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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模具產業的發展概況，並蒐集塑膠模具設計相關研究之技

術內涵，以期瞭解模具設計工程師所涵蓋的職業範圍和技術內涵的發展趨

勢，作為本研究的發展基礎。接著探討專業能力標準與職業分析的方法，選

定適合的研究工具，作為本研究之理論根據。建構出塑膠模具設計工程師所

需專業能力功能圖及專業能力標準，以期提供未來培育模具設計技術人力課

程項目和內容之依據，或作為業界選才條件之參考。 

 

第一節 模具產業之發展概況 

 

敘述台灣模具產業萌芽、成長、到衰退階段的過程。並針對模具業者所

生產模具的種類、方式與特性做簡要的說明。進一步了解現今模具產業的分

佈、規模、產值、政府政策推動與措施之現況、未來發展趨勢和因應措施。

以便深入暸解塑膠射出成型模具產業領域的範圍與脈動以及未來技術發展

的趨勢。 

 

壹、模具業的緣起 

台灣光復初期政府施行『獎勵投資條例』後，國內工業發展逐漸萌芽，

帶動了各種民生及工業技術的成長，唯當時模具產業尚未發展，於是政府在

1963年成立「金屬工業發展中心」，協助業者開發技術，從此奠定模具業發

展基礎，模具製造廠亦逐年增加，專業模具廠陸續設立，其主要產品為一般

家電用模具、鑄造用模具、木模、玻璃或陶瓷用模具及橡膠模具，從 1982

年至 1998年間可說是國內模具業發展最迅速的階段，隨著產業的發展塑膠

模具與沖壓模具已成為兩大主流，對國家工業發展之重要性日益彰顯，政府

乃將模具產業納入「策略性工業適用範圍」，以配合相關工業產品之外銷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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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全力發展整體經濟。在此期間經濟部於 1990年公布「工礦業或事業創

立或擴充獎勵標準」中，增列金屬模具製造業，並列入重點獎勵發展範圍。 

模具業近年來國內產業結構改變，家電、汽車零組件與塑膠玩具等下游

產業外移大陸，迫使國內模具業面臨轉型、技術提升與市場拓展等各項考

驗，各廠商紛紛自行調整產業結構。但由於小型模具廠較不具技術研發能力

與資力，除朝向成為中型代工廠發展外，尋求同業合作或朝兼營生產下游成

品廠發展來因應，三十人以上的中型模具廠將成為未來台灣模具業的主力。 

早期國內模具業客戶多以國內廠商為主，如今眾多下游產業陸續外移，

業者也開始朝國際市場發展。雖然中國大陸的台商現已成為我國模具外銷最

大客戶，但在大陸模具業製造技術快速提升的情況下，國內模具業者為拓展

市場以及降低生產成本，生產線逐漸移往東南亞和大陸等低工資地區，並且

浮現「台灣接單、海外出貨」的模式，已漸漸形成生產國際化的趨勢。 

為促進台灣成為亞洲模具設計開發中心，台灣模具工業同業公會與台灣 

IBM 公司合作建立模具產業相關設計資料庫平台，並協助設置模具設計開

發人才培訓中心。藉此合作方案加速國內模具產業設計開發 e 化升級，促

使台灣模具產業跨入國際供應鏈（台灣模具工業同業公會，2003）。 

 

貳、模具的種類與開發流程 

一般塑膠、橡膠、金屬、玻璃或礦物等材料經過高溫、高壓或高衝擊之

過程而形成一定形狀之物件，常使用模具來大量生產產品，因此模具成為一

種不可或缺的工具，故發展模具工業可提高工業產品的產量和精度外，亦可

帶動製造業的技術進步和競爭力的提升。 

一、模具的種類 

（一）依成型材料熔融狀態分類： 

1. 成型材料經熔融狀：英文的 mold係指被成型材料經熔融狀態而成

型，如塑膠模或壓鑄模等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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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型材料非經熔融狀：英文的die則是指被成型材料非經熔融狀即直

接經沖壓、鍛打或擠壓而成型，如沖壓模、鍛造模或擠壓模等。 

（二）依商品標準分類：目前我國海關所使用之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號

列（CCC CODE）即依此將模具分為兩大類，編號8207類者即指die；

編號8480類者則屬mold。 

（三）若依使用目的分類：目前國內業者所製造之模具主要可分類（蔡錦

惠，2002；王志慧，2002），分述如下： 

1. 塑膠模具：用於塑膠產品的成型，將顆粒狀塑膠原料在加熱缸中加

熱成流動液體後，由射出成型機將熔融塑料從噴嘴射入塑模穴內，

待成品冷卻固定成型後，再開模頂出成型品。塑膠成型模具包括有

射出成型模、吹出成型模、押出成型模、發泡成型模、真空成型模

以及塗裝成型模等等（李肇升，2001）。 

2. 沖壓模具：使用沖床沖壓薄板金，每一製程模具只作單一加工成型

用的工具。但一般複雜的沖壓零件，必須兩組以上單一沖模來完成

加工，由於組合方式不同分為複合沖模及連續沖模兩種。 

3. 壓鑄模具：用於熔融輕金屬，如鋁、鋅、鎂、銅等合金之成型，其

原理是將熔融之輕金屬材料，由壓鑄成型機加壓壓入閉合之壓鑄模

穴內，待冷卻凝固後再開模，由頂出機構將成品頂出脫模。 

4. 鍛造模具：鍛造乃是金屬成型加工法之一，係將金屬胚料置於鍛造

模穴內，利用鍛壓或鎚擊外力，使置於模穴內之胚料，依設計之形

狀成型。 

5. 其他模具：如鑄造模、擠型模、抽線模、粉末冶金模、陶瓷模等等。 

二、塑膠射出成型模具之設計流程 

模具設計的良否，對於成型品的品質或生產效率會產生極大的影響。然

而造成模具設計不良的關鍵，常起因於設計作業程序的疏忽，或者未經深入

的研判分析所引起。因此為了能設計出一套可靠、實用、且完美的模具，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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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理解其設計作業程序是絕對必要的。  

模具設計的流程，大致上可區分成三個階段。 

（一）模具設計準備階段：設計上所需的資料蒐集確認及內容檢討與修正。 

（二）模具設計構想階段：包含一些應指示事項，以及產品零件圖之決定。 

（三）模具細部設計階段：建立模具零組件之3D實體模型與零件圖，標

註尺度、決定公差配合以及註解相關事項等資訊。  

一般模具設計的流程中，準備階段和構想階段必須由成型品設計、射出

成型、模具設計及模具製造等四個部門，共同協商充分討論後產生具體方

案，為了使具體方案的切實執行，而不發生任何遺漏。就需要擬定一套模具

「工作規範確認書」，針對成型品方面的重點，模具製作前必要的確認事項，

以及射出成型廠方面對模具之需求等，詳細記錄於其上，始不致於疏忽遺

漏。而確認書內的內容隨著設計工作之進行中，常會有不得已的設計變更，

則必須立即更新圖面資料與記錄，因此使用電腦輔助繪圖系統，具有高度變

更設計能力，能夠快速修正後重製另一新的圖檔，縮短了産品開發時間。 

一般而言，理想的塑膠產品開發是從客戶的訂單開始，其製造流程的規

劃係先由原創性的概念設計出原型零組件、產品功能、產品外觀、產品數量、

選用材料、交貨期、使用壽命、交貨方式及配合條件著手，再經電腦輔助設

計與製圖作業，進行模具細部的結構設計包括模穴數、模座型式、分模線、

公母模、進料、頂出、模溫控制方式等設計，建立3D實體模型，再配合電

腦輔助工程分析或快速原型技術輔助設計，將設計原型在電腦上進行仿真分

析與模擬，不必經實體測試，依據模流分析測試與修正，來減少試模次數與

時間。最後將確認完成的模具設計圖中，亦可做圖檔轉換至電腦輔助製造或

文件管理系統上，交由模具生產部門進行製造模具與製程管控，因此整個模

具開發流程均在電腦上進行，已成為一個趨勢和潮流，是現今模具業提昇模

具設計階段效率的利器。 

模具生產部門接到模具圖轉換圖檔後，產生NC程式碼，隨即規劃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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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開發與企劃過程

客戶指定或提供
或產品來自於市場需求

產品初步設計
(功能、外觀、配合條件)

模具規劃與檢討
(塑膠材料、模穴數、模具壽命、開模時
間、精度、外觀處理、交貨方式)

產品細部設計CAD
(公差配合、3D模型建立)

模具設計與檢討
(產品組裝配合、分模線、澆道系統、模
座規格、頂出系統、處理凹陷、)

設計變更

模具設計圖CAD/CAM/CAE
(3D模具設計圖、模流分析、2D模具圖)

客戶確認

模具製造準備
NC程式產生、備料

模具製造、加工與處理
(CNC加工或傳統加工)

產品尺度與品質檢驗

試模、產品送樣與確認

生產與交貨

模具組裝、檢驗與試模

客戶確認

點數據資料整理
外觀RP快速成型

客戶提供模型
雷射三次元掃描

NG

NG

NG

NG

NG

流程，從備料、加工設備與方法的選擇、同時考量是否有需要委外加工的零

件等事宜，接著就是製造加工，檢驗尺度及管制品質、外觀處理、試模送樣

確認，廠內或委外射出生產和交貨，其製作流程如圖2-1.1所示。 

 

 

 

 

 

 

 

 

 

 

 

 

 

 

 

 

 

 

 

 

 

 

圖2-1.1 塑膠產品開發及模具設計之開發流程圖 

（修改自鍇榮實業，2002；長群鋼模，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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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模具業生產型態與產業關聯的特性 

一、模具業生產型態大致可分為三種，分述如下： 

（一）大型企業模具部門：模具製造部門生產之模具全供自家產業使用，

因成型產品利潤高，且較能掌握產品上市商機，如鴻海精密、明基

電通、大同、裕隆等公司。 

（二）模具專業廠：接受客戶訂製塑膠模具之專業模具製造業者，如宏易

精密、儒億精密、南榮實業、和泰鋼模、合興工業等公司。 

（三）成型廠兼營模具製造代工：以生產自家成型產品為主，並接受客戶

訂製模具製造代工之業務，如綠點高新、台灣理光、台精科技、和

泰鋼模、順德工業等公司。 

二、模具業上下游產業關聯 

模具能大量產出價格便宜的工業產品。因此模具工業被喻為工業產品之

母，亦為工業的基礎。模具廠所需的上下游產業關聯甚多，為模具生產過程

中不可或缺的供應商，故發展模具工業不僅可提高工業產品的精良度，亦可

帶動其他相關工業之發展，如表2-1.1所示。 

表2-1.1  模具業上下游產業關聯 

產業關聯 產品 供應商 

 

上游產業 

工具鋼或模具鋼 

碳化鎢 

零組件 

榮剛材料等公司 

保來得、春保、泰登等公司 

台灣富得巴、新石、聲遠、春長等公司 

 

 

週邊廠商 

熱處理與表面處理 

刀具 

CAD/CAM/CAE系統 

金屬中心、高力、興光工業、巨擘、輝鈦等公司 

台灣精密、大寶工具、蘇氏精密等公司 

達康、台灣IBM、康泰電腦、馬路科技、優擎系統、參

數科技、創格等公司 

 

通路廠商 

主要通路 

次要通路 

少部分通路 

直接銷售予國內廠商 

直接銷售予國外廠商 

透過貿易商外銷或經銷商內銷 

 

下游產業 

電子電腦通訊業 

交通運輸業 

機械五金產業 

宏碁、日月光、台積電、聯電、華邦、華碩等公司 

裕隆、中華車、福特、光陽、山葉等公司 

台中精機、楊鐵、金豐、東隆五金等公司 

資料來源：整理自金屬中心ITIS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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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模具工業發展帶動了整體製造業發展，製造業相關技術也

跟著提昇，各產業也隨著產品大量開發而獲利，1998年曾創造出台灣模具工

業及相關產業之榮景。  

三、模具業模具製造的特性 

模具業所生產製造的模具，少量多樣、非最終產品、精密度要求高及製

造時間長外，其主要特性分析如下（整理自蔡錦惠，2001；王志慧，2002）： 

（一）為單套模具：模具是為了產品大量生產而開發設計與製造，一般除

非產品的產量非常非常多，才需重複製造相同的模具，否則均為單

套模具。 

（二）屬精密製造：其製造過程包括銑、磨、搪、鑽等傳統加工外，有時

尚須使用放電加工、線切割、仿雕等非傳統加工技術；要求高精度

模仁與模窩部份作鏡面研磨；另為增加強度與耐久性，模具切削加

工後再經熱處理、表面硬化或表面被覆等處理，因此對技術水準的

要求較嚴格。 

（三）委外加工多：模具模仁若需高精密加工或進行非傳統加工時，由於

高精密加工設備較為昂貴，而且使用率偏低，一般模具廠常將需要

高精密加工的零組件以委外加工方式處理，以達到模仁製造效率及

降低成本的目標，因此模具業分工網路屬於較綿密的行業。 

（四）技術層次高：模具產業特性為產品差異大、技術層次高及客戶穩定

性強，進入障礙頗高。相較於其他製造業，模具業對不景氣較具抵

抗力，因此不景氣時，工業生產之模具，是不可或缺的。 

（五）附加價值高：由於一組塑膠射出成型模具可以射出產品達百萬次，

模具本身價格遠超過生產產品之價格千或百萬倍以上。故有人稱模

具為「金雞母」一點也不錯，中國大陸還稱模具業為「黃金工業」。 

（六）屬環保產業：模具產業所用的金屬加工方式，消耗能源少、污染低，

是屬於環保產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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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模具業的發展現況 

一、產業分佈現況 

我國金屬模具廠商在苗栗以北約佔50%，主要原因是模具客戶電子資訊

廠商分布以北部較多之故。其中以塑膠模約佔40%及沖壓模約佔30%為主，

廠商數較多，規模亦較大；北部三重、新莊及樹林等地區之模具廠，以塑膠

模及沖壓模為主，台中、彰化等地區之模具廠則以鍛造模及鞋模居多，至於

南部台南、高雄等地區模具廠多以螺絲螺帽成型模為主（王志慧，2002；辛

培舜，2000）。 

經濟部將機械業定位為傳統工業，將航太、電子、生化科技業等定位為

新興工業，其實不論傳統或新興工業，只要大量生產皆需用模具來生產其零

組件。 

根據模具公會的調查與經濟部工業局對模具產業現況的分析得知，業者

最希望政府協助解決的是人才和融資的問題。尤其現階段模具業發展的最大

瓶頸是人才不足，因國內模具業皆屬中小企業，高職模具科畢業生日漸減

少，工專又紛紛升格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畢業生加入模具行業者不多，

故有人力不足的現象（辛培舜，2002；翁凱立，1999）。雖然模具業曾經有

斐然的成績，如今精密模具時代來臨，傳統的模具開發技術已無法滿足高科

技產業的需求。業者除了需加速引進和研發新技術，整合CAD/CAM/CAE技

術、開發高精度高難度的模具，來提高附加價值外，技專校院規劃相關專業

課程時，實有必要加強培育模具設計與製造人才，以提供企業專業人才的需

求（經濟部工業局，2001；谷家恆、周至宏、傅兆章、姚文隆、和郭文豐，

2001），使業者能掌握現今全球3C及IC產業快速脈動下，精密模具需求下

龐大的商機，這是國內模具業榮景再起的機會，也是業者求生存、求發展必

行之路（黃昆明，2001；王志慧，2002；張淑珍，1999；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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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產值現況 

台灣模具工業自1998年到2002年從總產值分析來看，面臨前所未有的

嚴峻挑戰，在國內有產業外移及轉型的問題，國外有來自大陸、韓國的強烈

競爭。台灣模具總產值從1998年604億元連續三年下滑衰退至394億元，直

到2002年產值425億元略高於2001產值約8%，如圖2-1.2所示。其中塑膠

成型模產值約佔國內模具總產值的五成以上，沖壓模產值約佔國內模具總產

值的四成。 

展望後 SARS時代全球景氣前景不明，預計今年將有 3%至 5%的成長

率，到達440億至450億元。其中，內銷約占七成，外銷占三成。今年上半

年在SARS期間外銷接單延遲和趨緩的情況下，預計今年模具業的景氣亦將

難有大好轉。 

 

 

 

 

 

 

 

 

 

圖2-1.2  1998-2003年台灣模具工業產值分析 （單位：百萬元）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業生產統計月報/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若從臺灣、日本、韓國及中國內地的模具工業產值比較，近年來世界模

具業正在加速向中國大陸地區轉移，2001年大陸模具總產值達 39.5億元美

元，較 1998年大幅度成長，每年以 10%以上的速度成長，躍居世界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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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朝向模具業中心邁進（陳奕穎，2002；羅永昶，2003），已成爲美國

強有利的競爭對手。相對於國內模具總產值快速衰退，業者和政府必須正視

問題迅速研議其對策，否則持續衰退勢將造成產業萎縮。 

若從海關進口統計月報來看，我國2002年模具出口國家排名，大陸（含

香港）排名第一位，約佔總出口值的47%，其次是美國、日本；若以模具進

口國家排名，日本排名第一位，約佔總進口值的56%，其次是韓國、美國，

如表 2-1.2所示。由此看出模具出口集中於大中華地區，但從長遠發展趨勢

看台商回銷至台灣的壓力日增。至於進口日本模具方面，則以高精密或高附

加價值的模具為主。 

表2-1.2  2002年模具進出口國家排名                 （單位：百萬元） 

出口國家 出口值 百分比% 排名 進口國家 進口值 百分比% 排名

香港 5,977,161 32.64% 1 日本 2,076,427 56.02% 1 
大陸 2,647,047 14.46% 2 韓國 568,119 15.33% 2 
美國 1,662,214 9.08% 3 美國 266,001 7.18% 3 
印尼 1,391,861 7.60% 4 義大利 99,822 2.69% 4 
日本 1,337,405 7.30% 5 香港 92,179 2.49% 5 
泰國 1,232,333 6.73% 6 德國 86,226 2.33% 6 

馬來西亞 1,070,089 5.84% 7 加拿大 83,531 2.25% 7 
印度 443,599 2.42% 8 新加坡 56,967 1.54% 8 
越南 431,181 2.35% 9 英國 33,732 0.91% 9 
新加坡 253,256 1.38% 10 瑞士 21,058 0.57% 10 
其他國家 1,865,125 10.19%  其他國家 322,435 8.70%  
總計 18,311,271 100.%  總計 3,706,497 10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統計月報/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整理 

三、產業規模現況 

依據工業統計資料顯示，國內模具廠商約一萬多家左右，每廠平均人數

為十五人，模具廠員工人數少於二十人者達85％，資本額四千萬元以下高達

98％，顯示國內模具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翁凱立，1999）。 

在生產全球化的影響下，大型企業發展策略改以優勢最佳區域的整合，

在成本最低的地區生產。勞力密集與技術密集的模具業，入世後國內模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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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速的移往中國大陸，陸續在上海等地成立模具設計與技術訓練中心，浙

江餘姚建立模具專業區，台商以「垂直整合」生產模式建立大型企業（蔡錦

惠，2001）。 

四、政府對模具業的政策推動與措施現況 

因應國內外環境的急劇變動，促使產業結構能順利調整與升級，積極輔

導國內廠商從事研究發展，藉以強化經營體質、提升產品品質、增加產品附

加價值、提高生產力及國際競爭能力，達成躋身工業化國家之目標，如表

2-1.3所示（經濟部工業局，2001）。 

表2-1.3  經濟部推動模具產業加強人才培訓及延攬計畫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專案計畫 

期間 計畫名稱 受委託單位 計畫執行項目 

82-87

年 

工業用模具技

術研究與發展

五年計畫 

金屬工業

研究發展

中心 

1.精密衝壓模具設計與製作分析技術研發。2.精密壓鑄模具

設計與製作分析技術研發。3.精密成型模具設計與製作分

析技術研發。4.同步工程製模技術。5.特殊加工技術研發。

82-87

年 

塑膠工業技術

開發與輔導計

畫 

塑膠工業

技術發展

中心 

1.塑膠業品質提升及檢測輔導。2.異型押出發泡技術研。3.

發導電性塑膠加工技術研發。4.押吹成型技術輔導。5.塑膠

表面處理技術。 

87-88

年 

工業用模具技

術應用與發展

四年計畫 

金屬工業

研究發展

中心 

1.模具開發方面。2.技術引進方面。3.快速模具開發。4.IC

封裝模具壽命提升。5.專利申請。 

88-89

年 

模具工業人才

培訓計畫 

台灣區模

具工業同

業公會 

1.模具估價應用實務課程。2.模具表面處理技術應用課程。

3.塑膠產品設計及問題分析課程。4.塑膠模具結構設計課

程。5.模具製造工程技術課程。6.電腦輔助塑膠模具設計課

程。7.RP及精密機械設計課程。8.塑膠模具材料選用課程。

88-89

年 

塑膠工業技術

開發與輔導計

畫 

塑膠工業

技術發展

中心 

1.塑膠加工技術開發與輔導。2.塑膠光電組件精密技術開發

與輔導。3.塑膠表面處理技術輔導。4.塑膠精密成型技術開

發與輔導。5.輕量化高功能性塑膠技術開發與輔導 。 

90 

年度 

模具工業人才

培訓計畫 

台灣區模

具工業同

業公會 

1.協助廠商辦理在職訓練，減少各廠商重複設立人才培訓

單位的浪費，節省開支。2.建立良好之制度，提升人員之

素質，以減少在職人員意外災害的發生。3.理論與實務結

合，厚植模具設計及製造之能力。4.研發能力的提升，團

隊合作精神的建立，終身學習習慣的養成，為人才培訓衍

生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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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自 1993年起為提高模具產業競爭力，推動振興產業有關之精密

模具產業計畫，分別委託由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

會、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等單位執行模具產業規畫與輔導措施，並藉其專

業能力直接輔導廠商，促進產業技術升級等相關措施。 

 

五、教育部政策與措施 

教育部係全國最高的教育權責單位，除為達成教育英才功能而推動健全

教育體制外，為配合科技產業人才需求及縮短學界人才培育與產業人才需求

之落差，教育部自民國七十二年起陸續推動科技教育改進計畫，如「生產自

動化計畫」、「產業自動化計畫」，教育目標在於培育產業自動化之人才。

於民國八十六年成立「顧問室」，以推動「精密機械科技教育改進計畫」，

計畫中在大學之下共設立精密工具機、精密產業機械、精密檢測設備、精密

零組件、微機電教學資源中心等六個教學資源中心，在專校技術學院部分也

輔導設立十五個機密機械教學實驗室，以發展機械精密科技教育及教學特

色，設立了十一個教學中心，其中在中原大學設立「模具自動化教學中心」，

針對模具的研發設計製造做研究。 

 

伍、塑膠模具業的未來發展 

國內模具業早期發展以塑膠製品、家電產品所需模具為重心，後來台灣

汽車零組件外銷成長，模具業轉以汽車鈑金件等運輸工具類模具為主，現今

資訊電子業發達，模具業也隨之轉型以資訊、通訊、電子等 3C產業用模具

為主，產品精度要求高，故從模具材料選用，強化設計、分析與製造能力，

降低成本，提升模具精密度，延長模具使用壽命，縮短模具交貨時程，擴大

市場維持其成長率，成為必備條件。分析台灣模具業競爭力可發現，除成熟

的技術能力外，高度分工合作的供應鏈更健全，大幅縮短模具開發時間乃是

致勝的關鍵，則微米精密模具的研發已成模具業未來的發展趨勢（黃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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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羅永昶，2002；李肇升，2001；蔡錦惠，2001），本研究將模具設計

與製造之發展趨勢、競爭分析與發展前景整理如下： 

一、模具設計與製造技術層面（模具設計與製造發展的趨勢） 

（一）強化研發與設計能力：模具生產以訂單方式為主，針對不同的產品

必須有不同的設計，每一模具都有不同的要求標準，因此模具設計

能力與經驗是業界必備能力，目前國內模具設計時程較先進國家

長，也是業界最希望提昇的技術項目。從前國內模具產業較偏重於

製程的改良，對於產品研發或創新方面投資偏低，以致於生產的產

品所創造出的附加價值較低，因為產品概念設計影響了產品設計，

即使有再好的模具設計圖，若概念設計階段所出現的缺陷設計與製

造都難以彌補，因此產品的創新及概念設計是設計過程中一個非常

重要的階段，它已成爲企業競爭的重點之一。 

（二）整合CAD/CAM/CAE系統：國內模具設計分析技術瓶頸在於專用性

(客戶導向)CAD之使用日漸普及，但未能充分發揮CAD效益，另外

模具廠應用CAE分析技術於模具開發較少，導致設計品質難達最佳

化，無法有效控制試模次數。因此強化模具設計、分析與製造能力，

提高模擬效率，提升模具品質，縮短模具試模時間，就必須善用

CAD/CAM/CAE系統的整合。 

（三）建立專業資料庫：建立模具設計資料、加工數據、模具標準零件以

及材料特性等資料庫，以縮短設計與繪圖的時間。 

（四）微米級加工精度：模具是生產高精度製品的關鍵，微米級加工的關

鍵技術，如模具零件加工精度達1μm以下；線切割、放電加工精

度達2μm以下；精密研磨加工精度達0.1μm以下；細薄砂輪修整

厚度達0.20mm以下等技術，是發展微米級精密模具的主要條件。 

（五）用高速精密設備：新加工技術之應用以及投資高速銑削加工機械，

以期提高模具製造的效能，以及縮短模具交貨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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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應用熱流道技術：大型模具或是一模多穴的塑膠模具採用熱流道技

術，能提升競爭力、提高生產力，並能大幅節約塑膠材料。 

（七）製作微米級模具：朝高技術層次與高附加價值的模具發展，以取代

日、美、德高單價的模具進口，才能暫時脫離模具市場的價格競爭，

因精密模具注重模具壽命、精密度、穩定性、產品成型速度及產品

不良率等品質項目的高要求，生產微米級領域的模具門檻較高，客

戶源較為穩定。 

（八）引進先進的技術：在製程條件及選用經驗上與先進國家差距仍大，

因此引進及研發模具新技術是必要的，如研發薄形射出成型CAE

模擬分析可視化技術、模具內部塑膠性質之量測技術、曲面自動化

拋光加工技術、鏡面研磨拋光加工技術。 

（九）用RE/RP/RT技術：逆步工程、快速成型、快速製作等技術的運用

能力，便於新產品開發與設計的變更，縮短開發時程，達快速化生

產製造機能，對於産品的小批量試製是有其必要性的。 

（十）建立網路行銷管理：重視管理體系及生產效率提升，導入ISO觀念

並進行認證，並利用網路行銷及管理，以創造商機並降低管理成本。 

二、產業競爭力層面（當前面臨競爭的問題分析） 

（一）市場規模與成長趨勢：以市場規模來看，日本是亞洲地區最大的市

場，約為大陸市場規模的一倍左右，我國與韓國的市場規模約為日

本市場的十分之一而已。若以成長趨勢來看，大陸市場連續三年以

10%以上的速度成長。其中我國連續第三年呈現衰退幅度超過30%

以上，直到去年才止跌，產值略為成長8%。 

（二）生產規模與成長趨勢：市場規模的萎縮連帶影響各國的產值，但透

過國際進出口調節，產值通常衰退的幅度會較緩和。以我國與韓國

2001年產值衰退約23~24%，約較市場規模衰退幅度低10%左右，

是以擴大出口比例的方式來因應。唯中國大陸產值低於市場規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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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因此也是各國積極發展外銷市場的重要目標（羅永昶，2003）。 

（三）出口規模與成長趨勢：我國模具外銷最大競爭對手為日本、南韓及

中國大陸等三個國家，日本是最大的模具出口國，出口值約為台灣

的4倍，但日本自泡沫經濟及金融風暴衝擊後接單量萎縮，在價格

上無法與我國競爭，但南韓一向為我國模具業的強勁對手，近年來

在韓幣貶值模具出口值快速回升，對我國廠商形成嚴重的威脅。而

中國大陸國內需求的快速成長，出口擴張的速度已經明顯下降，目

前雖無立即威脅，但日後必為另一強勁對手。 

三、對塑膠模具的競爭優勢 

國內模具應用產業以電子、資訊、通訊設備產業為主，精密金屬模具需

求大，且其未來景氣較佳。業者必須加速技術研發與升級以及服務方面保持

優勢，朝向屬於模具產品生命週期的初生期（3C/IC封裝產業用）或成長期

（IC封裝業用）所需的模具發展，將會比低成本優勢更為重要（李肇升，

2001d）。  

現今產業必須朝向高品質、低成本、發展先進製程及短期交貨的發展

外，更須將自動化與電子化技術，延伸至企業內與企業間的產銷、儲運與電

子商務結合，即時掌握準確生產資訊，具備快速開發能力，縮短產品上市時

間，以因應市場快速變化，以挽救競爭力劣勢的局面。 

展望未來內需市場加劇衰退下，國內模具廠商轉而尋求出口市場，2001

年模具出口值為184.8億元新台幣，是歷年來之新高，出口比例已近五成。

表示產業外移後，台商勢力的伸展以及台灣模具產品的實力。但進口依存度

仍持續上升，2001年升幅達 19.1%，國內自給率則下降至 80.9%，若模具的

應用產業不能積極轉型，內需市場無法擴大，則出口比例的提高無疑也是一

種警訊（李肇升、陳建任，2002）。 

全球模具廠的行銷均具區域性，由於亞洲逐漸成為全球生產製造重鎮，

外資欲藉助台灣，前進大陸。再加上國內模具廠商建立水平與垂直分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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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生產速度高具有彈性，市場拓展以國內為主，亞洲、大陸為輔，再行銷

國際市場，因此應有良好的發展空間。 

四、塑膠模具產業的前景  

由於我國模具業生產速度上與先進國家相當接近，開發模具時間較日本

模具廠長但較美國模具廠短。在亞洲地區模具技術僅次於日本，模具訂單雖

受金融風暴影響而受挫，但長期而言國內模具成長趨勢仍是不變的（李肇

升、陳建任，2002）。我國模具產業的前景在於國內下游產業的持續成長，

尤其是資訊硬體產業(14%)及通訊產業(15%)等３Ｃ產業的高成長率，其生產

值比重以沖壓模具及塑膠模具佔最大，約佔總產值近80%。但若缺乏研發專

業人才，技術未能生根，國內產業發展終將淪為代工業。 

近年來大陸市場快速成長以及國際分工模式運作、外包等全球運籌的經

營模式下，使得供應鍊體系產生了很大的改變（羅永昶，2003）。以往憑藉

低成本策略的優勢已喪失，加上近年來國內產業生產基地持續外移，嚴重威

脅模具市場的成長，政府若無法有效地規劃因應之策，產業空洞化、失業率

攀升、經濟成長停滯的效應必然發生。 

 

陸、小結 

綜合上述參考文獻以及專家學者的看法，提出下列觀點： 

一、金屬模具廠商中生產塑膠模具約佔40%，近年來塑膠模具總產值約佔金

屬模具總產值的一半，故針對現今之塑膠射出成型模具的專業能力再

行研究實有其必要。 

二、塑膠模具業所生產製造的模具，少量多樣均為單套模具、屬精密製造、

委外加工多、技術層次高、附加價值高、屬環保產業等特性，是值得

發展傳統工業。 

三、由於模具業最需要廣大市場與技術人力，中國大陸擁有充沛技術人力與

低廉工資，產值呈現跳躍式的成長，反觀台灣模具業卻逐年衰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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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模具業約20~30人左右的規模中小企業，唯有加速轉型腳步，協

同開發設計與垂直分工發展，並提昇人才素質，進而整合業界資源，

提升生產力及競爭力，否則企業將走入衰退的趨勢。 

四、生產精密模具除了必須有良好的製程技術與設備外，良好的模具設計是

減少加工的錯誤和縮短工期的必備的基本要素，良好的生產管理是提

高模具的使用壽命和品質精良必備的基本要件。 

五、CAD除了可幫助模具設計工程師在螢幕上設計模具零件和模擬零組件

裝配外，並可減少設計誤差、生產前的變更設計、3D實體圖和零件圖

間的互相轉換，獲得較好的設計品質，進而提昇生產力。CAD幾何模

型的設計資料圖檔可轉碼至CAM製造模組上，直接轉換成NC碼，執

行加工程序模擬，確認加工步驟，簡化加工程序，降低製程錯誤，提

高生產效率及減低成本。 

六、現今模具設計與製造技術發展的趨勢，必須朝向強化研發與設計能力、

整合CAD/CAM/CAE/RP/RT系統、建立專業資料庫、快速造模技術、

超精密/超精細加工、高速精密設備、應用熱流道技術、技術引進及研

發、製作微米級模具、建立網路行銷管理等方向積極應用，模具業才

可以有根留台灣，前進國際的基本要件。 

七、鼓勵技專校院開設模具相關課程，培育具有模具專業人才，適時將新科

技、新技術導入模具業，使模具從產品研發、材料開發、設計分析、

加工量測、設備運用、生產管理及網路化資料庫等方面技術全面提升。

如此國內模具產業才能承接日本釋出的模具製造市場，擺脫中國大陸

和南韓等國家的競爭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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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探討塑膠模具設計之相關研究計劃 

 

模具設計良否直接影響模具開發、模具壽命與模具成本、也連帶影響射

出成型品的品質與精度，因此模具設計人才究竟需要哪些專業能力才能勝任

工作之所需，符合業界求才之期望？本研究擬由近年來國內專家學者對於模

具人才培育及專業模具設計與製造技術的研究計劃或者各機構培訓塑膠模

具設計相關能力之內涵中得知部分訊息，因此本研究蒐集與塑膠模具設計專

業能力有關之研究計劃、博碩士論文、以及相關單位人才培訓之內涵，加以

歸納整理分析，俾瞭解塑膠模具設計專業能力的發展現況。 

 

壹、塑膠模具相關研究計劃與論著之內涵 

一、專家學者針對我國培育塑膠模具人才專業能力之研究 

（一）林義夫（1995）認為目前塑膠模具業產品製造所應具備技術並加以

分析，以便提供塑膠模具技術課程規劃、發展系統化及實用性之技

術教育訓練教材之用。並分析出該技術所需之設備，作為投資設置

之參考。 

（二）陳中城、鄭新有（1994）認為因應模具業之需求，模具科宜開設電

腦輔助設計/製造/分析(CAD/CAM/CAE)、精密加工及量測技術與模

具製作實習等四類專業課程，並加強與產業界之合作，培育出具備

模具專業能力與就業能力之人才。同時建議提升模具教育層級，設

立大學模具相關系所或專責研究機構，以培養更優秀又符合模具業

需要之人才。 

（三）田振榮、湯誌龍、和林義夫（1996）認為塑膠模具設計層級從業人

員所需技術有十一項工作項目，五十八項技術項目，認為塑膠模具

技術適合於專科教學，其次是技術學院教學。 

（四）莊錦賜（1998）認為模具CAD/CAM技術員入行技能需求之工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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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計有電腦輔助繪圖、電腦輔助模具模型設計、電腦輔助模座設

計、電腦輔助模具設計、電腦輔助模具製造、CNC機器基本操作、

收集CAD/CAM資料等八項工作項目，卅二項技術項目、以及一二

二項知識項目概念性方面知識共有五十一項、原理性方面知識共有

四十項、計算性方面知識共有卅一項。 

（五）周文祥（1998）認為培養專校生模具設計與製造實作能力，將課程

所學的技術與理論整合，結合產品設計、模具設計、模具製作、模

具分析、模具檢測等四項技術能力，以增進學生的實務能力與經

驗。至於模具業者認為重要專業課程有CNC製造技術、CAD繪圖

技術、CAM製造技術、三次元量測技術、CAE工程分析技術、逆

向工程技術以及模具製造實習等七項課程。 

（六）林輝亮（2000）認為科技大學工業設計領域分為五個學程，具有基

礎設計、材料性質及加工方法、電腦輔助製造、模型製作、電腦輔

助設計、工業產品設計、工業設計有關之經營管理、專業設計企劃

等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 

（七）谷家恆、周至宏、傅兆章、姚文隆、和郭文豐（2001）認為模具設

計分析人才之培育所需專業能力，應含有模具量測檢驗、模具材

料、模具設計、模具加工製造、模具夾治具、模具機構、模具組裝、

模具表面處理等八項專業模具之技術內涵。 

（八）谷家恆、周至宏、傅兆章、姚文隆、和郭文豐（2003）認為射出模

具設計分析的相關技術有模具設計技術、模具分析技術、高分子材

料技術、模具及周邊技術等四項專業能力。 

二、國內碩博士針對我國塑膠模具人才所需專業能力的研究 

（一）湯誌龍（1994）認為設計層級工作項目有試模、零件強度計算、模

具強度計算、塑膠機選用與計算、模具零件設計、模具結構設計、

機械加工認知、塑膠產品認知、塑模分析軟體應用、CAD/CAM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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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應用、及製程設計等十一項工作項目，含有五十八項技術項目。 

（二）康文成（2003）認為精密模具設計分析工程師必須具備模具材料特

性、熟練模具設計概念、熟悉模具製程製法、熟悉CAD/CAM/CAE

應用、熟悉模具檢驗、及熟悉成型製程技術等六項目專業能力，含

有廿項子功能。 

三、專家學者針對塑膠模具設計開發相關的研究 

（一）模具技術研究與發展計畫：陳進明（1998）在「工業用模具技術研

究與發展五年計畫」的目的在於協助業界提昇模具設計、分析、製

造、處理能力，並開發高附加價值模具。王福山、黃昆明（2000）

在「工業用模具技術應用與發展四年計畫」的目的針對模具開發、

技術引進、快速模具開發、IC封裝模具壽命提升、專利申請，提供

模具業界技術支援。 

（二）模具設計開發之相關研究： 

1. 廖運炫（1996）在「模具設計與製造整合性研究」文中針對國內模

具設計之特性，建立一套數據化及科學化之設計模式，以取代傳統

經驗式的推測。在模具加工方面，建立最佳化資料庫，使模具加工

能充分發揮CAM的功能，以提昇模具之精確度與加工速度，並提

供增加模具壽命之熱處理技術。 

2. 蔡顯榮（2002）在「精密模具之表面改質技術研究」中指出，利用

添加碳化鈦與鎳之粉末，進行雷射表面被覆，使得模具母材之表面

機械性質得到改善，或用於模具母材之表面修補。 

3. 周文祥（1998）在「模具溫度控制系統設計與成品強度之關係研究」

中指出模溫控制、模溫分布、硬化速率、成品結構、成品強度等相

互關係，可找出最佳成品性質的模具溫度控制系統設計。 

4. 楊申語（1996）在「精密射出模之融膠傳輸」中實驗指出，射出成

型模具使用不同溫度控制系統及模仁材料時，模具溫度的變化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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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以判斷平衡穩定性及均勻性。進一步瞭解模溫對產品品質影響。 

5. 周文祥（1995）在「射出成型模具最佳成型條件自動選擇系統」中

指出，自動選擇系統分析，可在最佳成型加工條件下，降低射出時

間、降低熔膠溫度、昇高模具溫度，亦能提高成品品質。 

6. 張慧隆（1995）在「塑膠成型品形狀最佳化設計之研究」中指出，

模流分析軟體及應力分析軟體進行熱塑性塑膠成品的最佳成形形

狀設計及負載分析預期的破壞點。 

7. 陳明（1994）在「電腦輔助工程分析在聚二醚酮複合材料射出成型

模具設計上之應用」中指出，射出成型短纖補強複合材料時，提供

合適之加工條件和較佳之模具設計。 

8. 鄭新有（1998）在「同步工程環境下電腦輔助模具設計系統之研究」

中提出，建構同步式射出成型可脫模性評估模組，有脫模方向、分

模線、低陷部位、脫模零件數以及強制脫模之評估功能。 

9. 李碩仁（1992）在「對於逆向模具製造整合技術開發之研究」中指

出。三次元量測路徑規劃、三次元量測誤差補正、三次元曲面 邊

際之量測與設定、三次元曲面幾何之設定、Offset曲面之幾何建立，

及自動刀具路徑之建立，提高現有量測技術及由產品反推模具開發

的逆向工程技術。 

10.李泓原（2000）在「快速製造模具塑膠產品機械性質之研究」中指

出，使用快速造模技術，在縮短產品及模具開發時間上有重要的影

響。但成型品在拉伸強度有明顯改變，在硬度方面則無明顯的變化。 

11.翁文德、林穎志、賴景義（2003）在「網路互動式精密模具檢測與

誤差分析系統發展」文中利用CAD模型做量測規劃，並以三次元

量測系統自動量取物件之曲線與曲面資料，發展模具及零組件的曲

線及曲面輪廓度檢測與誤差分析，達到縮短製程、降低成本及提高

產品品質的目的。 



 

 

28 

 

12.賴景義（1997）在「三次元量測及逆向工程之整合研究」文中整合

CAD/CAM、三次元量測與逆向工程之技術，提高量測效率，增進量

測自動化，並建立複雜CAD模型的功能。 

13.張作為、王世昌（2001）在「工業模具開發管理系統之研究」中指

出，以資料庫系統的架構，含有設計構想、模具製造條件、塑料材

料性質、機台成型條件等資訊，提供使用者資料的選用。 

 

貳、各機構培訓塑膠模具設計相關能力之內涵 

一、職業訓練中心訓練模具技術人力培育 

模具設計技術人力培育除學校教育外，職業訓練體系亦有開設與塑膠模

具設計技術相關能力的培訓，分述如下： 

（一）台北市勞工局職業訓練中心電腦輔助模具設計製造班之訓練目標是，

依模具職類相關知識與技能，應用電腦繪圖，操作模流分析之軟體，

設計與製造沖模及塑模之零件圖與組合圖，使能適應工作之需求（台

北市勞工局職業訓練中心，2002）。 

（二）中區職業訓練中心電腦輔助模具班之訓練目標為培養刻苦、勤奮、負

責精神及敬業樂群之職業道德。熟悉職類相關知識，能適應工作上之

需要。能使用電腦，應用輔助繪圖及設計軟體，依成品圖或樣品，從

事塑模之設計，繪製模具圖（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中區職業訓練

中心，2002）。 

（三）澳洲國家訓練服務中心，簡稱NTIS（National Training Information Service 

of Australia），其宗旨在於制定能力標準、辦理技術證照以及提供模具

行業所需之職業教育和訓練之項目為模具製造技術、模具檢測技術、

塑膠材料的認識、模具材料的認識、塑膠材料成型加工方式、射出成

型機械系統分析、模具製圖與設計技術、塑膠成型模具的維護保養等

技術（澳洲國家技術服務中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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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職業訓練局塑膠科技中心(HKPTC)，創立於1988年是由工業界、

學術界及地方政府等三方面所組成的非營利機構，創辦目的是要借助

科技的發展來配合香港塑膠業需要，從而提高業者的生產效率及營收

為主要目的，其塑膠科技中心之職業教育和訓練之項目為塑膠模具設

計及製造應用CAD/CAM/CAE、電腦輔助塑膠注塑模具設計、產品/模

具開發及製造技術、應用AutoCAD繪製塑膠模圖、高級CAD/CAM系

統 、應用SolidWorks於產品設計、應用MOLDFLOW-CAE優化塑膠元

件（香港塑膠科技中心，2002）。 

二、 經濟部工業局模具工業人才培訓計畫之訓練目標，1.促進產業界對塑膠

模具設計與估價之能力提昇。2.精密模具設計、共射出加工技術與塑膠

精密成型技術開發與輔導（經濟部工業局九十年度專案計畫，2001）。 

三、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塑膠模具設計之訓練目標，旨在促進產業界

對塑膠模具設計之能力提昇，例如1.了解塑膠模具設計原理。2.了解射

出成型製程。3.了解模具結構與模具設計。4.塑膠模具結構分析技術。

5.氣體輔助射出成型。6.電腦輔助工程CAE技術。7.IC塑膠封裝技術。

8.塑膠模具估價實務。9.塑膠模具結構分析。10.塑膠產品問題分析及對

策。11.精密機械設計實務（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2001）。 

參、小结 

為了提升國內模具設計技術的優勢，模具設計工程師應積極從研發、實

體造型、細部設計、模流分析與測試、快速成型與快速造模到製造完成，充

份使用CAD/CAE/CAM/RE/RP等專用軟硬體設備來輔助模具設計，以縮短模

具開發時間、減少試模次數，達成資訊整合技術的應用，已成為企業提昇競

爭力必備的利器，亦是今後業者發展的趨勢。 

目前國內企業尚未建立設計價值的認知與付費的觀念，中小企業尚未積

極投資產品研發與創新，所以政府積極鼓勵業者投資研發創新的領域外，學

校在培育設計人才時，宜加強產品研發創新的設計能力和模具設計分析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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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力，以提昇國內模具設計水準，發展成為國際級的模具領導產業。 

綜合上述，針對國內外「塑膠模具設計與製造」相關的研究計劃、博碩

士論文、以及各機構培訓塑膠模具設計相關能力之內涵，分析歸納發現，雖

然專題研究主題或培訓塑膠模具設計相關能力之名稱不盡相同，但專業能力

內涵卻有大部分相同之處，故本研究僅針對塑膠模具設計開發所需的能力作

整理分析，歸納說明如下： 

一、具備選用材料能力：熟悉各類金屬與非金屬材料的性質及特性，並能做

出最適當的選用。 

二、認識成型加工能力：認識塑膠成型設備與成型加工法之知識與技術，並

能適切的運用在模具設計工作中。 

三、瞭解機械加工能力：瞭解一般機械加工與模具專用加工機械之知識與技

術，並改善製程、規畫加工，提供製造部門參考採用。 

四、具備模具設計能力：熟悉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設計技術之原理、規範與應

用，以及選用合適的模具加工技術與成型設計方法，符合成型條件以

及縮短模具製程等能力。 

五、具備電腦維護能力：瞭解一般電腦軟硬體與網路之相關知識與技術，能

有安裝、移除及更新軟體的能力。 

六、具備CAD繪圖能力：具備圖學的相關知識、能適切的操作電腦輔助繪

圖與模具設計繪圖軟體，並能轉換圖檔至CAM/CAE上使用。 

七、具備CAM製造能力：具備製造的相關知識、能適切的操作電腦輔助製

造軟體，並能實際運用在模具設計工作中。 

八、具備CAE分析能力：具備分析模具加工中各項能量及模具結構的能力，

並能深入的了解其原理與作動方式，作適切的模流分析。 

九、認識RE、RP、RT開發製造能力：具備認識RE、RP、RT相關知識以及

開發新産品的能力，並能實際運用在模具設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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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業能力標準之探討 
 

近些年來，許多先進國家或組織致力於推動發展「能力標準」，為提昇

競爭力以及提供職場人力需求，於是紛紛發展各職類專業能力標準，除希望

提高勞動力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水準外，並注重個人未來轉業能力的建立，本

研究。 

 

壹、專業能力的定義 

楊朝祥（1984）技職教育的觀點指出，教師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以有別於其他的專業人士，從教育的角度思考，「專業能力」是指與教學有

關的各種知識和技能。田振榮（2002）認為專業能力通常是指有效的能力

（ability），能完成指定的工作，其內容應包含知識、情意、技能。因此專

業能力是屬於各個職業領域所需的專業技能。江文雄、田振榮、和林炎旦

（1999）認為專業能力部分依其性質區分為科技與人文兩方面。科技方面是

指專業領域之技術知能，包括專業知識、專業技能以及專業態度等。人文方

面是指專業領域中所需之一般知能，包括蒐集分析、組織資訊能力、人際溝

通表達能力、團隊合作能力、運用數學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領導能力、

應用科技能力、終身學習能力等等，由於此方面各級各類科對學生之要求不

同，比例亦有所不同。 

Hall＆Jones（1976）認為專業能力係經由學習者清楚的概念化學習後，

所表現出來的綜合的技術、行為、或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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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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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

（ILO,2001）指出專業能力是能有效的完成指派的任務（task）或者是工作

職務，且要考量完成職責（duties）或扮演工作職務所習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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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業能力標準的功能與建立 

在瞭解上述專業能力之定義後，對於能力標準功能及其建立亦需進一步

了解。田振榮等（2003）指出能力標準是教育訓練機關要達成的學習目標，

也可以說是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的標竿。換言之在正規的職業教育系統或

訓練，與非正規的工作場所訓練等，都應該以達成能力標準作為學習的標

竿，才能符合業界的需求。 

由於能力標準是職場與教育訓練系統間的界面，提供僱主、求職者、教

育訓練單位、家長、以及政府等方面，了解現今職場人力與能力供需的情形，

做適度的調整與選擇（田振榮等，2003），詳細分述如下： 

一、專業能力標準的功能 

（一）對僱主而言 

1. 可作為僱主和教育訓練單位間的溝通橋樑，也讓教育訓練系統瞭解

目前就業市場之所需。 

2. 可清楚的定義工作的需求，讓求職者瞭解僱主所期望的能力水準。 

3. 可改善產品品質、增進生產力、提升顧客滿意度、與加強競爭力。 

4. 可用來評量求職者的技能水準，訂定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計畫。 

5. 可降低人才僱用過程新花費的人力物力，獲得較佳的投資報酬率。 

6. 可作為機構設計訓練計畫的參考，便於發展彈性的人力素質。 

（二）對求職者而言 

1. 提供求職者瞭解業界的需求，進而積極學習職場所需的能力水準。 

2. 提供求職者能取得專業技能證照機會，以獲得較高的就業保障。 

3. 提供求職者增強工作表現，使工作有獲得升遷的機會。 

4. 提供求職者在不同工作角色中變換，或進行橫向的工作轉移機會。 

（三）對教育訓練單位而言 

1. 提供教育訓練單位瞭解業界的需求，以便設計合適的訓練課程。 

2. 提供教育訓練單位合宜的評量標準，以便評量學習者的能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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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教育訓練單位與僱主間進行建教合作，提供實務性的課程。 

4. 提供教育訓練單位有益於行業的諮詢或職業生涯規劃教育。 

5. 作為教育訓練單位、業界、及工會之間溝通的橋樑。 

（四）對家長而言 

1. 提供家長充分瞭解其子弟所應學習的內涵，及所應達到的標準。 

2. 提供家長建議子女適切的生涯規劃，並能分析行業現況。 

3. 提供家長協助子女獲得就業資訊，並有機會追求成就。 

（五）對於政府而言 

1. 提供產經學界之間相互合作，積極培育專業人力。 

2. 能設置適合於當前產業界需要的教育與訓練系統。 

3. 可提供做為國家職業技能證照的評量依據。 

二、專業能力標準的建立 

由於能力標準的建立具有上述多項功能，各國根據專業能力的定義也發

展出不同的能力標準，如英國政府於1986年開始組織許多工業訓練委員會，

建立了「國家職業資格證照系統」NVQS（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System），以促進職業標準的發展與應用，並作為學術與職業的橋樑，以改

進教育與訓練系統，使人力培育與僱用需求相互映對，提昇人力素質與國家

經濟競爭力（Barnes & Nobles，2000）。而美國則由教育部與勞工部於1992

年起即推動二十二項全國性的技能標準（skill standards）先導計畫，於1994

年又成立「國家技能標準委會」NSSB（National Skill Standards Board）（2000a），

其主要任務為發展各項職業的「技能標準」（skill standards）的提出。「歐

洲訓練基金會」ETF（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亦自1995年起，協助東

歐、歐盟及新獨立國協等二十五國，致力於「職業教育與訓練標準」VET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andards）的發展（Mansfield,2001） 。澳

州國家訓練授權局ANTA（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為了使提供

發展能力標準（competence standards）的單位有一個依循，於1998年編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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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套裝教材發展手冊（Training package development handbook），其中詳述

能力標準發展方法、教育訓練教材發展方法、及能力表現評量方法等 

（ANTA,1999；ANTA,2001）。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為了促進國際間勞工權益與技能的提升，也大力協助各會員國

發展技能標準（Mertens,1999；ILO,2001；田振榮等，2003）。 

 

叁、專業能力標準內涵 

所謂「專業能力標準」（profess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s）是指要在某一

個職業領域內就業，所必須達到的能力水準，而這個能力標準，根據美國全

國職業標準委員會NSSB（1995）所提出之技能標準（skill standards），認為

技能標準包括核心知識和技能（core knowledge and skills）、專精知識和技能

（concentration knowledge and skills）、專門知識和技能（special knowledge and 

skills）等三個類型。 

澳洲國家訓練局ANTA（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2003）

則指出，所謂能力標準（competency standards）是指個人有效率的在職場上

工作所需具備的技能和知識，而這標準必須為全國各地區之該行業所許可認

定，也是該行業教育訓練的準則，這個標準應包括基礎的基本技能到複雜技

術工作的表現規準（performance criteria）。根據Regency Institute of TAFE 的

認定（1999）這個能力標準也可稱為「能力單元」（unit of competence），它

包括五個項目：能力項目（elements of competence）、表現規準（performance 

criteria）、變異的範圍（a range of variables ）、證據的指引（an evidence guide）、

以及關鍵能力（key competencies）等。而關鍵能力則是指蒐集分析組織資訊

之能力、溝通觀念與資訊應用能力、計畫與組織活動之能力、與他人或團隊

合作之能力、使用數學觀念及技巧之能力、問題解決之能力以及使用科技之

能力等。 

歐洲訓練基金會（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 ETF）（1998）在訓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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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手冊中，對標準（standard）的定義是指明確的職業活動，其組織架構

包括知識、技術及能力等，而在其職業教育訓練中，提出在每一訓練或工作

結束時實施評鑑的必要性，以求知識及技術達最低標準的證明。 

由上述得知，國內外學者對於能力標準的定義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對於

專業能力標準的統整與建構均認為有其必要性，以做為未來發展專業能力之

指標（田振榮、康鳳梅，2001）。 

 

肆、小結 

綜合上述而言，專業能力是指從事某一特定職業內的工作或任務所需具

備的能力，該專業能力透過學習或訓練後能勝任其工作或任務。雖然專業能

力的範圍比一般能力為窄，但內容包含有認知、情意和技能等三方面之領

域。而且專業能力的學習與表現，常受認知與情意態度的相互影響，因此在

學習的過程中並非單獨存在，唯有經過精熟的學習知識(認知領域)和認真的

學習態度(情意領域)，才能學得好專業技能(技能領域)，簡而言之「專業能

力」就是「專業技術能力」。 

而所謂專業能力標準，應是指個人在職場上工作所需具備的技能和知識

的能力表現水準。包括核心知識與技能、專精知識與技能以及專門知識與技

能。但職類專業能力標準亦應隨著新科技的發展、知識經濟的來臨以及產業

結構的改變，重新加以整合、修正或者新增職類專業能力標準內涵，以因應

就業市場及雇主的需求。因此為了使教育訓練系統與僱用單位相互了解教育

訓練需教些什麼專業能力？業界又需要些什麼專業能力？而且需達到何種

專業水準？因此建立專業能力標準就有其急迫的需要性。 

本研究擬建立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設計工程師所需專業能力標準，以提供

技專院校在模具設計課程中培育學生在專業領域中所需的專業知能之參

考，期盼學生未來能在職場上順利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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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專業能力的分析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設計工程師所需專業能力之內涵，因

此本節將先釐清行職業的定義，進而探討職業常用的能力分析方法和層級分

析的評估方式，以期建立專業能力內涵及專業能力標準的發展模式。 

 

壹、行業與職業的定義 

近年來社會經濟結構急劇變化，各行業分工漸趨專精，若干新興行業伴

隨新科技、新技術發展而產生，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於 2001年完成第七次

修訂「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財政部根據行政院頒布之「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爰就現行稅務行業標準分類並參酌各財政及稅務單位所提修訂

意見加以彙整，於2002年邀集各相關單位共同會商審議，完成第五次修訂，

以切合各界需用。 

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對職業所做的定義，是指個人所擔任之工作或職

務，但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須有報酬：係指因工作而獲得現金或實物之報酬。 

二、有繼續性：係指非機會性，但從事季節性或週期性之工作，亦認為有繼

續性。 

三、為善良風俗所認可--如從事之工作雖可獲得報酬，但不為善良風俗所認

可，則不認定其為職業。 

職業之分類原則係按個人從事之有酬工作，將其性質相似或相近者分別

歸類並做有系統之排列。惟職業種類繁多，通常無一定之原則可循，一般多

按下列條件，選擇其適用者作為分類之準則：(一)在職務上所負之責任。(二)

專業知識、技術及資歷。(三)生產之製品或提供勞務之種類。(四)工作環境、

工作程序或使用之原料。至於行業與職業之區別說明，如表2-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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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  行業與職業之區別 

名詞 行   業 職      業 

標準分類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 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 

編修單位 行政院主計處 行政院主計處 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 

標準分類 90年1月（第七次修訂） 81年6月（第五次修訂）89 年版 

修訂依據 以聯合國行業標準分類1990

年版為基本架構，並參考新加

坡2000年版、北美1997年版

及日本1993年版行業分類修

訂，以利國際間統計資料之比

較分析，並兼顧我國國情 

聯合國「國際職業標準分類」1991年修訂版為基本

架構﹐參酌美﹑日兩國職業分類﹐並兼顧我國社會

經濟發展狀況修正，參考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修

訂職業分類典時﹐對本分類之建議意見 

定義 行業係指經濟活動部門之種

類，包括從事生產各種有形物

品與提供各種服務之經濟活

動在內。 

職業是指個人所擔任之工作或職務，所須具備下列

條件： 

1.須有報酬-係指因工作而獲得現金或實物之報酬 

2.有繼續性-係指非機會性；但從事季節性或週期性

之工作亦認為有繼續性 

3.為善良風俗所認可-如從事之工作雖可獲得報

酬，但不為善良風俗所認可，則不認定為其職業 

分類基礎 以場所單位為分類基礎最合

實用 

1.在職務上所負之責任 

2.專業知識﹑技術及資歷 

3.生產之物品或提供勞務之種類 

4.工作環境﹑工作程序或使用之原料 

分類 82中類259小類605細類及

1710子類 

共分十大類下再分有37中類114小類394細類 

兩者關係 每一行業﹐因分工之關係﹐常

需各種不同職業之工作者 

同一職業之工作者﹐常分布於不同之行業 

舉例說明 C大類為製造業，25中類為機

械設備製造修配業，259小類

為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2592

細類為金屬模具製造業 

第2大類為專業人員，21中類為物理學﹑數學研究

人員及工程科學專業人員，214細類為建築師﹑工

程師及有關專業人員，2145細類為機械工程師，模

具設計工程師為機械工程師的細類。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主計處，2002、1992；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0。 

 

聯合國出版之人口普查方法（population census method）對於經濟活動人

口中行業與職業二者之區別曾作如下解釋：行業指工作者所隸屬之經濟活動

部門，職業指工作者個人本身所擔任之職務或工作；以模具製造廠所僱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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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例，在職業分類中製圖員屬機械工程技術員，在行業分類中則因模具製

造廠之經濟活動為製造模具，屬製造業之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簡言

之，所謂行業，係指經濟活動部門之種類，而非個人所從事之工作，每一類

行業有一定主要經濟活動，但因分工關係，往往需要各種不同職業工作人

員，而同一種職業之工作人員，亦常分布於各種不同之行業（行政院主計處

第三局，2002a）。 

 

貳、職業所需專業能力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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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常用的分析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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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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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CUM 

(Developing A Curriculum)、德懷術（Delphi）、V-TECS（The Vocation–Technical 

Education  Consortium of State）、以及功能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等四種

職業分析法，分述如下： 

 

一、DACUM分析 

DACUM分析以技能為導向，以簡單的技能目錄單（skill profile），提供

職業訓練方案，做為課程設計及評鑑的工具。源自於加拿大，之後經由羅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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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現職工作人員及監督人員，都應該比任何人更能夠精確的描述該行業必

備的能力。為了能正確的描述所要執行的任務，應必需要有效的工作描述方

式，而所有的任務也都需具備某種的知識、技能、工具、以及工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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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DACUM分析法的進行過程（田振榮，2000），說明如下： 

（一）成立DACUM分析小組：DACUM屬於專家諮詢的工作分析法。必

須慎選專家，通常為該領域的專家學者、僱主、現職工作者、監督

者、以及一位熟悉DACUM的分析師，共十四至十八個成員所組成。 

（二）蒐集文獻資料：蒐集該職業領域的文獻資料、研究報告、操作手冊、

工作分類與職業分類典等。 

（三）分析職務（duty）：經由二次的焦點團體會議，透過腦力激盪的方

式，建構出該職業領域的所有職務，會議進行中DACUM分析師必

須確實引導會議的進行，適時提出問題並記錄之。 

（四）分析任務（task）：由DACUM分析師引導專家，導出每一項職務

所應包括的任務。 

（五）重新檢視其適切性：DACUM分析師將已導出之職務與任務，要求

專家進行重新確認，將不適合的職務與任務，予以合併或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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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知

識、技能、設備、材料、環境等。 

（七）分析特定的操作：根據任務的需求，詳列特定的操作步驟，與完成

操作所需的最低表現標準。 

 

綜合上述DACUM分析法具有省時、省力、內容明確、簡便，適合變遷

快速的行業使用，因此國內外研究常被廣泛的使用。但缺點是內容穩定性不

夠，且需專家在短時間內做決定，仍略嫌不足，其次分析師的主持能力影響

會議進行的效率及品質甚鉅（江文雄等，1999）。因此最好能擁有一位立場

中立且負責分析師及一位記錄員，負責將專家在腦力激盪下資料忠實的記錄

下來，同時不可拒絕與會人員所提出的任何意見，以免影響專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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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elphi分析 

德懷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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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施方式是透過一群專家在彼此互不碰面，而以郵

寄、mail或傳真的方式進行二、三次有系統的問卷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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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調

查後將分析所得結果及最新的問卷，再次分送給接受調查的專家學者，作修

正其先前的結果使用，如此反覆的實施，直到達成共識為止（李隆盛，2000；

黃政傑，1994）。其實施步驟如下（Uhl，1990）： 

（一）選取受試者通常是某方面的專家。 

（二）受試者以匿名方式對問卷主題的觀點、建議、批評與預測。 

（三）每一位受試者均接受全體平均反應之回饋，為了確認對這次全體平

均反應表示同意或反對，開始第二輪的Delphi分析。 

（四）再次呈現全體平均反應給受試者回饋，並說明為何不同意全體平均

反應之原因。當受試者瀏覽全體受試者多數意見之後，再作回應。 

（五）經過一輪的Delphi分析後，如果意見的收斂並未明顯增加，前兩步

驟可以再重複。 

綜合上述 Delphi是以集思廣益來推測未來現象的方法，在決定優先順

序、目標設立及決定未來趨勢是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問卷調查具有較高的完

整性、隱密性、可信度高與問卷能重覆多次使用等優點。但缺點是費時、調

查次數過多過程繁複，專家學者易生疲倦而中途離去，致使研究樣本流失，

影響後續研究之進行。 

 

三、V-TECS分析法 

V-TECS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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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需要之能力標準（黃政傑、李隆盛，1996）。發展步驟（康自立，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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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先發展職業目錄：對每一工作能力目錄之發展均係透過廣泛文獻資

料而進行分析，分析的歷程係將工作分析成「職責」（duty），再

由職責分析成「任務」。初稿完成後即進行預試，預試對象為職業

現場工作者，測試完成後加以修正整理，再編成職業目錄問卷。 

（二）進行實地調查：與工作有關之實際工作者為調查對象，由電腦隨機

抽樣選出。 

（三）寫成行為目標：問卷回收後，將資料進行統計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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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書寫成行為目標。 

（四）發展能力目錄：當任務選定後，由現場工作者、職業科目教師、專

家學者或書籍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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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據任務工作單編成「能力目錄

問卷」，以便實施測試。 

（五）進行測試：完成「能力目錄訪問卷」後，即進行測試，通常採用訪

問法進行，以課程專家、教師、實習主任及各科科主任等對象。 

（六）寫成能力目錄：經回收測試完畢後，進行資料整理、統計分析，綜

合而成最後的能力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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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重覆的從職場工作者中得到回饋並修正，再運用統計技術，精確的分析

與電腦處理大量的資料，使所得結果能符合時代和職場的需求；但缺點是進

行耗太多的人力、物力、時間和財力，而且必須所有參與能同心協力，才能

得到滿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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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方法源自於 1986年英國政府在一項 ESF核心技能發展計畫

（ESF Core Skills Project）中發現，傳統的「任務分析」是以職業的最小單元

「任務」來分析，適合描述固定職業或工作的操作性活動，也就是注重「做

什麽」及「如何做」，偏重於過程的描述，對於變化較大的職業內涵或範圍

較廣泛的職業領域而言，較不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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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漸取代了傳

統的「任務分析」（task analysis）（Mansfield & Mitchell，1996；田振榮、康

鳳梅，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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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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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more，1999）。 

 

參、功能分析法的內涵 

一、功能分析法的使用特色(ILO，2001；Mansfield & Mitchell 1996；Mansfield，

2001；田振榮、康鳳梅，2001)，分述如下： 

（一）功能分析強調描述工作活動的成果或產出，注重功能而非工作活動

的過程。 

（二）功能分析透過文獻探討、個別諮商、實地訪談、焦點團體等技巧，

來蒐集資訊，而非僅由經驗或觀察來獲取片段的資訊。 

（三）功能分析所得結果，係以樹狀功能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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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經由樹狀功能圖再行分析而得。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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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之樹狀功能圖，係指樹狀（tree）的型式，亦有使用表格式的功

能圖來呈現。經本研究所邀請的專家學者建議，應以樹狀功能圖來

詮釋目前文獻所稱呼的功能圖為宜，故本研究功能圖以樹狀的型式

呈現時，稱為樹狀功能圖。 

（四）樹狀功能圖以階段方式進行分析，由關鍵目的(key purpose)開始分析

起、依次再分析主要功能（major functions）、次要功能(sub functions)、

直到分析功能單元(functions units)為止。功能分析陳述所得之結果，

必須遵循「動詞＋受詞＋條件」的原則呈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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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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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程序與方法皆相同。 

（六）功能分析的程序是動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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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回到前一階

段採用重複規則，如圖2-4.1所示。 

 

圖2-4.1 功能分析演繹規則與程序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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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向右（由關鍵目的至功能單元）採用分解規則，

關鍵目的
Key purpose 

主要功能
major functions

次要功能
sub functions

功能單元
function units 

分解規則：由左向右依次演繹出

重複規則：由右向左檢視分析其適切性

樹狀功能圖

functional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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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演繹出完整的樹狀功能圖。即由右而左則是利用重複規則，再

進行更嚴謹的分析，持續檢視分析其適切性。 

 

功能分析法近年來漸受各國職業分析專家重視，「功能分析」屬於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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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個演繹分析策略必須有一位熟悉功能分析法的「功能分

析師」(function alanalyst)，或稱為「功能分析助手」(functional analysis facilitator)

主導，其輸出之樹狀功能圖，為水平樹狀結構的分析模式，如圖2-4.2所示。

其中主要功能亦稱為關鍵領域 (key areas)；次要功能則稱為關鍵角色(key 

roles)，在三階段的分析中將次要功能及功能單元合成一個，稱之為模組

(modules)，也稱為附屬功能。 

 

 

 

 

 

 

 

 

 

 

 

 

 

 

圖2-4.2樹狀功能圖的分析模式  

關鍵目的

主要功能

功能單元

次要功能 功能單元

功能單元

功能單元

次要功能 功能單元

功能單元

主要功能 功能單元

次要功能 功能單元

功能單元

主要功能

下一階段「應該做什麼功能」?

才能完成本階段的功能

本階段的功能是否能達成

上一階段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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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分析法的實施內涵 

功能分析法包括關鍵目的、主要功能、次要功能以及功能單元等階段分

析，至於實施內涵分述如下： 

（一）關鍵目的分析 

所謂「關鍵目的」是指為了描述整個企業生產活動的理由或要描述職業

領域的「獨特貢獻」(unique contribution)，也就是明確的任務宣告或任務陳述，

清楚的列出組織想要達成理想的目標。在分析的程序中，必須依循專業化的

知識和背景作基礎，不但要考量現今的需求，且能因應未來職業變遷所帶來

的需求（ILO，2001；Mansfield，1996；田振榮等，2001）。 

綜合言之，關鍵目的是功能分析法進行的出發點，是一個職業領域的目

的、任務或理想對國家、社會、經濟或是企業的貢獻。透過該職業領域的專

家學者，經由訪談、諮商、焦點團體等技巧，來完成關鍵目的的分析。關鍵

目的分析時，應遵循下列各點要求： 

1. 描述用詞要精簡、概括的描述任務、目的、與理想。 

2. 遵循「動詞+受詞+條件」的描述方式。 

3. 注重各組成份子間的利益平衡。 

4. 適用於不同範圍、不同性質的職業領域。 

選取與塑膠模具職業領域相關之關鍵目的為範例，如表2-4.2所示。 

 

表2-4.2  關鍵目的分析範例 

職業領域 關鍵目的 

塑膠製品機械操作工 操作及監控機器來製造各種塑膠零件及產品，生產塑膠原料﹐化合

物之揉捻或攙和等工作（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 2002b） 

塑膠模具設計工程師 使用電腦軟體從事塑膠模具之開發設計、改善製造、規畫加工和製

作等工作（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2002b） 

資料來源：修改自田振榮、康鳳梅，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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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亦稱為關鍵領域（key areas），其基本原則是以「分類規則」

（classification rules），亦稱為「演繹規則」（deductive rules）。分析時，功

能分析師必需將關鍵目的劃分成數項的主要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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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功能分析的正確與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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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主要功能建構在下列五個型態中，功能分析師可根據這

五個型態提示、誘發與會專家思考，進而導出該職業領域之完整樹狀功能圖。 

1. 操作性或技術性的功能(operational/technical)：一般職業領域分析偏重

於操作性或技術性的角度思考，來分析其主要功能。 

2. 策略性功能（strategy）：針對職業領域整體的發展方向規劃、預估

未來的需求、設定技術和操作的規範等的決策判斷。 

3. 創新性或創造性功能（innovation/creativity）：職業領域中設計部門

針對新產品的研發或製程發展有創意與創造性功能。 

4. 管理性功能（management）：針對職業領域中生產管理、製程管理

或組織管理等有關之管理階層功能。 

5. 價值基礎功能（value base）：提供顧客的研發設計概念、取得顧客

的信任等價值基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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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關鍵目的與主要功能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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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泛蒐集相關文獻，藉以了解該職業領域的功能。文獻來源除研究

報告之外，亦應考慮政府及職業相關機關的出版品、雜誌、報紙、

操作手冊、書籍、網路資訊以及現存的分析結果等。 

2. 功能分析師應在諮商、訪談、或團體焦點法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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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邀請的專家必須是該職業領域的參與者，除了需具代表性之外，

還應考慮廣泛性、地域性，才能使該職業領域的所有主要功能完整

呈現。 

針對表 2-4.2中「塑膠模具設計工程師」的關鍵目的為「使用電腦軟體

從事塑膠模具之開發設計、改善製造、規畫加工和製作等工作」，進行功能

分析後，產出主要功能，其結果如表2-4.3所示。 

 

表2-4.3  主要功能分析與所屬型態之範例 

職業標題：塑膠模具設計工程師（2145） 

關鍵目的 主要功能（關鍵領域） 型態 

使用電腦軟體從事

塑膠模具之開發設

計、改善製造、規畫

加工和製作等工作。 

1.選用塑膠材料與模具金屬材料 

2.認識塑膠成型設備與加工法 

3.瞭解模具加工機具與加工法 

4.設計塑膠射出成型模具 

5.瞭解電腦軟硬體設備 

6.操作電腦輔助繪圖軟體(CAD) 

7.操作電腦輔助工程分析軟體 (CAE) 

8.瞭解逆向工程/快速成型/快速造模 

技術性的功能 

技術性的功能 

技術性的功能 

創新性與價值基礎功能 

操作性與技術性的功能 

操作性與技術性的功能 

操作性與創造性的功能 

操作性與策略性的功能 

資料來源：修改自田振榮、康鳳梅，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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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要功能 

次要功能或稱為關鍵角色（key roles）。功能分析師分析過程，除了適

用主要功能之五個型態外，還可以依據下列原則，誘導專家提出次要功能，

以協助分析的進行，如下所示： 

1. 考慮線性的處理程序：許多生產性、技術性的次要功能，可用循序

的線性處理程序，如計畫、設計、建造、操作、生產、組裝、完成

等，是一系列的線性處理程序。 

2. 考慮循環的處理程序：許多策略性、管理性的次要功能，可用循環

的處理程序，如研究、發展、實施、計畫、執行、考核等。 

3. 不同的方法或程序應加以劃分：因為不同的程序或方法，隱含不同

的知識與技能，如沖壓模、塑膠模；沖壓成型、射出成型。 

4. 劃分不同的產品：不同的產品引隱含不同的程序和方法，也需要不

同的知識和技能，亦應加以劃分，如設計塑膠成品、設計模具。 

針對表 2-4.3中主要功能「操作電腦輔助繪圖軟體」，進行功能分析，

由於「操作電腦輔助繪圖軟體」的程序屬於一種線性程序，欲達成設計與繪

製模具圖的目的，進行次要功能分析，其結果如表2-4.4所示。 

 

表2-4.4 「操作電腦輔助繪圖軟體」之次要功能分析範例 

主要功能（關鍵領域） 次要功能（關鍵角色） 

操作電腦輔助繪圖軟體 

操作3D電腦輔助繪圖系統 

操作2D電腦輔助繪圖系統 

轉換圖檔格式 

操作模具專用軟體 

資料來源：修改自田振榮、康鳳梅，2001。 

 

（四）功能單元 

次要功能分析完成後，如果個人已有能力獨立達成任務，即無法再以「分

解規則」繼續劃分，功能分析即可停止。如果仍然需要團隊工作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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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繼續進行功能單元（functional units）分析，進一步將功能單元發展成為

個人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能，如表2-4.4中次要功能「操作3D電腦輔助繪圖系

統」，仍有許多程序有待完成，一個人不能同時兼顧獨立完成，必須進一步

進行功能單元分析，其結果如表2-4.5所示。 

 

表2-4.5 「操作3D電腦輔助繪圖系統」之功能單元分析範例 

主要功能（關鍵領域） 次要功能（關鍵角色） 功能單元（關鍵活動） 

操作電腦輔助繪圖軟體 操作3D電腦輔助繪圖系統

設定3D圖之系統環境 

繪製實體圖 

建立實體零件庫繪製彩現圖 

繪製實體組合圖 

繪製立體分解系統圖 

編輯設計變更實體圖 

列印各種3D圖面 

資料來源：修改自田振榮、康鳳梅，2001。 

 

三、檢視功能圖的完整性與妥適性 

在功能分析的過程中，功能分析師應不斷的檢視功能圖之完整性與妥適

性，並適時的引導專家進行思考。至於功能圖檢視依循原則（田振榮、康鳳

梅，2001）如下： 

（一）以成果或功能的方式呈現：功能圖必須以成果或功能方式表現，不

應以特定的操作、設備與材料呈現，因科技的發展，新方法不斷更

新，會導致所發展出來的技能標準不合時宜；若其功能未改變，則

僅改變後續的分析即可。 

（二）功能圖須能反應實況：功能圖是發展技能標準、教育訓練需求及評

量規準的依據，所以功能圖必須能夠反應最佳實況，則後續的發展

才能達成標準。 

（三）功能圖預測未來需求：根據過去科技變遷的軌跡，職業領域的專家

必須能了解該職業領域目前的現況外，也必須能預測未來的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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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來發展出功能圖。 

（四）功能圖是否有斷裂情況：如果某些功能單元有斷裂情況，也就是某

些有四階段，某些僅有二階段或三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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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功能圖成為

完整的四階段圖形或三階段圖形。 

（五）能發展成為標準，必須再加以分解，直到功能單元可以由個人獨立

完成為止。 

 

四、專業能力標準 

（一）能力標準的發展 

我國能力標準發軔於1972年由行政院內政部所公佈的技術士技能檢定

辦法，並於1995年由行政院勞委會所修正制定的各職類技能檢定規範為主。 

（二）能力標準的組成與架構 

行政院勞委會依其技能範圍及專精程度，在技術士技能檢定等級方面分

為甲、乙、丙級或單一級等三級，其中甲級技術士的標準最高。不同職類所

訂定的技能檢定等級之劃分以及應具備的知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2），

分述如下： 

1. 甲級：除應具備乙級技術士之技能及相關知識外，並應具備之技能

與相關知識。 

2. 乙級：除應具備丙級技術士之技能及相關知識外，並應具備之技能

與相關知識。 

3. 丙級：應具備之技能及相關知識。 

4. 單一級：應具備之技能及相關知識。 

在能力標準架構方面，專業知能分為許多工作項目，在每個工作項目

中，可能分成許多技能種類，而技能標準是達到能力水準，亦是評量能力水

準的依據，而相關知識為共同科目是該職類的所需具備的知識，如圖2-1.1

所示。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本文分為下列四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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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項目：列舉出檢定職類各級別之主要工作項目。 

2. 技能種類：針對各工作項目，列出所需之技能種類。 

3. 技能標準：針對每一技能種類，列出其技能標準。技能種類及技能

標準二欄，為命製術科測試試題之依據與範圍。但術科測試有礙難

時，可於學科試題中測試之。 

4. 相關知識：詳細列出應具備之相關知識，本欄即為命製學科測試試

題之依據及範圍。 

 

 

 

 

 

 

 

圖2-4.3能力標準的架構與檢定規範 

（三）以功能分析導出專業能力標準 

根據田振榮等（2001）所做的研究報告指出，以功能分析法分析導出專

業能力標準，可歸類為僱用規範、學習規範、評量規範等三種不同的規範，

分述如下：  

1. 僱用規範：是指僱主在勞動職場中，僱主求才或個人期望僱用機會

的規準，包括表現需求（performance requirements）及範圍（range），

前者描述需達到的主要功能或主要目的；後者描述各種變異情況，

包含使用之工具、設備、材料或方法，功能分析即以「表現規準」

呈現。 

2. 學習規範：是教育或訓練界發展訓練教材的依據。指學生或受訓人

員必須學習的知識及技能，以便達到僱用時所交付的任務，功能分

職類群規範

共同科目

工作項目

專業知能

相關知識

技能標準

技能種類

術科測試

學科測試

技能種類及技能標準在術科測試有
礙難時，可於學科試題中測試之 。

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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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即以「相關知能」呈現。 

3. 評量規範：是評量的依據。指學生或受訓人員經過學習之後，經評

量是否達到僱用規範的需求。 

如表 2-4.5中的關鍵活動「繪製與轉換零件圖」進行分析，其分析後產

出結果，如表2-4.6所示。 

表2-4.6 「繪製與轉換零件圖」之關鍵活動分析範例 

關鍵活動：繪製與轉換零件圖 

表現需求 

繪製零件圖的要領 

標註零件之尺度 

註解零件圖面註解 

轉換後編修零件圖 

僱用規範 

範圍敘述 使用電腦繪圖軟體 

技能 

繪製正投影視圖的方法與步驟 

標註線性尺度特徵 

註解圖面上的文字說明 

轉換後編修正投影視圖 學習規範 

知識 

瞭解正投影的原理 

瞭解尺度標註的基本原理 

瞭解尺度的選擇與安置原則 

評量規範  
以實際情境評量組合圖分解為零件圖正確情況 

以實際情境評量零件圖標註尺度與公差配合正確情況

資料來源：修改自田振榮、康鳳梅，2001。 

由上述專業能力標準的內涵包括有雇用規範、學習規範以及評量規範，

這些規範其實就是能力標準。最後再進一步導入能力標準架構中，如表2-4.7

所示。 

表2-4.7 由關鍵活動分析結果導入能力標準架構 

工作項目 技能種類 技能標準 相關知能 

繪製與轉換

零件圖 

繪製零件圖 

轉換零件圖 

繪製正投影視圖的方法與步驟

標註線性尺度特徵 

註解圖面上的文字說明 

轉換後編修正投影視圖 

瞭解正投影的原理 

瞭解尺度標註的基本原理 

瞭解尺度的選擇與安置原則

資料來源：修改自田振榮、康鳳梅，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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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振榮、康鳳梅（2001）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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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關鍵活動、表現規準、相關知能與評量指引所

組成。因此進行功能分析必須有次序的產出功能圖後，再進一步發展其專業

能力標準。一般而言「關鍵活動」是完成主要功能所需進行的活動；「表現

規準」是要達成主要功能的標準；「相關知能」是要進行關鍵活動的知識、

技能、設備、環境、材料等；「評量指引」則是說明如何進行評量是否達到

表現規準。 

在「1.1.1認識塑膠材料的分類」的關鍵活動進行分析，其能力標準輸出

格式，如表2-4.8所示。 

表2-4.8 「1.1.1認識塑膠材料的分類」能力標準輸出格式之範例 

職業標題：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設計工程師 （2145） 

主要目的：使用電腦軟體從事塑膠射出成型模具之開發設計與製圖、改善製程、規畫加工等工作 

工作項目： 

1.選用塑膠材料與模具金屬材料 

2.認識塑膠成型設備與加工法 

: 

相關知能（學習規範） 次要

功能 

功能單元 

（關鍵活動） 

表現規準 

（僱用規範） 技能 知識 

評量

指引

1.1.1認識塑

膠材料的分

類 

 

1分析塑膠材

料性質與分類 

2評估塑膠材

料的成型條件 

3瞭解塑膠材

料的製造方式 

4評估添加劑 

判定塑膠材質 

判定塑膠材料收縮率 

判定塑膠著色劑 

判定填充劑與補強劑 

判定發泡劑和耐燃劑 

判定熱和光安定劑 

分析塑膠成型材料特性

瞭解塑膠材料的性質 

瞭解塑膠材料的分子結構 

瞭解塑膠材料的分類 

瞭解塑膠材料的流動性 

瞭解塑膠材料的成型條件

與特性 

認識塑膠材料優缺點 

筆
試
以
實
際
情
境
評
量 

判
定
塑
膠
材
質
名
稱
及
種
類 

1.1.2 1 

： 

   

1.1
選
用
塑
膠
成
型
材
料 

1.1.3  1 

: 

   

註：主要目的即關鍵目的；工作項目即主要功能或關鍵領域；次要功能即關鍵角色；功能

單元即關鍵活動。 

資料來源：修改自田振榮、康鳳梅，2001。 



 

 

54 

 

肆、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AHP) 是屬於一種多目標的

決策方法，是在1971 年由Thomas L. Saaty（匹茲堡大學教授）所發展提出

的一套決策方法。利用組織的架構，同時建立具有相互影響關係的階層結構

(hierarchical structure)，可使在複雜的問題上作出有效的決策，或在風險不確

定的清況下作有效的決策，或為了在分歧的判斷中尋求一致性。經由不斷的

應用、修正及驗證，在1980 年後AHP 的整個理論更臻完備。 

本研究僅針對層級分析的內涵、目的、應用、實施、以及資料處理做概

括性的探討。 

 

一、層級分析的內涵、目的與應用 

Saaty（1980）認為層級分析的方法是藉由學有專長或累積相當經驗的人

員，群體討論的方式，匯集各方意見，將問題由不同的層面給予層級分解，

以名目尺度作要素的成對比較予以量化後，建立成對比較矩陣，進而求得特

徵向量代表階層內要素的優先順序，然後再以特徵值來評斷各個成對比較矩

陣的一致性強弱程度。最後將關連階層串連起來，便可算出最低階層之要素

對整個系統的優先程度，此優先程度即可提供決策者進行整體判斷，從而獲

致較合理正確的決策（陳秀貞，2002）。 

AHP 發展的目的就是將複雜的問題系統化，施予層級分析，使複雜的

層級評比能夠得到更容易且高品質評比，並透過量化的判斷加以綜合評估，

以提供決策者選擇適當的方案，減少決策錯誤。 

依saaty（1980）的經驗認為AHP 除了可應用在決策問題上，還可應用於

下列問題分析，如決定優先次序(setting priorities)、產生交替方案(generating a 

set of alternatives)、選擇最佳方案(choosing a best policy alternatives)、決定需求

(determining requirements)、資源分配(allocating resources)、預測結果(predicting 

outcomes)、績效衡量(measuring performance)、系統設計(designing system)、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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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系統穩定(ensuring system stability)、最佳化(optimization)、規劃(planning)、

解決衝突(resolving conflict)、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等方面（Saaty，1980；

Saaty & Vargas，1982）。 

 

二、層級分析的實施方式 

使用層級分析（AHP）來處理專家問卷之重要性決策或評量的問題，其

實施步驟說明如下： 

（一）確定評估問題 

（二）羅列評估要素：根據國內外之相關文獻及利用專家審查匯集專家學

者的意見，討論整理出評估準則(criteria)要素。 

（三）建立階層關係：一般階層的建立可採由上至下法進行，逐一衍生出

各個層次，原則上每一階層以含7個以下要素為宜，每一階層的要

素最好具獨立性，若有相依性可先就獨立性與相依性各別分析後，

再加以合併處理。由功能分析法所分析之功能圖，本身即具有層級

性，因此可直接編製相對權重問卷。 

（四）建立成對比較矩陣：成對比較矩陣之建立，在於求取要素間相對的

重要程度。在某一個層級之要素，以上一層級某一個要素為評估準

則下，進行要素間的成對比較。 

（五）求算最大特徵值(maximized eigenvalue) & 特徵向量(eigenvector)：為

了瞭解所建立模型的一致性，及各要素間之相對權重，成對比較矩

陣建立後， 即可利用數值分析去求得特徵向量及最大特徵值。 

（六）各層級一致性的檢定：為了確認評估者在成對比較時，能盡量達到

前後一致性，所以必須進行一致性的檢定，以便能對不合理的評估

值做修正，避免造成不良的決策。AHP 法利用C.R.值來衡量成對比

較矩陣的一致性，主要是採用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及一

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 C.R.)為依歸。Saaty(1980)建議一致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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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應該要小於等於0.1，則一致性的程度才是可以接受的。 

（七）整體層級一致性的檢定：所建立為單一層級之一致性，若超過一層，

則整體的一致性就要求出整體一致性指標(C.I.H)。而層級的一致性

比率(C.R.H)就是將層級的一致性指標(C.I.H)除以層級隨機指標

(R.I.H)。若C.R.H 小於0.1 則層級的一致性可以接受。 

（八）作為評估之決策資訊：整體層級之一致性若達到可接受的水準後，

層級分析法最後的步驟則將各階層之要素的相對權數加以整合，以

求算整體層級的總優先向量。所算出的向量即代表各決策方案對應

於決策目標的相對優先順序。 

三、層級分析的評估尺度與一致性檢定 

（一）層級分析的評估尺度 

藉由專家填寫相對權重問卷，以便匯集專家意見，將問題由不同的層面

給予層級分析，經成對比較予以量化後，建立成對比較矩陣，進而求出各階

層專業能力項目的優先順序。依 Saaty（1980）建議，評估尺度劃分應包括

同等重要、稍微重要、頗為重要、極重要、絕對重要等五項，並賦予名目尺

度 1、3、5、7、9的權重值，並於五個尺度之間賦予 2、4、6、8四個中間

值。至於AHP法評估尺度的意義及說明，如表2-4.9所示。 

表2-4.9  AHP法評估尺度意義及說明 

A指標與B指標 

相對重要性 
定          義 說          明 

1 同等重要 評比者認為A與B對該指標有相同貢獻 

3 稍重要 評比者認為A較B稍微重要 

5 頗重要 評比者認為A較B為頗重要 

7 極重要 評比者對A有強烈偏好，認為較B為重要 

9 絕對重要 評比者認為A之重要性絕對凌駕於B 

2，4，6，8 中間值 當需要折衷值時，重要性介於此數之相鄰兩數間

資料來源：林炎旦、李金泉、徐千惠，2002。 

（二）層級分析的一致性檢定 

若成對比較正倒值矩陣中，要求決策者在成對比較時，能達到前後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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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是相當困難的。因此需要進行一致性檢定，作成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C.I.）與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C.R.），檢查決策者的回答是

否具一致性。若整個本研究經整個階層的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

C.R.），C.R＜0.1以下時，則是整個階層的一致性達可接受的水準。 

 

伍、專業能力相關文獻回顧 

本研究蒐集國內專業能力相關之研究，加以整理分析歸納，並將其研究

方法與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專家學者針對培育專業能力的分析方法 

近年來專家學者針對培育專業能力的分析方法甚多，如田振榮等（2001）

在「我國高職學校學生專業能力標準之建構－以機械群為例」，透過「功能

分析法」，文獻探討、焦點團體、訪談、專家會議等方法，進行研究。分析

歸納出機械製圖員之專業能力，關鍵目的、主要功能、模組、表現規準。田

振榮等（1996）在「技術職業教育之塑膠模具技術課程內涵分析」，經由文

獻分析、實地訪查進行資料收集，採用Delphi及問卷調查等方法，各層級塑

膠模具從業人員所需技術項目，並分析各級技術項目，適合哪類層級？分析

結果得設計層級、維護層級、和製造層級之工作項目與技術項目。洪榮昭、

湯誌龍、和林義夫（1996）在「我國塑膠模具從業人員所需技術與知識項目

分析研究」，經由實地訪查、文獻探討、專家座談等方法，經Delphi意見溝

通，各層級我國塑膠模具從業人員所需工作與技術項目內涵，再作知識項目

內涵分析。康鳳梅等（2002）在「產業界CAMD人力所需能力目錄之研究」

中，以文獻探討、實地訪談、問卷調查、經專家座談等方法，分析歸納建構

其工作項目所需之能力項目與知識項目。莊錦賜等（1998）在「我國射出成

型模具CAD/CAM技術員所需技術項目分析」，運用行業分析法，經Delphi

意見溝通，經由廿六位專業技術員以問卷及訪談對象，攫取我國塑膠模具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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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所需技術與知識項目內涵工作職務、工作任務。 

 

二、國內碩士論文針對培育模具設計專業能力的分析方法 

國內碩士論文針對培育模具設計專業能力的分析方法，如谷家恆等

（2003）在『建構「技職教育(科技大學)之精密模具設計分析人才培育課程

與專業能力鑑定標準」之研究』中，透過文獻分析、職業能力分析、焦點團

體、專家座談、問卷調查及產業訪視等方法，以統計分析歸納建構出能力標

準指標。康文成（2003）在「精密模具設計分析專業能力鑑定標準之研究」

中，以功能分析法，透過文獻分析、諮詢專家、帶入Borda’s Function計算，

進行模糊綜合評等，透過個案範例評鑑等方法進行研究。產出主要功能、模

組。許陽明（2002）在「技職教育之精密沖壓模具設計分析人才培育課程與

專業能力鑑定標準之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功能分析、討論、專家諮詢及

問卷調查等方法，統計分析歸納出專業能力鑑定標準指標、沖壓模具專業能

力指標目錄、專業能力功能項目。湯誌龍（1994）在「塑膠模具從業人員之

技術內涵需求分析研究」，經Delphi意見溝通、專家會議、及問卷調查等方

法各層級我國塑膠模具從業人員所需工作項目與技術項目，再以技術項目為

藍本調查適合各級學校的技術內涵，其中設計層級、維護層級、及製造層級

之工作項目與技術項目。 

 

伍、小結 

綜合上述可知，職業是指工作者個人本身所擔任之職務或工作，本研究

目的所探討的專業能力內涵，將職業界定在「模具設計工程師」，為了有效

提供模具製造業所需之專業人才，教育訓練提供單位必需根據職業之僱用規

範培育所需「專業能力」，而在培育「專業能力」之前，必需先行針對職業

進行專業能力分析，才能獲致職場之所需。 

綜合上述各種分析的方法，各有其優缺點。選用時必須根據研究主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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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選用對研究最易操作且最有信效度的研究法，作為考量的依據。然而

在國內職業分析研究報告中，以DACUM法及Delphi法最常被使用。經文獻

探討分析目前常用的能力分析方法後，雖然DACUM法及Delphi法兩種方法

在花費或輸出品質都有不錯的好評，但其中DACUM法在使用者接受性與信

度方面略為偏低，Delphi法所費的研究時間較長、問卷調查次數較多。因此

本研究為了探討塑膠射出成型模具設計工程師所需專業能力之內涵，又基於

職業類別、人力、物力、時間以及目前模具技術快速進步情形，並考量未來

職業可能産生變化的情況下，故採用日漸為研究者採用的「功能分析法」作

為本研究進行專業能力分析的方法。 

為了使本研究產出的樹狀功能圖更有可靠性，因此採用層級分析方法做

樹狀功能圖的進一步考驗，旨在探討各功能項目之間相對重要性的優先順

序，藉由專家學者的群體討論，匯集各方意見，並請專家填寫九分之名目尺

度相對權重專家問卷，將問題由不同的層面給予層級分解，經成對比較予以

量化後，建立成對比較矩陣，進而求出專業能力各階層內項目的優先順序，

提供較為準確的數量化的結果，作為本研究決策判斷之參考。 

本研究以Expert Choice 9.5004版層級分析軟體協助，將專家問卷做進一

步相對權重分析，使樹狀功能圖的層級結構具有可靠性，達到易於溝通的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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