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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製造技術員（以下稱塑膠模具製造

技術員）所需專業能力」內涵，擬透過「模具製造技術員」之職業進行功能

分析，以導出「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做為本研究

之主要研究工具，並以此研究工具建構出「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專業能

力標準」，做為我國培育模具製造技術人力課程項目及內容之依據，或做為

業界選才之參考。本章就研究方法及步驟、研究工具、研究對象、研究實施

及資料處理等部分，說明如后。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研究方法：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採行「功能分析」的演繹方法，經由「文獻探

討」、「實地訪談」、「焦點團體專家會議」、「專家審查」、「問卷調查」以及

AHP相對權重分析等方法進行研究，以下就所採行之研究方法，簡要說明： 

一、文獻探討 

首先蒐集與精密塑膠模具有關之國內外碩博士論文、期刊雜誌、國科會

計畫等之研究報告，以及相關網站或專業軟體手冊資料，進行分析有關精密

塑膠模具業的現況、專業製造技術之內涵及其未來發展之方向。以上文獻分

析的結果將做為本研究發展樹狀功能圖初稿之重要理論根據。 

同時參酌我國職業分類典及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力的相關文獻，以瞭

解模具製造技術員所涵蓋的職業範圍，並蒐集技職校院相關課程之內涵，分

析出「模具製造技術員」此職業所應具備之技能和知識。 

研究者發現模具設計與製造之專業技術種類繁多，且技術進步快速，未

來職業可能産生的變化情況大，遂參酌世界各主要先進國家有關「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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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職業分析」的使用之方法，再經過分析比較各種職業分析方法的優點與

特性後，本研究選擇目前普遍為世界先進國家所採用的「功能分析法」

（Functional Analysis）做為專業能力分析之方法。 

二、實地訪談 

唯針對實際從事精密塑膠模具生產製造的現場人員進行實地訪談，透過

「質」的實地訪談，才可以反應現實面。由於時間的限制，本研究實施標準

化開放式訪談，在訪談之前，即編好訪談題目大綱及內涵並經由專家審查（見

附錄一所示），慎重地設計每一問題的用字遣辭，以便迅速將受訪者的意見

做歸納整理，以減少訪談者之間的變異性，經組織、整理、分析後，作為編

列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初稿的參考。 

三、專家會議 

本研究邀請實際從事精密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製造有關之專家學者，包括

模具廠之模具製造人員、技專校院模具製造課程教師、職業訓練機構之訓練

師，透過焦點團體專家會議之方式，針對本研究特定主題進行自由、互動式

討論，以完成該職業領域所需具備之專業能力項目。本研究以焦點團體方式

進行主要為：（一）透過專家學者的互動，可獲得正確而易懂的資料，並可

協助本研究釐清的研究方向。（二）可依專家學者的經驗洞察、發展出具體

的研究目的。（三）可透過焦點團體，做問卷結構、用詞、與內容修正，以

提高問卷的適切性。（四）問卷回收分析後，所產出的結果如發現無法解釋

或不一致時，可利用焦點團體的討論，經由專家學者獲得解釋，驗證研究結

果是否正確。（五）使本研究在探討研究的範圍中獲得具體的面向、認知與

評價，並引發出以往的經驗和現有意義之間關聯的說辭(Morgan,1988; 

Merton等，1990；吳翠珍，2002)。 

四、專家審查 

本研究之「樹狀功能圖」之整體結構與問卷初稿，經由實際從事模具設計

與製作方面專家學者，依其專業素養與實務經驗，進行書面審查，審慎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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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修訂意見。 

五.問卷調查 

本研究為解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專業能力內涵，研究對象

以我國塑膠射出成型模具業工廠主管、資深工程師、技專校院教師、及職訓

中心訓練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 

貳、研究步驟 

根據上述研究方法，本研究之研究步驟，說明如后：（見圖 3-1-1） 

 

 

 

 

 

 

 

 

 

 

 

 

 

 

 

 

 

 

  

產業現況探討

召開第一次焦點團體專家會議

確立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

發展專業能力標準項目初稿

編製訪談綱要 

發展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初稿

撰寫研究報告

歸納結論與建議

選取訪談對象 文獻探討

擬定研究計畫

相關研究探討 進行工廠訪談 

資料分析與處理

召開第二次焦點團體專家會議

確立專業能力標準項目

專家填答專業能力功能圖相對權重問卷

圖 3-1-1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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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定研究計畫 

蒐集資料，確立研究問題之方向、性質、範圍、研究方法、實施程

序及研究準備工作等。 

二、文獻探討 

利用國內外大學之圖書館及學術研究資料中心，或利用相關網站蒐

集與模具製作的相關資料，建構本研究之理論及架構。 

三、選取實地訪談及專家學者對象 

（一）選取國內實際從事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製造或是具有相關工作經

驗十五年以上之專家學者，業界十三位、學界五位，共十八位。 

（二）選取國內實際從事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製造生產規模至少在資本

額壹仟五佰萬元以上之廠商三家，做為實地訪談對象。 

四、發展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初稿 

  經文獻分析與實地專家訪談的結果，發展出「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製

作技術員所需專業能力項目」樹狀功能圖初稿。 

五、召開第一次專家會議--建構樹狀功能圖 

    召開專家會議以「焦點團體」法分析討論並演譯出四階段「關鍵目

的」、「主要功能」、「次要功能」、「功能單元」，建構「模具製造工程人員

所需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並以功能檢核表考驗內容信效度。 

六、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相對權重問卷填答 

以「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專業能力之功能樹狀圖」為背景，發

展出「專業能力功能單元項目相對權重」問卷，寄發給參與專家會議之

專家學者填答。 

七、發展專業能力標準初稿 

依據專家會議所導出之「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專業能力之功能樹狀

圖」，發展出「專業能力標準」初稿。 

八、召開第二次專家會議--建構專業能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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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與第一次焦點團體專家會議成員相同之專家學者進行第二次專

家會議，針對研究者所發展之「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之專業能力標

準」初稿，透過焦點團體討論方法及腦力激盪術進行自由、互動式討論，

以導出「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 

九、資料分析處理  

（一）使用SPSS統計軟體，分析「樹狀功能圖」重要性問卷資料。 

（二）使用SPSS統計軟體，分析「樹狀功能圖檢核表」問卷資料。 

（三）使用SPSS統計軟體，分析「專業能力標準」重要性問卷資料。 

（四）使用 Expert Choice層級分析軟體，分析「樹狀功能圖重要性之

相對權重」問卷資料。 

十、歸納結論與建議 

十一、撰寫研究論文。 

 

第二節 研究對象 
 

壹、實地訪談部分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範圍，取樣選取相關塑膠模具業三家廠商之主管

與資深工程師做為實地訪談之對象，如表 3-2-1所示。 

表 3-2-1  實地訪談專家名單 

 
專家 

類別 

專家 

姓名 
職務 專家服務單位 

1 實務 林郭田 董事長 鴻松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實務 郭琳義 總經理 鴻松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實務 陳文毅 執行顧問 鴻松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實務 鄭森園 總經理 北辰鋼模股份有限公司 

3 實務 鄭香基 協理 吉帝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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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家會議部分 

本研究擬從產業界及學術界的觀點，探討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之專

業能力的內涵，因此聘請專家的類別，分別為從事於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製造

公司之主管、現場塑膠模具製造相關工作者，以及學術界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共十七人，專家學者名單如表 3-2-2所示，分別於 92年 4月 26日及 6月 27

日召開兩次專家會議，分析討論並建構出完整的樹狀功能圖以及專業能力標

準。 

表 3-2-2  焦點團體專家會議專家學者出席名單 

 
專家 
類別 

專家 
姓名 職務 專家服務單位 

1 實務 王正雄 經理 映通股份有限公司 
2 實務 林元昌 副總裁 宏易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實務 林政佑 經理 陽字企業有限公司 
4 實務 林郭田 董事長 鴻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實務 陳文哲 處長 中強光電(股)公司 
6 實務 陳文欽 協理 鴻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實務 陳登旺 課長 川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實務 曾祥杰 經理 台灣莫士股份有限公司 
9 實務 程廉棋 總經理 漢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實務 趙忠貴 顧問 正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 實務 蔡銘宏 經理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實務 鄭香基 協理 吉帝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3 實務 鄭祿澄 總經理 微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學界 宋保玉 訓練師 台北市職訓中心模具課 
15 學界 李金泉 副教授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工業安全衛生學系

16 學界 林宗聖 訓練師 台北市職訓中心模具課 
17 學界 林義夫 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系 
18 學界 施議訓 實習組長 國立桃園農工模具科 

参、專家審查部分 

為使經由焦點團體專家會議討論分析所建構之「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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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樹狀功能圖」，具有相當之信效度，本研究再請專家學者審查所發展之「模

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並佐以「功能樹狀圖檢核表」做為審

查輔助之工具，所聘請之審查專家學者，和參與專家會議之成員相同，如

3-2-2所示。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經分析比較各種職業能力分析之方法後，選定功能分析法做為進

行專業能力分析之方法，茲將研究所需之研究工具分別說明如下： 

壹、訪談大綱部分 

研究者為了有效地瞭解國內外模具產業之現況、技術內涵、及未來的發

展，以及瞭解塑膠模具業主管或工程師對塑膠射出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之專

業能力的看法，以實地訪談方式深入瞭解其專業能力之內涵。 

為有效訪談之進行，在實施訪談之前，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之結果，編製訪

談大綱（如附錄一），並經指導教授修正。訪談結果擬歸納出塑膠射出成型

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之專業能力，並作為樹狀功能圖初稿的重要依據。 

貳、功能狀圖部分 

一、功能樹狀圖的結構與組成 

本研究為考慮模具製造業專業技術種類繁多，且技術進步迅速，未來職

業可能産生的變化情況大，因此採用四階段的功能分析法進行能力分析，分

析結果之樹狀功能圖由關鍵目的、主要功能、次要功能、功能單元等所組成，

如圖 3-3-1所示，各階段分析結果則以「動詞＋受詞＋條件」之結構方式為

陳述原則。 

本研究為方便整理起見，經文獻分析及實地訪談所得之「塑膠模具製造

技術員所需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初稿，先以表 3-3-1所示之格式呈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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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樹狀功能圖初稿經專家會議確立之後，再導入樹狀功能圖之格式，如圖

3-3-1所示。 

表 3-3-1  樹狀功能圖初稿輸出表格 
關鍵目的： 
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功能單元 

1.1 
1.1.1 
1.1.2 

1. 
1.2 

1.2.1 
1.2.2 
1.2.3 

本研究為求研究之周密性，經專家會議建構出樹狀功能圖後，再請原聘

請之專家學者填答樹狀功能圖項目重要性問卷，以做為專家學者對其樹狀功

能圖一致性的考驗。 

本研究所採用之樹狀功能圖項目重要性問卷，係以經過專家審查考驗信度

後之樹狀功能圖為背景，以「專業能力」的主要功能、次要功能、功能單元

等項目為內容，採李克特(Likert-type)的四個等級量表（很重要、重要、不重

要、完全不重要），按其順序分別給予四分到一分，問卷以重要等級部份取

樣，係指該項目的重要性程度，問卷之設計內容與格式，如附錄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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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1 本研究之樹狀功能圖輸出格式 
資料來源：田振榮、康鳳梅（民 90） 

1.1 1.1.2 

1.1.3 

1.1.1 

 

1. 

2. 

1.2 1.2.2 

1.2.3 

1.2.1 

2.2 2.2.2 

2.2.3 

2.2.1 

2.1 2.1.2 

2.1.3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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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樹狀功能圖信效度考驗部分 

經由專家會議專家學者共同以焦點團體討論分析所建構之「模具製造技

術員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為使其具有相當的信效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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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本研究信效度的考驗

工具，考驗其信效度。為使參與考驗之專家學者易於了解及使用檢核表，研

究者將「樹狀功能圖檢核表」略做修改並以問卷型式呈現（見附錄五），之

後再請專家依檢核表之題目進行樹狀功能圖之適切性檢核，經 SPSS統計軟

體考驗其結果，最後得出信度達.7842，代表此一樹狀功能圖有其代表性。 

肆、專業能力標準部分 

田振榮、康鳳梅（民 90）指出：『以功能分析法分析某一職業領域所需

之專業能力標準，其構成主要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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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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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所用之方法即為「評量指引」。』（見

表 3-3-2），本研究所發展之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力標準之架構即引用此一

原則建構，唯能力標準中所列之「評量指引」一項，礙於人力物力之限制，

於本研究並不加以探討，留待後續研究進行。 

本研究之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建構完成之後，再次邀請相同之專家學者

以焦點團體的方法討論分析建構出「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專業能力標準項

目」並導入專業能力標準架構中，其輸出之能力標準架構格式，如表 3-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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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本研究之專業能力標準架構輸出格式 

職業標題：塑膠模具製造工程人員 

主要目的（關鍵目的）： 

主要功能：  

次要 

功能 

功能單元 

（關鍵活動） 

表現規準 

（僱用規範） 

相關知能 

（學習規範） 

評量指引 

1.1.1 

1. 

2. 

3. 

1.  

2. 

3. 

4. 

1. 

2. 

3. 

1.1 

1.2.1  1. 

2. 

1. 

2 

3. 

 

資料來源：整理自田振榮、康鳳梅（民 90） 

伍、樹狀功能圖重要性相對權重專家問卷 

本研究工具「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重要性相對權重

專家問卷」主要功用乃為蒐集專家學者對「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項目重要性

相對權重」之意見，並參酌國內外學者所用之層級分析模式，以經過專家審

查考驗信度後之樹狀功能圖為背景發展而成。本問卷評估尺度共分為五項即

「同等重要」、「稍重要」、「頗重要」、「極重要」和「絕對重要」，另外再加

上四個尺度，介於每兩者之間的強度，總共為九個尺度，而分別給予 1至 9

之比重，如表 3-3-3所示，依次進行同層指標間兩兩成對比較。依所獲得問

卷資料，建立成對比較矩陣，最後以層級分析軟體分析，獲得各層項目之相

對權重值，以做為決定各層項目重要性之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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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樹狀功能圖相對權重體系專家問卷格式 
左邊指標重要性大於右邊指標  右邊指標重要性大於左邊指標

程              度 
絕
對
重
要 

 極
為
重
要 

 頗
為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頗
為
重
要

 極
為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主 
要 
功 
能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主 
要 
功 
能 

                 2.認識塑膠成型設備與
加工法 

                 3.熟悉模具加工機械與
加工方法 

                 4.製作塑膠射出模具組
件 

                 5.組立及檢測塑膠射出
模具 

                 6.測試及整修塑膠射出
模具 

                 
 7.檢查及保養塑膠模具

1.選
用塑
膠材
料與
模具
鋼材 

                 8.認識逆向工程/快速
成型/快速造模 

                 3.熟悉模具加工機械與
加工方法 

                 
 4.製作塑膠射出模具組件

                 5.組立及檢測塑膠射出
模具 

                 6.測試及整修塑膠射出
模具 

                
 

 7.檢查及保養塑膠模具

2.認
識塑
膠成
型設
備與
加工
法 

                 8.認識逆向工程/快速
成型/快速造模 

 
第四節  研究實施 

 

研究者經文獻探討比較國內外各種職業能力分析方法，並經周密之考慮

後選定功能分析法，做為本研究進行能力分析之方法，然發現國內以功能分

析法進行能力分析之研究，仍屬不多見，為發展「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之專

業能力標準」，本研究之實施方式參採田振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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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模

式進行，茲將本研究之實施方式說明如下： 



 

 72

壹、實地訪談部分 

本研究為求有效發展出「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初稿，選取三家國內實

際從事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製造生產，且規模資本額至少在壹仟伍佰萬元以上

之廠商實施實地訪談。在進行訪談之前，首先於模具工業同業公會會員名單

選出訪談對象，以電話徵求同意訪談並確定訪談之時間地點，分別於 92 年

4月 16、18、20日進行三次實地訪談，使研究者依據文獻分析所發展之「塑

膠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初稿」更可以反應現實面，訪談大綱

及訪談紀錄，如附錄一、二所示。 

貳、建構樹狀功能圖部分 

研究者蒐集與該職業領域有關之文獻，經分析、整理與實地訪談發展出

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初稿後（見附錄三），於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邀集從事與塑膠模具製造工作相關之專家學者共十

七位（見表 3-3-2），於國立台灣師大科技學院工業教育系會議研討室舉行專

家會議，樹狀功能圖初稿於事前先寄與專家學者參考，會議並由熟悉功能分

析法之指導教授及研究者担任「功能分析師」及「功能分析師助手」主導功

能分析之進行，並透過焦點團體專家會議討論及腦力激盪術自左邊關鍵目的

（key purpose）開始出發進行分析，再依序分析出主要功能、次要功能、功

能單元，最後導出完整之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力項目功能樹狀圖，專

家會議記錄，見附錄四所示。 

為求樹狀功能圖之完整性及周密性，於導出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

力項目樹狀功能圖後，再請原聘請之專家學者填答｢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

力樹狀功能圖項目重要性專家問卷｣，以做為專家學者對其樹狀功能圖的一

致性考驗，樹狀功能圖項目重要性專家問卷（見附表六）所示。 

叁、發展專業能力標準部分 

經第一次專家會議導出完整之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力項目樹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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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圖後，研究者繼續進行有關塑膠模具製造之資料的文獻分析，發展得到

「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力標準」初稿，初稿完成後先寄發給參與會議

之專家學者參考，原計畫於兩星期內召開第二次專家會議，因適逢國內 SARS

疫情嚴重，遂延至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再邀集發展專業能力能項

目功能樹狀圖同一批之專家學者（名單見表 3-2-1），於國立台灣師大科技學

院工業教育系會議研討室舉行，依據完整之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力項

目樹狀功能圖以焦點團體討論法及腦力激盪術，針對每一功能單元（關鍵活

動）項目逐一進行分析，找出每一項關鍵活動項目所需之「表現規準」、「相

關知能」與「評量指引」，最後得到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力標準，專家會

議記錄，見附錄七所示。 

所謂表現規準即為完成關鍵活動的實際表現應達到的水準，包括工作環

境、表現需求、變異狀況、工具設備、材料、或方法等；而相關知能即是指

學習到哪些合乎表現規準的知識和技能；而評量指引是指教育訓練人員或僱

徵才時據以判斷是否達到表現規準的工具，本研究礙於人力物力之限制「評

量指引」並不加以探討，擬留待後續研究進行。 

專業能力標準經建構完成之後，為求其專業能力標準項目之完整性及周

密性，同樣輔以實施重要性專家問卷（如附錄八），以做為專家學者對其樹

狀功能圖的一致性考驗，問卷資料分析後，若發現有無法解釋或不一致，必

要時利用專家會議討論，獲致可能的答案，但因後 SARS時期，召開專家會

議不易，多位專家趕赴大陸或國外公出，以致於無法順利召開第三次專家會

議修正討論，因此改以電話咨詢，以確立「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製造技術員所

需專業能力標準」。 

肆、樹狀功能圖重要性相對權重部分 

為蒐集專家學者對「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專業能力重要性相對權重」之

意見，研究者以「塑膠模具製造技術員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為背景，發展

出「專業能力重要性相對權重專家問卷」（見附錄九），問卷並經專家審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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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本研究以邀請參與專家會議之十八位專家學者為研究對象，採以郵寄方

式於九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寄出，每份郵件包括問卷一份、回郵信封一個，由

於參與專家學者大都屬中高級主管較為忙碌，又逢 SARS疫情，因此直至九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止，問卷始全數回收完畢，回收率 93％。 

 

第五節 資料處理 

 

經由研究實施過程之後，即獲得「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專

業能力」樹狀功能圖、專業能力項目權重以及專業能力標準三部分，為能清

楚瞭解所得資料之處理方式，說明如後： 

壹、模具製造工程人員專業能力標準方面 

由於本研究所採用的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之專業能力標準架構，如表

3-3-2 所示，包括主要功能、次要功能、關鍵活動、表現規準、相關知能與

評量指引等。這些元素資料是藉由模具製造技術員所需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

分析而得的，因此兩者間資料的對應，即樹狀功能圖分析所得導入能力標準

架構之方式，就顯得重要了。 

專業能力標準的分析，是由焦點團體會議的專家學者，依據樹狀功能圖

上所列之能力項目，針對其每一關鍵活動進行分析，首先列出完成關鍵活動

的實際表現應達到的水準，接著分析應學習到哪些知識和技能，才可以合乎

表現規準；最後分析出是否達到表現規準的評斷工具。上述從模具製造技術

員專業能力項目樹狀功能圖至最後之專業能力標準之資料取得皆是依照專

家學者所提供意見或協助，以口述轉成文字或提供分析之書面資料，再彙整

出完整之結果，並予以一一導入能力標準架構中。 

貳、問卷統計分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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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專家問卷，主要希望獲得「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的重要等級」、

「樹狀功能圖檢核表之信效度考驗」、「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各層級相對權

重」、「專業能力標準的重要等級」，以確立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製造技術員所

需專業能力之內涵，各項資料統計分析方式說明如下： 

一、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重要性問卷 

經過專家會議分析討論結果之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為求周密起見，以

樹狀功能圖項目編製成重要性專家問卷，再請同一群專家學者填答，做為功

能樹狀圖初稿刪減的依據，以便確立完整樹狀功能圖。問卷經由 SPSS統計

軟體計算出平均值，來確定樹狀功能圖項目是否保留或刪減。其處理原則依

據以下三點： 

1. 專家學者對於樹狀功能圖項目所認定達重要等級者，平均數＞3.00

者，於以保留。 

2. 當專家學者對於樹狀功能圖項目之認定未達重要等級（即平均數＜

3.00者），本研究即以填寫值未達專家學者一致性，於以刪除。 

3. 本研究之所以採取較嚴謹之平均數＜3.00即予以刪減之標準，乃因

樹狀功能圖項目已經過專家逐項討論，大多已形成共識，研究者考

慮仍難免有疏漏之處，如接近平均數介於 2.92~3.00之間者，研究者

則採取審查專家是否有過於分歧之意見，討論之後再做刪減。 

依此上述原則逐一進行篩檢，最後獲得完整的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 

二、功能樹狀圖檢核表問卷 

為使所發展之樹狀功能圖可以達到信效度的考驗，請十八位專家依檢核

表之題目進行樹狀功能圖之適切性檢核，最後經以 SPSS統計軟體考驗信度

分析結果。 

三、專業能力標準的重要性問卷 

經過專家會議分析討論結果之專業能力標準之初稿，為求周密起見，以

專業能力標準編製成重要性專家問卷，同樣再請同一群專家學者填答，做為



 

 76

專業能力標準初稿的刪減依據，以便導出較具完整性之專業能力標準。 

問卷以 SPSS統計軟體計算出平均值，來確定表現規準或相關知能是否

保留或刪減，其處理原則依據以下三點：  

1.專家學者對於各表現規準或相關知能所認定之能力標準達重要等級

平均數＞3.00者，於以保留。 

2.當專家學者對於各表現規準或相關知能所認定之能力標準未達重要

等級（即平均數＜3.00 者），本研究即以填寫值未達專家學者一致性，

於以刪除。 

3.同前所述本研究採取較嚴謹平均數＜3.00即予以刪減之標準，乃因專

業能力標準項目已經過專家逐項討論，大多已形成共識，研究者考慮仍

難免有疏漏之處，如接近平均數介於 2.92~3.00 之間者，研究者則採取

審查專家是否有過於分歧之意見，討論之後再做刪減。 

依此原則逐一進行，最後即得完整的專業能力標準。 

四、專業能力樹狀功能圖相對權重問卷 

由於樹狀功能圖已具有層級所需簡潔扼要之內涵要素，可以直接透過層

級分析之步驟，編成權重問卷，繼而融入專家與實際參與決策者之意見，以

名目尺度進行各項因素層級間的成偶評比，以做為課程編排及業界選才的重

要依據。樹狀功能圖相對權重問卷經由 AHP統計軟體 Expert Choice 9.5004

版計算出相對權重值，來確定樹狀功能圖各層級之重要性相對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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