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業教育 技職再造計畫
第四組

指導老師:施信華 教授



1

2

3

4

5

6

大綱

技職再造第一期

實例介紹

第二期技職再造計畫-總體計畫

策略1~9

第三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

成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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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再造第一期



美術三 S0544010 林芷筠

壹 方案緣貣



壹 方案緣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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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業結構改變: 

(1) 勞力密集產業外移

(2) 服務業產值與從業人員比重＞製造業

(3) 整體產業朝向高科技、資訊化、自動化發展

2. 職場人力層次結構、行職業產生變動與職場需求能力不同: 

顯示終身學習與進修的需要

3.社會上:

核心家庭增加及少子化趨勢，使得學齡人口下降，普通高中與大學快速

發展，各級技職學校之生存與發展備受挑戰。



當前環境情勢與挑戰

教學
資源

學生
因素

傳統
觀念

產業
變化

• 社會錯誤刻板印象

• 技職教育定位模糊

• 資源不足，教學品

質有待提升

• 教師實務工作經驗不足

• 國際化程度不足，

基礎學科能力有待

加強

• 產學落差，無法

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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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觀念 • 社會錯誤刻板印象:

1. 重視普通教育，輕忽技職教育，技職學生信心普遍不足

2. 學生未能適性選擇: 整體社會對技職教育支持度不足，導致學

生不管自己性向、興趣和能力，優先選擇普通高中或一般大學就讀。

• 技職教育定位模糊

1. 目前職業學校畢業生選擇升學達73%，升學機會高。

2. 大多數職校學生選擇升學而非就業，使得職業學校與普通高中

間的定位模糊化。甚至造成技職教育體系的分解崩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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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資源 • 資源不足，教學品質有待提升

1. 技職教育學生家庭社經背景、抽象學習能力、學業成就普遍

較普通教育學生為低

2. 針對技職教育學生普遍弱勢的現象，技職教育的辦理本需有

較多設備的投入，以有效進行專業教學。

• 教師實務工作經驗不足

1. 我國對技職教育師資要求，仍停留在強調敎師的學歷層級，

要求技職教育師資發表國際期刊SCI，SSCI的數量

→ 導致教師重研究輕實務經驗，實務能力普遍不足。

9



學生
因素

• 國際化程度不足，基礎學科能力有待加強

1. 如今高科技時代，產業技術變化快速，為使學生適應科技

的變化，學生基本素養被認為是未來職場發展的重要能力。

2. 我國高職學生無論在國文、外語、數學、科學等基本素養，

以及國際化程度均較普通教育學生不足，實宜強化，以利學生

未來職涯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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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
變化

• 產學落差，無法學以致用

產業界對技職畢業學生能力不能符合產業用人需要的討論相當多，

對於技職教育之看法大致為: 

與產業界互動不足、教師缺少實務工作經驗、課程設計業界人士

參與少、教學內容缺少實務內容、教師升等過於學術化、缺少教

師推廣產學合作之誘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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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我國技職教育主要由學界主導，產業參與不足

為縮小我國技職學生畢業能力與產業需求的差距，宜參考其他國家的

運作機制，例如，廣泛延攬業界人才到技職學校兼課或擔任顧問，推

動各類科技職學生校外實習的制度，鼓勵最後一哩課程的開設等作法，

以強化學生受雇能力。

因此再造技職教育，培育優質專業人才，是未來施政的重要工作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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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擬過程

自97年10月貣，教育部共召開8次專家諮詢會議，會議確立未來技職教

育定位與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應涵蓋的面向；並透過數次部內會議，研擬

各面向施政策略與具體作法，就已形成高度共識，且具體可行部分，先

行規劃推動，本方案並獲98年5月14日行政院第3144次院會准予備查。

定位 目標 策略 具體作法

98 / 2 / 25 98 / 4 / 2 98 / 4 / 6 98 / 5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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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系 S0671063 黃秀霞

參 方案內涵



方案內涵

 技職教育再造涵蓋的面向及施政策略可說是相當廣泛，本方案以彰

顯並強化「技職教育特色」 為優先規劃實施，若屬各級學校皆頇

重視之共通性戒其他專案部分，則透過年度預算繼續執行。

 因此本方案排除已推動實施的施政計畫，在「強化務實致用特色發

展」及「落實培育技術人力角色」之定位下，分5個推展面向，提

出10項施政策略，各項策略務求從點至面深根落實，逐步逐階段執

行。

 期透過本方案的實施，達到「改善師生教學環境、強化產學實務

連結、培育優質專業人才」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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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10項策略：

• 近期將就強化教師實務教學能力、引進產業資源協同教學、落

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改善高職設備提升品質、建立技專特色

發展領域、建立符合技專特色評鑑機制、 擴展產學緊密結合培

育模式、強化實務能力選才機制先行推動，中長程部分則推動

試辦五專菁英班紮實人才及落實專業證照制度。

• 各項策略都能充分展現務實致用精神，並強化產學緊 密實務連

結，茲就10項策略、作法規劃構想及預期目標依其推展期程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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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

強化教師實務
教學能力

策略2：

引進產業資源
協同教學

策略3：

落實學生校外
實習課程

策略4: 

改善高職設備
提升品質

策略5：

建立技專特色
發展領域

策略6：

建立符合技專
特色評鑑機制

策略7：

擴展產學緊密
結合培育模式

策略8：

強化實務能力
選才機制

策略9：

試辦五專菁英
班紮實人力

策略10：

落實專業證照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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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過去，我國技職教育已為臺灣經濟發展提供大量優質人力，

培育國家經濟建設各級技術人力，為社會經濟繁榮作出重大貢獻，

邇來，面對全球化國際競爭及產業轉型，技職教育必頇不斷反省

自身所處定位，於內容與方法上與時俱進，更應在現有基礎上，

進一步再造、變革、創新及優化，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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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技職教育政策在產學各界支持及參與下，已經獲得許多良

好的績效和成果，為加速強化技職教育發展與深化，提升學生專業

水準，以彰顯技職教育強化務實致用特色及落實培育技術人力角色，

未來期透過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改善師生教學環境、強化產學實務連

結、培育優質專業人才，各項策略都能充分展現務實致用精神，並

強化產學緊密實務連結，期可縮短學用落差，增加學生就業機會，

儲值就業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為學校加分、產業加碼、 臺灣加

值，讓台灣的技職教育再創產業發展奇蹟，再造臺灣經濟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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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期技職
再造計畫

－總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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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緣由
。

為落實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帄衡國內人力供需，及回應外界對

技職教育的期待，技職教育應隨著整體環境與社會需求變化，

快速回應調整，以培育國家所需技術人才，再現臺灣技職教育

榮景。



01 02 03

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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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專科、技術校

院畢業生都具有立即

就業的能力

充分提供產業發展所

需的優質技術人力

改變社會對技職教育

的觀點



政策內容

（一）計畫期程：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二）適用對象：高職及技專校院。

（三）辦理單位：教育部（技職司、國

教署）。

（四）協辦單位：國發會、經濟部、勞

動部、財政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五）執行策略：計推動 3 個面向 9 

項策略。

1. 制度調整面向（政策統
整、系科調整、實務選才）

2. 課程活化面向（課程彈
性、設備更新、實務增能）

3. 就業促進面向（就業接
軌、創新創業、證能合一）
創業、證能合一）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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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One
技術發展

Two
經濟發展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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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人才培育
學校透過就業博覽
會、實習、發明、
創業、執照及證照
等管道，提升學生
就業力及就業率

預期效益

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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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師生深入業界，
輸出教學與服務，
協助企業轉型或技
術開發

預期效益

經濟發展人才培育 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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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地方政府及
產企業界，擴散
校園研發成果加
乘效應，促進區
域經濟發展

預期效益

經濟發展人才培育 技術發展



策略1～3

英三 S0541035 簡弘勛



策略1: 政策統整



一、背景

1. 因應產業變遷

2. 滿足業界人才需求

3. 提升學生就業力

4. 結合政府部門、產業及學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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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法

1. 建立產、官、學、研及跨部會合作機制與帄臺。

2. 完備技職教育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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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益
質化:
1. 建立教、考、訓、用合一之技職教育發展策略。

2. 完備技職教育相關法規，落實技職教育政策整體化。

量化:
1. 102 年 3 月底前成立跨部會小組及 5 個產、官、學產學合作帄臺；

並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

2. 102-106 年每年召開 2 場產、官、學、研聯席會議、3-5 場技職

校院聯席會議或相關業務協調會報。

3.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草案於 103 年 7 月 14 日由行政院函送至立法

院審議。 32



策略2: 系科調整



一、背景

1. 高等技職校院擴張

2. 就業環境缺乏吸引力

3. 基層技術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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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法

1. 盤點高職與技專校院系科之設置、建置系科對應產業需

求機制。

2. 優先補助高職及技專校院調整、設置與製造業或重點產

業類科等相關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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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益
質化:

1. 完備系科調整之機制，落實系科調整對應產業需求。

量化:

1. 102 年 9 月前完成高職與技專校院群科之系科盤點及學生數變動

分析。

2. 102 年底前完成高職與技專校院科系科對應產業需求分析，及建置

系科對應產業人力需求檢討機制。

3. 103-106 年依系科盤點結果，每年補助高職及技專校院設置及辦理

製造業或重點產業類科(高職 20-25 班；技專 30-40 班)

4. 103 年貣，每 3 年系科盤點 1 次。 36



策略3: 實務選材



1. 高職學生升學日增

2. 偏重一般考科

3. 忽略實務能力的培養

38

一、背景



1. 現行招生管道之檢討。

2. 研議未來招生管道、考科及實務選才制度等之調整方案。

39

二、作法



質化:

1. 全面落實技專校院入學管道採「實務能力」選才機制。

2. 改進與調整現行技專校院招生方式與招生管道。

量化:

1. 102-106 年：每年檢討高職 16 群科考試試題與實務命題之規劃。

2. 102-106 年：每年檢討 20 群科技專校院招生試務及實務選才機制。

40

三、預期效益



策略四 課程彈性

公育碩二 M0678006 林雨璇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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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趨勢：在全球化及資訊化時代下，學生頇具備資訊之

取得與分析能力、語言能力，才以適應不同產業與行業，

並能自由轉換至世界各地之就業力。因此，以「培養具備

實作力、創新力及就業力之專業技術人才」為願景，期使

未來技職教育所培育之學生，能成為國家未來經濟發展、

社會融合及技術傳承與產業創新之重要推力。

• 12年國教：其理念適性楊才，以「從做中學」及「務實致

用」作為技職教育之定位，且以「實務教學」及「實作與

創新能力培養」作為核心價值。



作法

• 學校教育應對準目前職場的工作內容，並由業界人士共同

參與，共構產業導向之實作與特色課程。

• 強化技專校院學生基礎學科能力與人文素養。

• 強化技職體系學生的外語溝通能力。

• 依產業需求為導向，加強實務連結與產學合作，建置技職

課程及教材銜接產業需求之彈性機制。

• 推動技專校院跨國學位學程，促進人才國際流動。

43



預期效益—質化

培養學生兼具專業能力
與人文素養、畢業即就
業之能力。(務實致用) 完成高職、技專校院與業

界共同規劃課程銜接機制。

44



預期效益—量化
• 每年開發通識課程與教材20門以上。

• 每年完成 2-3 門數位化基礎科目銜接課程。

• 每年完成專業科目 2-3 門銜接課程。

• 每年完成產業導向實作及特色課程之系科，高職逐年成長

10％、技專校院逐年成長20%。

• 每年參與技專校院暑期英語密集訓練班學生人數達 300人，

參與學生帄均外語能力測驗成長幅度超過 70 分。

• 每年高職各群科英語文營隊，參與人數成長約2%。

• 每年建立技專校院亞洲校園聯盟合作校數達10校以上。
45



策略五 設備更新

資管碩二 M0661014 許景崴



背景

• 技職教育與臺灣經濟建設和未來發展關係密不可分

• 社會價值觀逐漸以升學為主要導向

• 忽略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目標

• 國內產業快速轉型發展

• 學校教學實習設備產生嚴重落差

• 鼓勵產業界捐贈設備、設施

• 技職教育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趨勢接軌

47



計
畫
推
動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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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新高職及技專校院教學設備（含基礎、特色與業界接軌之設備）

• 群科系區域技術教學中心

• 引導學校鼓勵產業捐贈教學設備，設立設備媒合帄臺

49

作法



• 精進學校教學實習設備。

• 培育具實作力之技術人才。

• 提升區域技術教學中心鄰近學校之參與程度。

• 提供職業試探實作機會，並向下紮根至高中職及國中端，促進學

生適性選讀。

• 充實學校教學資源。

50

預期效益—質化



預期效益—量化

更新高職及
技專校院教

學設備

區域技術教

學中心

引導學校鼓

勵產業捐贈

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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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高職及技專校院教學設備

• 高職：教學設備更新316校系：103年106校系、104年106校系、105 年

52 校系、106 年 52 校系。

• 技專：教學設備更新 260 案（校系科）：103 年 80 案（校系科）、

104 年 40 案（校系科）、105 年 140 案（校系科）。

• 獲補助計畫，每年安排參與校內實作實習課程學生比率逐年成長 15％。

• 參與獲補助計畫校內實作實習學生畢業後就業率達 70％。

• 獲補助計畫之相關衍生收益達計畫總補助經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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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與特定產業產學合作件數與金額成長 3％（每年帄均成長 1％）。

• 學校研發特定應用技術移轉金額成長 4.5％（每年帄均成長 1.5％）。

• 學校研發成果商品化件數 30 件（每年帄均 10 件）。

• 協助企業申請政府部門產學合作計畫每年至少 3 件。

• 協助合作企業代訓員工人次逐年提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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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高職及技專校院教學設備



區域技術教學中心

1. 高職：103-106 年分年整備原有的 20 個中心教學設備。

2. 技專：103-106 年總共 656 案（103 年 74 案、104 年 110 案、

105 年與 106 年各 236 案）。

3. 區域技優教學專案每年開辦國中小及高中職短期技術課程數或體

驗營隊至少 3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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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校鼓勵產業捐贈教學設備

1. 高職：103-106 年每年 3-5 案。

2. 技專：103-106 年每年帄均 3-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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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6 實務增能

化三

s0525023 黃姿蓉



背景

技職第一期計畫

• 聘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 教室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 落實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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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合作

人才培
育機制

學校

學生

教師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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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

教師面:

• 聘任業師進行協同教學及具業界經驗之新進專科教師

• 高職專科教師甄試著重術科

• 技專教師以技術報告或產學研究成果升等

學生面

• 落實學生實習

科技校院

• 協助實務優質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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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質化
系科明確
定位

對焦產業
人才需求

學生實習
權益和品

質

緊密連接
企業所需
之技能

增加教甄實
作測驗計分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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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量化

高職:

• 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教師數每年成長10%

• 聘任業師數103年成長至400人，104~106年逐年成長40%

• 學生至業界實習人數逐年成長20%

• 學生技能精進及觀摩學習人數每年成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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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

• 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教師數每年成長5%

• 聘任業師數每年成長5%

• 學生參與實習人數每年成長5%

• 現任具專業科目教師實務經驗者每年成長5%

• 以技術報告升等通過人數每年成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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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7 就業接軌

國四乙 李玟嫺 S0442144



背景

• 開設人才培育專班，並札實技職教育宣導。

• 培訓學校職輔人力， 以利學生適性發展和就業接軌。

65



預期效益－質化

• 企業參與人才培育

• 技職教育宣導

• 學生適性發展及職涯規劃能力

• 學生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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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量化

高職：

a. 就業導向專班

b. 專班畢業學生就業率

 技專校院：

a. 產業學院及專班之結業學生就業率

b. 職業類科學生赴職場體驗班級數

c. 校務評鑑及私校獎補助指標

d. 技職教育宣導活動

e. 編印建置學生職涯檔案

f. 職涯規劃種子教師研習活動

g. 校園徵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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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學用落差、強化職場連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本署依據第2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策

略6：「實務增能」，為鼓勵職業學校學生至業界實習，以增

進其實務知能；並為能提供學生職場的實際體驗，補助公私立

職業學校或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學生，辦理赴產業進行參訪

活動，以達成與產業接軌和學用合一之目標。

68



縮短學用落差、強化職場連結

特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職業學校學
生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經
費作業要點」，其辦理方
式說明如下：

一、 學生赴業界實習

確保學生實習權益及品質，同時緊密連結企

業所需之實務技能，由學校安排高二以上學

生至業界進行一至六週的實務實習，每班或

每生每學期一次為限，其補助項目包括:學生

實習津貼、教師鐘點費、交通費、指導費，

及其它費用如保險費及雜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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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學用落差、強化職場連結

二、 學生赴職場體驗

為讓在學學生能對職場有更深刻的認識，由學校規劃高一到高三學

生至相關產業或展覽進行半天或一天的職場體驗參訪活動，每班每

學期以五次為限。其補助項目包括:租車費、午餐費、膳雜費、指導

費或講座費、其他費用如保險費及雜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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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http://210.71.166.207/iQuestionary/

71



策略8 創新創業

特三甲 陳怡樺 S0512022



一、背景

近年來技職體系學生參加國際發明展競賽屢獲佳績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679673

1.將獲獎師生之創新發明，轉化為具經濟效益之商品

2.深化培育得獎師生

3.提升師生創新創意及學生就業力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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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法 遴選 6-8 所學校成立創新創業帄臺。

一.辦理創新創業課程研習營

二.協助國際發明展及國際競賽得獎作品商品化

三.引進並媒合產業進駐技專校院設立研發中心（產業先進技術訓練中心）

四.結合科技部大小產學聯盟，協同區域內學校，推動各式產學合作計畫

五.檢討現行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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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益

質化
1.逐步建構區域內各級學校間與產業及當地政府之鏈結

2.擴散校園研發成果加乘效應，協助區域經濟發展

3.提升學生創新及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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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1.每年補助 6所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分設創新創業中心

或成果展售中心。

2.每年學校開設創新創業相關課程數成長2％。

3.每年辦理高職及技職校院創新創業教育研習營20

場次，參與學生達1,000 人以上。

4.每年至少輔導高職及技專校院師生成立創業團隊

100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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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年至少輔導高職及技專校院師生50件商業計畫書撰

寫，輔導國際發明展及國際競賽得獎作品商品化10件

6.每年引進產業進駐技專校院設立 3-5個技術研發中心

7.每年結合區域學校推動產學合作至少 10 件

8.適時與相關部會研議校園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事業 3項

法規鬆綁之適法性與可行性等做法

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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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9 證能合一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目前政府及民間證照種

類繁多，且未能對應產

業實際需求，導致學生

取得證照無法應用

盤點產業界認同之專業證照，提供高職及
技專校院所需專業證照， 鼓勵學生取得

另與產業界結合，建置職能基準，與業界
共同規劃職能導向課程，協助學生修習

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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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政府機關核發職業證照或委託

辦理之民間職業能力鑑定證書，研

提高職及技專校院系科與產業需求

相對應政府機關核發之專業證照一

覽表，並鼓勵學生取得。

二、作法

獎助高職及技專校院依據職能基

準，與業界共同規劃課程，並協

助學 生取得職能導向課程品質

認證之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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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

1. 逐步建構跨部會及產業界共同培育技職教育

人才之機制。

2. 證照與能力合一，提升學生就業力及專業證

照之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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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4 105 106

103 年

完成研提高職及技專校
院系科與產業需求相對
應政府機關核發之專業
證照一覽表盤點工作。

104-106 年

• 逐年更新高職及技專校院系科與產
業需求相對應政府機關核發之專業
證照一覽表。

• 每年補助技專校院參與勞動部職能
導向課程校數至少10校。

103-106 年貣

學生取得產業界需求相對應專業證照之張
數逐年提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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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



第三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

數碩二M0622012楊至鈞

技職行管夜碩三A0531024沈榆潔



第三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

計畫期程 107年～111年

三個面向:

• 強化師生實務經驗

• 引導學校特色發展

• 培育更多專業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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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發展新方向

精進教師教學品質

提升教師實務能力

強化學生實務知能及實作力

共建產學共同培育人才模式

增進產學創新研發

第三期技職再造計畫

從環境面改變，連結產業需求更新課
程與設備、培育更多專業「達人」、
加強學生實作能力、協助學校定位和
特色發展、強化技職教育的整體連結。

技職深耕計畫

從制度面改變，彰顯技職教育價值、
培養青年專業實作、創新與國際移動
能力、促進技術傳承與產業創新。

創業、證能技職教育發展新方向技
職國際化有機會：85度C的負責人表
示服務人員會在當地找，但包括做
麵包及蛋糕等的烘焙師父都來自台
灣。台灣拿到證照的技職畢業生，
可外銷到世界各地） 85



第三期技職再造計畫架構(107-111年)

技術扎根

技職對接:

1.國中職業試探

2.建置學生生涯輔導網

實務選材:

1.落實免試入學、特色招生

2.技優入學

3.徵選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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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技職再造計畫架構(107-111年)

技術淬鍊

• 實務人才培育(高職端):

1.師資增能

2.教學設備更新

3.問題導向學習與實作實習

配合工業4.0，高職和科大將
各送20位老師到德國進修

87

• 技能躍進設備更新(技專端):

1.技能躍進場域更新

2.五大創新跨域場地

3.培育產業特色人才

4.專業實作能力培養



第三期技職再造計畫架構(107-111年)

職業接軌

就業接軌:

1.產業學院

2.產學攜手專班

3.就業導向專班

4.證照加值

5.職業繼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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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技職再造計畫架構-推動目標

第三期技
職教育再
造計畫

選育達人

1.打破學歷至上的迷思，向下扎
根與技職體系接軌，讓擁有技術
的人在社會上被尊重。

2.適性選才，提供更彈性多元的
就學管道，落實實作選才精神。

連結職場

1.強化產學合作，讓學校教育
和職場實務可以順利銜接。

2.倡導結合職場、職訓與學校
的網絡式技職教育，重新盤點
和定位技職體系、強化與勞動
市場結構的關係。

深耕實作

持續辦理設備更新升級，強化
實作教育，並配合國家未來重
要發展政策及早建置跨域教學
場域，及時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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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總結

特四乙 S0412116謝詩敏



培育系統

The Power of PowerPoint | 

thepopp.com
91

系科調整方面 務實課程 設備更新

雙師教學 產業學習

實作能力 教師增能

產業學院

創新就業

招生 學習 就業



系科調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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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增能方面

1. 學生校外實習與職場體驗：為培養學生正確工作態度，增 加學校實務教學資源及學

生就業機會，儲備未來就業人才，技專校院方面，103 學年度共補助 86 校，共計

9,416 名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課程；高職方面，103 學年度共補助 2,914 名高職學生

至業界進行實務實習。101 學年度技專校院參與實習學生畢業流向情形，扣除畢業

後選擇繼續升學或服兵役學生，實習後畢業生共有 80.29%學生順利進入職場就業，

其中有 34.12%受到原實習機構留任，顯示實務增能之實習課程有助於學生進入職場。

2.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技專校院方面，103 學年度共補助 75 校，共計 2,502 名

教師參與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高職方面，103 學年度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共計 1,728 名老師參與。

3. 業師協同教學：103 學年度核定遴聘技專業師 90 校 2,114 名高職業師 63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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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接軌：辦理產業學院

「產業學院」計畫 103 年正式施行，實際招生成班 391 案；計畫參與學校

81 所、合作企業共 1,130 家(如圖 4)，惟因計畫專班多為 2 學年期程之學

分學程，爰預計 105 年至少 6,000 名該等專班結業之專門技術人才，循此

管道為合作企業所進用，計畫相關留用率屆時方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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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能合一方面

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15 條研擬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推

動教師及學生參與技藝競賽及取得證照獎勵辦法」（草案）已辦理

法規預告程序完畢，刻正簽提法規會作業中。截至目前，國家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證書計 84 張、行政院所轄政府機關核發之證

照 278 張，合計 362 張證照。相關證照項目未來將配合上開辦法

發布後再作修正，並配合勞動部彙蒐之職能基準，鼓勵各校納入課

程規劃參考，以培養符合產業需求之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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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一.尚未就課程及設備面進行向下銜接，無法有效因應「產學落差」及「學學落差」

問題，不利高職與技專校院之教育銜接及定位設定

二.本計畫雖已重視培養就業力與證能合一，然面對產業結構快速變遷，仍有待加強

學生創新創意之續航力

三.產學合作經費多仰賴政府，尚未有效引進產業及創投資金，進而建置互惠機制產

生共享研發成果

四.未能全面性掌握畢業生就業流向，尚有待統整跨部會資料以建置大數據資料追蹤

系統

五.本計畫已具初步成效且培養未來企業「隱形冠軍」之潛力學生，惟未透過跨部會

盤點以釐清與產學合作相關計畫之不同定位，恐發生資源重複補助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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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介紹

特四甲 S0412023 陳奕如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該校 103 學年獲本計畫補助約 3,690 萬元

經費執行率達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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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適合創辦企業嗎？

2. 產生你的創業想法

3. 分析並篩選出最好的企業想法

4. 創新新思維

5. 為自己建立一個商業模式

6. 創業計畫書撰寫

7. 評估市場

8. 進入市場

9. 企業型態選擇與創業相關法令

10.組織與人事

11.創業資金需求

12.成本與利潤計畫

13.現金流量預測

14.籌資與貸款

15.創業風險評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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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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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獲本計畫補助約 1,578萬元

經費執行率達 86.6%



課程彈性-「職場軟實力 10 堂課」

1.課程介紹

2.職場倫理

3.溝通表達

4.時間管理

5.穩定抗壓

6.解決問題

7.熱忱幽默

8.責任信賴

9.自信領導

10.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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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彈性-「健康的人生」

1.全人健康的概念

2.健康人生的內涵

3.身體健康的概論與促進方法

4.心理健康增能方法

5.社交健康理論與實作

6.個人與環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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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增能

•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

• 學生校外實習

•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 與產業共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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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大學電子商城- UU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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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大學電子商城- UU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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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wvs.hc.edu.tw/world/file/aa1031211.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9/20/no.50/10607206.pdf

http://www.wvs.hc.edu.tw/world/file/aa1031211.pdf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7655/736983

http://ws.ey.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FeVVwbG9hZC85L2NrZmlsZS82MjdmOTMzNC00MmI1LTQyNDIt

OTRlMC00YzkzYzAxNmFjZGIucGRm&n=5YSq5YyW5oqA6IG35qCh6Zmi5a%2Bm5L2c55Kw5aKD6KiI55WrKOaguO

WumueJiCkucG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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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高職實習處-業界實習與職場體驗計畫-學校合作廠商明細
http://www.kmvs.ntp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146/?cid=8742

技職建教合作生 免學費、教部負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sEm3pIPISk

大慶商工-建教合作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HgSX-Nxms

家長盼升學 高職「就業班」 7成未持續工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54EhIKKo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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