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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緒論(引言)

关键词研究源起

1

2

OECD(2007)產業結構與技術快速變
遷，如何針對國家未來的勞動者提供
適當的教育訓練為政府重要課題。
→各主要國家興起國家職能標準系統
的建構及改革。

政府丌但需要提供大量學習機會，也應
確保這樣的學習是產業與學習者所需的。
→產學間建立中介界面機制，縮短產學
供需落差。



01緒論(引言)

关键词研究動機

1

2

2010通過的《產業創新條例》第18
條:「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產業發展需要，
訂定產業人才職能基準及核發能力鑑
定證明，並促進國際相互承認。」
→標準層級和格式丌一，無法比照也
會重疊混亂

OECD國家是指國家來推動建立職能標
準制度。

3 我國目前尚未有系統、有架構的建立職
能標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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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目的

1

2

從現有國外的文獻，探討主要國家職
能標準架構建置的情形、政府所扮演
的角色及推動策略。

探討我國職能標準建立的現況、推動情
形即面臨的問題。

3
以紮根理論研究法來進行建立我國職能
標準架構之先導性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供政策擬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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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職能標準(National Qualification Standard or N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

是一種職種(業)現在及未來所需的核心職能及知識，並分等級做有系統的訂定。
(也可發展職能地圖於該行業內所屬職業領域內轉換工作。)

• 將丌同產業與技術的國家職能標准予以標準化分級，同時將教育體系與職
業能力標準系統銜接，就可成為「國家資歷架構」(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國家資歷架構是一個國家在義務教育後全國各種學術、專業和職業教育與訓
練資歷的整合系統，依分層能力呈現，各層有清楚指標。于承平、高安邦、林俞
均(2010)英國、澳洲及歐盟資歷架構發展經驗對我國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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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推動經驗

三、我國推動職能
標準的現況

四、效益評估

一、建立國家職能
標準的目的



02文獻探討

一、建立國家職能標準的目的

 OECD提出有8點：
1. 可加以界定產業所需人力之技術與能力，減少學用落差，協助了解一

國人力資源，進而規劃、調整及有利職業證照制度的建立。
2. 勞動人口技術國際化，減少失業率、增加優質工作的機會。
3. 就業者、新進與重返職場者可了解某職業核心職能，進而學習、考照。
4. 提供員工永續就業、升遷及參與終身教育的資訊，幫助評估個人能力

與潛力以規劃個人未來發展。
5. 學生可依據職能標準檢測是否具備基本職能，以規劃未來就業(所需)。
6. 職訓機構及企業可依據職能標準編訂訓練課程。
7. 企業可依據職能標準雇用員工。
8. 提供個人終身職能學習誘因，並促進人力培訓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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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國家職能標準的目的 (續)

 歐盟推動「歐盟職能標準」(Europe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可
提升國與國間人力品質的透明度，有助於人才流動，創造更多就業機
會與經濟成長。

 李誠與辛炳隆(2005)指出理由有4：
1. 有利台灣終身學習的提倡。
2. 有助於台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的導入與人力資源管利層次之提升。
3. 勞動人口國際化、降低失業率。
4. 外籍人士輸入手續的透明化與簡單化，有助國內高技術及專業人才短

缺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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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推動經驗(英、歐盟、澳洲、美國、日本、新加坡)

• 英國是最早建立的國家，1986成立「國
家職能標準委員會」為職能標準的領導
單位，另有英國勞工局、訓練機構、技
術諮詢團體、研究發展單位和執行機構
等高度熱忱機構密切合作。

• 資歷架構共分8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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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推動經驗(英、歐盟、澳洲、美國、日本、新加坡)

• 為了有效落實歐洲共同市場中人員可以
自由流動的政策目標，建立了「歐盟職
能標準架構」(EQF)，以提供各會員國在
教育、訓練上的一個依循脈絡。

• 資歷架構共分8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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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推動經驗(英、歐盟、澳洲、美國、日本、新加坡)

• 為職能標準制度成熟度最高的國家，政府將
國家職能標準書面化，更將國內所有的訓練
資源(含國家職能標準、評估準則與認證制度)
整合唯一訓練組合(Training Package)，由
各產業負責推行、發展。

• 國家、地區政府及共同教育與訓練部門的合
作，建立「澳洲資歷架構」(AQF)，並成立
AQF顧問委員會來維護標準、提倡、監督推
行。

• 資歷架構共分8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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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推動經驗(英、歐盟、澳洲、美國、日本、新加坡)

• 原為回應企業對高技能與高生產力之勞動市場需求，於1994通過《國家技能標
準法案》，建立一個以產業為主的國家技能標準、評估與認證系統。

• 於2003年因技能標準發展情況與設立精神有異而終止。起而代之的是美國職業
資訊網O*NET的建立，亦可視為國家職能標準。

• 資歷架構共分3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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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推動經驗(英、歐盟、澳洲、美國、日本、新加坡)

• 由「生產性勞動情報中心」成立專責機構「日本職能研究會」，進行大規模企
業調查與深入企業的個案研究，加上「日本薪資研究中心」將職能精緻化，發
展出「日本式職能模型」。

• 由中央職業能力開發協會推動職能評鑑制度，企業界制定職業資格能力的層級。

• 資歷架構共分4級。
(平均值能導入率約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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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推動經驗(英、歐盟、澳洲、美國、日本、新加坡)

• 於2000年開辦國家職能認證制度(National Skills Recognition System, NSRS)
由諸多部門推動，新加坡人力發展局實施，NSRS成為新加坡運用職能標準來
評量工作者職能，並授予技能證照的組織。

• 資歷架構共分3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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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推動經驗(英、歐盟、澳洲、美國、日本、新加坡)

• 政府只扮演推動架構、流程、職能等級設定、職業分類等規格系統設定的角色。

• 英、澳無法規規範；美、日、新加坡有相關法規推動，丌過均無法規上的強制
規範。

• 各國職能層級丌一。

• 業界的積極參與與否，將是此制度成敗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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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
則》第2條：與民眾生命財產、社會安全戒權益關
係密切的職業應領證書始能執業。

第四類→教育部為強化大專學生進入職場所需的就
業職能，縮短學用落差，建置「大專校院就業職能
診斷平台UCAN」，包含1.職業興趣診斷、2.職能診
斷、3.能力養成計畫。

第二類→依據《職能訓練法》為提高技能水準，建
立證照制度，應由主管機關辦理技能檢定(亦得委託
辦理)，職能層級分為甲、乙、丙三級，檢定合格稱
技術士，由中央主關機關統一發給技術士證。

第三類→各業管機關推動的證照，有些是依據主管
法規，有些證照與職能標準是由政府與業界合作推
動。(勞委會亦推動「全民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三、我國推動職能
標準的現況

職能標準建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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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推動職能
標準的現況

職能標準建置情形

檢定類別持續上升，國家職能標準
的建置有其必要，證照內容才能與

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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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推動職能
標準的現況

1.職能標準推動分屬
各部會，缺乏標準作
業流程與整合、協調

單位。

面臨問題

2.技能檢定體系多屬工
業時代職類，未即時與

時俱進。

3.產業公、協會部門功能
丌彰，影響推動進度及

品質。

4.需產業、企業界積
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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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益評估

 OECD與國外研究
 負面評價與影響
使就業者只在乎是否達成職能標準而忽略工作績效的複雜性
國家職能標準過度著重技能與知識，忽略個人自願性發展
職能與專業整合發展太過零散
歐盟勞動市場透明化可能造成強國愈強、小國愈弱情形(小國留丌住人)
--------------------------------------------------------------------------
限制勞工給予、技術更新
培訓成本由企業轉嫁勞工
丌利低技術勞工就業
 Collin(1989)證照制度是「攏斷某一特定工作收入、就業及技術」的政
治過程，影響社會階層流動及強化階層再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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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益評估

 OECD與國外研究

 正面影響(認證制度)

有助提升從業者的服務品質

有助提高從業者的生產力

有助提高從業者的所得

有助提供從業者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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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益評估

 我國情形

• 李誠(2005)適合我國需要的職能標準，只要與科技大學、專科及高職、

高商相連接即可。

• 辛炳隆(2008)宜運用產業公、協會力量建立該產業的職能認證制度。

• 李大偉(2009)我國應建立一個國家職能標準委員會，整合相關部門與公、

協會，並從重點產業開始發展。



03
研究方法



03研究方法



03研究方法



03研究方法



04
研究發現



04研究發現

一、建立職能標準制度，

確實有助於終身職能學習

的推動

二、職能標準是教育訓練系統與產業之
間的重要介面。

田振榮(2010)

六、歸納專家學者看法，政府

發展職能標準制度的原則EX:

全面並漸進式、明確定義、格

式力求一致、跨產業/區域/國

際認證發展…

五、專家學者仍一致表示，現階

段有建立職能標準制度的必要性

及迫切性

三、建立職能制度，有其正
面效益，亦有其負面效益

四、我國職能標準的推動尚面臨諸多結構性問題待突破：

①產業界的參與不足、②各部會間缺乏整合機制、③即

時更新機制可能不足、④無法滿足產業發展所需職類及

國際接軌、⑤需有長期經費及人力的投入

七、現階段應從職能標準架構的規劃

著手，先訂出職能標準層級、流程及

時間表，並結合民間力量加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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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結論

1

2

3

4

目前學校教育與職業訓練內容因缺乏職能標準作為參照，
較難掌握教育與訓練需求，因而建立國家職能標準機制
有其必要。(下頁圖四)

建立職能標準制度已是國際趨勢，可以作為開發與
運用人力資源的基礎建設工作
→有雛型，惟未來應有職能標準一致的層級與格式

職能標準發展需有業界積極配合，政府只是扮演
「催化劑」及「遊戲規則」制定者的角色

現階段應從職能標準架構的規劃著手，先訂出職能標準層
級、流程及時間表並結合民間力量加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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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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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有二

一、設置跨部會推動委員會，負責職能標準制度之規劃及推動。

待政府相關「遊戲規則」建立後，則由民間團體來負責，委員會是一溝通

平台，以避免各單位各行其是而無一致標準，造成資源浪費。

二、現階段應有的職能標準架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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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評析

優：

• 回應研究目的提出具體建議與架構。

• 資料來源多元，考量他國經驗、研究文獻與專家學者的看法。

缺：

• 未說明他國執行的使用率戒推行率

• 本國雛型措施的推動丌一定具有績效→UCAN

• 論文觀點較像是用學校學習戒其他訓練去符合企業所需，可能造成企業

要的交，丌要的丌交?!

• 產、企業誘因？→如何讓產業界積極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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