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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 前言

标题数字等都可以通过点击和重新输入进行更改，顶部“开始”面板中可以对字

体、字号、颜色、行距等进行修改。建议正文8-14号字，1.3倍字间距。标题数

字等都可以通过点击和重新输入进行更改，顶部“开始”面板中可以对字体、字

号、颜色、行距等进行修改。建议正文8-14号字，1.3倍字间距。

證照關係個人在職場的競爭力

技術士已成為國內職業證照主流

落實證照制度並結合市場需求

是技職教育再造之重要策略

前言



2 理想與類型



個人欲從事某職業必須經核定機構取得執照，而執照的取得不只是一種形式，
也是證明其具有該專／職業應有的知能，若沒有執照則無法執業

可證明個人具有某項專業技術／能力的證明，
但無法防止不具證書者利用該技術／能力執業

係個人參與某活動必須將個人資料登錄於官方，
但未有法律條款否定他人參與的權利

執照（license）

註冊（registration）

證書（certificate）

2 理想與類型



2 理想與類型

職業
證照

由政府、公證機關、同業公會或職業

工會來規範取得執行該專／職業或工

作之資格

取得方式一般以考試為之，通過考試

或檢定者由上述機構頒發證書

規範從事該項職業或工作，應有上述

機構頒發之證書的相關規定，這種規

定可由政府、同業公會或職業工會訂

定，我國通常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訂定



2 理想與類型

01

02

03

04

增進社會認同

增強自我肯定

裨益專業認同

促進專業發展

05 有利公平就業

職業證照建立的多重利基



2 理想與類型

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

技術士

技能檢定

各行業主管機關

訂定之證照考試

民間專業團體

或專業機構的

證照考試



2 理想與類型



3 證照化好處



3 證照化好處

證照化有助產學對接

證照

求職者

雇主

透過證照中介或橋接，提升畢業

生就業力、縮短學校育才與產業

需才之間的落差，促進技職學校

學生達成順利就業的目標

錄取後可以立刻或很快

勝任工作，不需雇主額

外花費訓練成本與時間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求職者是

否具備所需要的職能



3 證照化好處

1970

Light曾以「能力累積」（skill 
accumulation）的概念，作為

企業主用以估計薪資時的有效訊
號，而證照可視為能力累積的一

種具體展現

程麗弘說取得專
技證照的人員則
代表在市場交易
過程中，能提供
令人信賴的專業

知識服務

經濟學者Akerlof所提出
的「不對稱資訊」

（asymmetric 
information）

馬信行認為，職業證
照制度建立之後，可
促進技職教育自成體
系，並逐漸獲得其尊

嚴

Brooking指出許多企業
強調要取得證照，成為
代替或補強學歷的有效

訊號

Spence提
出訊號理論
（signaling 

theory）

1996 1998 1999 20051973

證照化裨益供需對話



3 證照化好處

證照化促進無縫轉銜

現在

過去

求職者的能力養
成主要依賴學校
教育

新進員工「邊做
邊學」，用歷練
來取代訓練

教育部積極推動導
入就業取向的系科
本位課程

學校教育結合職業證
照制度，學生累積學
分及各項認證 ，進
而據以獲致文憑或取
得就業資格



4 問題與展望



4 問題與展望

太重視
考照

重量不
重質

校內職場
落差大

技職
教育

酬償
取向

國內的證照考試更側重在單一或少數的專
業技術能力，對於從事各項工作所需的如
合作、溝通能力等一般核心能力，仍待透
過其他通識課程強化

不少學校在政策鼓勵和追求升學等壓
力下，一味追求證照數量的增加，僅
針對證照內容重複練習，即使考取證
照，在質的方面進步不大，反而會喪
失推廣證照的實際意義

持照學生一旦進入職場，遇到
與試場情境不同的實務需求，
可能會受限於考照的訓練而難
以應變

研究績效在學校評鑑及教師升等標準中比重甚
高，故教師願意投入較多的心力；相較於此，
輔導學生考照時間長，對教師績效評鑑影響不
大，教師在這方面的投入自然多不熱衷



4 問題與展望

台東高商滿是證照達人最多1人獨得50張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0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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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題與展望

認同度
不足

鑑別度
不足

證照
制度

時宜性
不足

目前我國社會大眾與企業對於證照代表
就業能力的認同度，雖然已較過去提升
許多，但相較於其他國家仍明顯偏低

較為低階或容易考取的證照，除了代表
其對應的能力層次較低之外，近乎人人
有獎的結果是效用不大及鑑別度遭受質
疑，因此對持照者職位與薪資的提升不
但沒有助益，反而可能產生負面影響，
從而又降低了社會大眾的認同度。證照
考試要具有「合格即合用」的鑑別度

近5年通過技術士證照考試者所做的調查發
現，有八成受訪者認為政府推動證照制度
最大的阻礙為「政府開發的職類不符合業
界需要」



4 問題與展望

技專乙證甄審資格被刪除 教育部：淪為升學工具

http://www.tvet3.info/license-recognized-by-the-industry-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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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題與展望

推甄
工具

各行
其是

結合
介面

目前大多的技能檢定與技術士證只成為
升學推甄的工具，難以看見對投入職場
的效益，而9999汎亞人力銀行（2003）
調查指出，業界對證照的看法是「有證
照不代表有專業實力」，突顯目前技職
學校學生所擁有的證照與業界需求的落
差

我國技職教育和職業訓練的分軌發
展，導致技能檢定的內涵與技職教
育的需求未能充分結合，造成學校
教育、職業訓練，以及技能檢定或
證照考試三方面難以貫通或累積學
生的經驗與能力，也與產業界的實
際需求產生落差



4 問題與展望

李隆
盛

蕭錫
錡

吳劍
雄

以學歷與學力合一方式，

減少不具公信力的證照考

試，讓社會對於技職學校

所培養的學生有信心

應將考照需求能力加以分析，

並融入正常教學中，學生學完

課程就可以參加不同證照的考

試。由於證照考試是為工作需

求而設置，一旦學生通過考試，

即表示學生達成該項工作能力

之需求，學校也達成其教育績

效目標

學校教育為主，證照則做

為輔助教學之用。學校教

育所重視的是較為全面性

的能力，至於證照考試僅

針對其中特定專業項目進

行測驗

學校行政單位可在學校充

分推廣相關證照課程，將

教學與實務層面做更深入

的整合，並輔導每位學生

在畢業之前都可順利考取

一般或專業相關證照

能力

本位

林俊彥

郭宗賢



4 問題與展望

為配合教訓考用的校準

或合一，國內教育與訓

練雙軌的制度有必要整

合目前澳洲、英國、新

加坡等國已實施，我國

亦應及早建立屬於自身

的TQF（Taiwanese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李隆盛，

2008），才能落實學歷

與學力合一

國家資歷架構

建議政府相關院部會

應強化協調機制，配

合社會經濟發展與實

際需求，適時更新或

整併檢定的職類與項

目，排除不具鑑別度

或過於浮濫的證照

更新證照的

職類與檢測
我國各行各業對職業證

照的認同度不足，冒然

實施證照法制化恐無法

收到成效宜就推薦型的

「證書」和規範型的

「執照」進行法制化，

對規範型的執照採列須

特別審慎為之

職業證照

法制化



5 總結



5 總結

落實能力本位

國家資歷架構

適時更新證照種類與檢測

審慎推動職業證照法制化

學歷與學力之間的落差

課程與實務之間的落差

學校人力供給與產業需求之間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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