員所

需具備之專業能力標準，茲將其詳細實施情形敘述如後： 

一、先導出製圖員之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 

為發展製圖員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本研究採行程序與田振榮、

康鳳梅（民 90）發展製圖員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一樣，先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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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與該職業領域有關之專業能力文獻，經分析、整理與討論後，發

展製圖員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初稿，並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

三十日，假國立國立彰化師大附工機械製圖科會議室利用製圖監評會

議邀集從事製圖相關工作之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出席名單見附錄

七），以功能分析方法透由焦點團體技術及配合功能樹狀圖檢核表導

出完整的製圖員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其呈現結構模式如圖

3-3.1。  

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功能單元 

1.1.1

1.1.2

1.1.3

1.3

1.3.1

1.3.2

1.3.3

1.

1.2.1

1.2.2

1.2.3

1.1

1.2關鍵目的

 

圖 3-3.1 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模式 

二、發展械械製圖員之專業能力標準 

依據田振榮、康鳳梅（民 90）所作之研究，為發現某一職業領域所需

之專業能力標準，其構成元素主要係由每一主要功能所含括之「關鍵活動」

（即模組）、「表現規準」、「相關知能」與「評量指引」所組成（見表 3-3.1）。

本研究所發展之製圖員專業能力標準架構亦引用此一原則，根據由功能分析

方法所導出的完整的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再依其每一主要功能之「模

組」分析，此一「模組」項目在專業能力標準架構中則稱為「關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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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完成「關鍵活動」所需的最低標準就是「表現規準」；而要完成「關鍵活

動」所需要的知識、技能、環境、或材料等，就是「相關知能」；從彼此間

的關係模式，逕而發展轉換成為製圖員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至於能力標準

中所列之「評量指引」一項，礙於相關因素之考量與限制於本研究並不加以

探討。 

所以，當本研究已順利完成製圖員專業能力能項目功能樹狀圖後，乃於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五日，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研討二教

室，邀集發展專業能力能項目功能樹狀圖同一批之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出席

名單見附錄七），以所發展的製圖員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逐一再針對

每一主要功能之關鍵活動項目進行分析，找出每一項關鍵活動項目所需之

「表現規準」與「相關知能」，並將所得之結果將呈現於表 3-3.1，最後即可

完整呈現製圖員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 

表 3-3.1 專業能力標準架構之型式 

關鍵目的： 
主要功能：1. 

關鍵活動（模組） 表現規準 相關知能 評量指引 

1.1 1.1.1 

1.1.2 

1.1.3 

1. 

2. 

3. 

1. 

2. 

3. 

1.2 1.2.1 

1.2.2 

1.2.3 

1. 

2. 

3. 

1. 

2. 

3. 

資料來源：田振榮、康鳳梅（民 90） 

貳、專業能力項目與基本能力之整合實施方式 

當確定製圖科畢業學生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後，即要再針對關鍵活動的

部份確定其所需之基本能力等級，目的是藉由此一動作，再行分析每一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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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在 19 項能力項目中所應達到之基本能力等級，進而匯整成最後製

圖科畢業生所需之基本能力等級。為順利達成此一目的，必需先行將製圖員

之專業能力項目與基本能力項目進行整合，而此一整合型式主要係依據田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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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發展之專家與學者對機械製圖員各項關鍵活動所需關鍵能力等級的認定

型式為主（見表 3-3.2）。表中之左半部為從事製圖技術工作時所需具備之專

業知識能力項目；上半部則為其能力構面與其能力項目，此部份之基本能力

項目主要為田振榮（民 91 年）針對「高職學生必備的關鍵能力與分級」所建

構出來的研究結果，該能力計分為五大能力構面及其 19 項的基本能力項

目；中間空格部份（灰底區域）則是由每一位專家學者依每一關鍵活動所需

之能力等級，從 1至 5等級逐一填寫。獲得製圖員之專業能力標準後，為進

一步了解其所需之基本能力等級，仍需藉由已發展的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

圖進行分析，鑑於此，本研究乃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五日及四月二十六

日兩次，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研討二教室舉行專家學者座談，

邀請的對象包括學界人士及企業界人士各 12人，共 24人（專家學者出席名

單見附錄八、九）。藉由分批分次座談的方式從不同專業背景與不同立場的

專家學者中，思考、確認每一關鍵活動項目所需之基本能力標準等級，最後

即可得知專家學者在 19 項基本能力中之某一項配合每一關鍵活動項目後所

需之能力等級。 

參、製圖員所需之基本能力等級實施方式 

經得知專家學者在每一關鍵活動項目搭配五大能力構面 19 項基本能力

之能力等級概況後。即可再從所得資料中整理出所有關鍵活動項目於某一項

基本能力等級之分佈比例，之後再一能力等級之分佈情況，確定所有的關鍵

活動項目於該基本能力項目所需知能力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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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專家與學者對製圖員各項關鍵活動所需基本能力等級的認定 

能力構面 能力構面一 能力構面二 能力構面三  
 
主 
要 
功 
能 

  基本能力
項目 

 
 
 
關鍵活動 
（模組） 

        

        
1.1 

        

        
1.2 

        

   

由專家學者填寫所需之 
能力等級（1-5） 

     

1 

1.3 
        

資料來源：田振榮（民 91） 

第四節 資料處理方法 

經由研究實施過程之後，可獲得製圖員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製圖

員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與各專業能力項目所需之基本能力等級結果三方

向。故為能清楚說明製圖科畢業學生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及其基本能力等

級，將其所得資料處理方式說明如後。 

壹、製圖員專業能力標準方面 

為獲得製圖員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首先必須先確立所發展之製圖員專

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再依據功能樹狀圖上所列能力項目，由焦點團體會

議經專家學者針對其每一關鍵活動所需之「表現規準」與「相關知能」進行

分析，得到最後之製圖員專業能力標準。因此在專業能力標準方面，從製圖

員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至最後之專業能力標準皆是依照專家學者所提

供之建議及協助，再彙整最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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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製圖員專業能力項目所需之基本能力等級方面 

當獲得製圖員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後，接下來即是確認製圖員在各專業

能力項目（即關鍵活動項目）所需之基本能力等級。而有關能力等級之確認

則是邀請該職業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專家座談的方式思考從事製圖技術工作

之人員在各關鍵活動項目所需具備之基本能力等級，如以主要功能「判讀及

繪製一般製圖」之關鍵活動「繪製應用幾何圖」配合基本能力項目「讀」為

例，為完成「繪製應用幾何圖」之能力製圖員需具備基本能力的「讀」1至

5等級中第幾等級，假若專家學者認為該關鍵活動並不需基本能力，則可不

用填寫等級。以下茲將其整個資料取得過程及能力等級的處理原則陳述如

后： 

一、為希望能建構更為完整且客觀之「製圖員」基本能力標準等級，本

研究主要採專家座談的方式，邀請業界專家及學界專家分兩次座

談，一次由業界專家一同討論，另一次則由學界專家一同討論。分

次座談的主要目是希望能藉由不同背景及角色的人士一同思考「製

圖員」在每一關鍵活動項目所應該具備之基本能力標準等級。 

二、會議實施之前，先由會議主持人向專家學者報告本研究主要研究動

機及目的，並說明整個會議進行及填答方式，待專家學者無疑問之

後，即讓每一位專家學者依自己的思考與意見填寫各關鍵活動項目

所需之基本能力標準等級。 

三、由於專家與學者是採分開座談進行，因此在每次會議結束之後，即

針對專家與學者所填寫之資料分別進行統計。統計過程中，對於能

力等級看法雙方皆有一致的部份，則可予以即時確認該關鍵活動項

目之能力等級，若無法確認的部份，本研究則採平均值的概念來確

定該關鍵活動項目所需之等級，最後則可完成業界專家與學界專家

各自獲得共識之後所得之能力標準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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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後，將由業界與學界專家各自所獲得之能力標準等級，再行合併

整合成雙方皆一致所共同認可的能力標準等級，其處理原則依據以

下兩點：第一、若雙方對於某一關鍵活動項目所認同之等級一致，

則直接取其該等級；第二、當專家學者對於某一關鍵活動項目所認

定之等級不一致時，基於就業趨勢與為能同時符合專家學者所認定

之等級，本研究決定以其雙方所填寫之最高等級為決定值，作為該

關鍵活動項目所需之基本能力等級，依此原則逐一進行，最後即可

獲得所有專家學者在各關鍵活動項目所共同一致認可之基本能力

標準等級。 

參、製圖員所需之基本能力等級方面 

經完成上述之步驟，了解製圖員某一項基本能力於所有關鍵活動項目中

之等級分配情況，再來即可依能力等級（共 1~5等級）所佔之比例決定製圖

員為能具備所有關鍵活動項目之能力，於該項之基本能力應 達第幾等級。

如以「讀」的能力項目來說明，為達成所有的關鍵活動，製圖員在「讀」這

一項目應該達到第幾等級，經分析專家學者所共同認同之等級後發現，大部

份之關鍵活動項目在「讀」的能力都需要達等級 3，因此則可說為完成製圖

員所需之關鍵活動在「讀」的能力項目上應該要有等級 3的水準，亦即職校

製圖科畢業生在「讀」方面至少需有等級 3的能力。依此規則，最後則可歸

納出製圖科畢業生在每一基本能力項目所需達到之能力等級，為能更清楚表

達製圖員所需具備之基本能力等級及其能力的描述，本研究則採由田振榮、

（民 91）於國科會計畫中用以呈現「高職學生必備的關鍵能力與分級」之

方式（見表 3-4.1）進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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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製圖員所需具備之基本能力等級與能力描述 

能力構面 能力項目 等級 能力描述 
 1  

 
 2  

 
 3  

 
 4  

 

 

 5  

資料來源：田振榮（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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