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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檢定內涵與功能



為提昇勞工技能水準促進社經發展，於民國61年9月發布「技術士

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於63年開始辦理技能檢定至今已40餘年，

累計核發甲、乙、丙級、單一級技術士證達830萬餘張。

103年2月17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下設置

技能檢定中心統籌辦理技能檢定相關事務。

目前技能檢定開辦140職類，且配合產業發展趨勢與就業市場需求，

陸續開發與調整技術士技能檢定職類，並提供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能檢定及專案技術士技能檢定等3種類檢定服務。

技能檢定簡介



職業證照制度

功能

導正國人職業觀念

改變國人「升學第一，文憑
為先」的觀念，視「專業技
能」為有價值的謀生之道，
有助於導正青少年盲目升學
的偏差觀念，舒緩社會上的
升學壓力

提升職業服務水準

經過公開檢定及發證的程序，
以確保其工作品質，則當能
提升對社會大眾的服務水準

促進國人公平就業

公正公開的考試方式，無任
何歧視下進行，達到標準者
即可取得該項證照，充分發
揮公平就業之精神

激勵產業技術升級

刺激從業人員對行業技術的
重視及加強琢磨



技術士證照可分為甲級、乙級、丙級及單一級

依職業訓練法第三十四條規定：

取得甲級技術士證照，於擔任公務人員技術職位時，得比照專科學

校畢業程度適用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審查，予以核敘委任十級

任用。取得乙級技術士證者，依職業訓練法規定，得比照職業學校

畢業程度遴用。

對任職臨時技術員者，若取得甲或乙級技術士證者，均可依技術人

員任用條例進用。

技能證照功能



依職業訓練師遴聘辦法，甲、乙級技術士為職業訓練機構遴聘師資

的必備條件。

欲擔任專科或中等職業學校技術教師者，擁有乙級以上技術士合格

證亦為應聘為技術教師的必備條件之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正在計

畫從各方面推動立法，強化技術士證照的效用，如持有乙級以上技

術士證者，列為報考相關科目專門職及技術人員考試資格之一，以

及乙級以上技術士列為優先辦理創業貸款的對象。

技能證照功能



技能競賽

S0611030 輔四甲 葉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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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國民學習技能，提高國家職業技能水準，
於101年8月8日訂定發布「技能競賽實施及獎勵辦
法」，據以辦理各項技能競賽。

何謂技能競賽？



技能競賽的主旨，在建立技能價值觀念，鼓勵青年
參加職業教育與職業訓練，藉著競賽的方式，促進社會
的重視，激起大眾的興趣，檢討職業教育與職業訓練的
教學成果，並藉相互切磋與觀摩，提高技術人員的技能
水準。

技能競賽意義與功能



青年組

社會組

身障組

● 分區技能競賽

● 全國技能競賽

● 國際技能競賽

技能競賽

●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
競賽

●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
能競賽

 全國職場達人盃技能競賽



我國自民國57年開始舉辦第1屆全國技能競賽，每年辦理1次。
分區技能競賽為全國技能競賽之第一階段。

● 北區：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承辦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金門縣及
連江縣
● 中區：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承辦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
● 南區：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承辦
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及澎湖縣

青年組-分區技能競賽21



青年組：綜合機械、資訊網路布建、集體創作(3人一組)、機電整合(2人
一組)、CAD機械設計製圖、CNC車床、CNC銑床、商務軟體設計、銲接、建
築舖面、汽車板金、飛機修護、配管與暖氣、電子、網頁技術、電氣裝配、
工業控制、砌磚、粉刷技術與乾牆系統、漆作裝潢、機器人(2人一組)、
家具木工、門窗木工、珠寶金銀細工、花藝、美髮、美容、服裝創作、西
點製作、汽車技術、西餐烹飪、餐飲服務、汽車噴漆、造園景觀(2人一
組)、冷凍空調、資訊與網路技術、平面設計技術、健康照顧、冷作、模
具、外觀模型創作、麵包製作、工業機械修護、3D數位遊戲藝術、雲端運
算、網路安全(2人一組)、旅館接待、中餐烹飪、國服、板金、鑄造及應
用電子等52職類。

青年組-分區技能競賽職類



● 參加分區技能競賽青年組獲得前5名之選手，除獲頒獎金與獎牌、
獎狀及獲推薦參加全國技能競賽外，並可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
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等規定，參加甄審或保送至
職業學校、五專、二專、四技或大學相關科系進修。

● 參加分區技能競賽青年組獲得前3名，自獲獎日起3年內，參加
相關職類丙級或單一級技能檢定者，得申請免術科測試。

青年組-分區技能競賽獎勵



● 我國自民國57年開始舉辦第1屆全國技能競賽，每年
辦理1次，各職訓機構、職業學校與工商企業均踴躍
提名選手參加競技，實為職業訓練與技職教育之年度
盛事。同時全國技能競賽因肩負著選拔優秀選手代表
國家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及亞洲技能競賽的任務，因此
青年組參賽者的年齡限制在21歲以下。

青年組-全國技能競賽



● 綜合機械、模具、集體創作、機電整合、CAD機械設計製圖、
CNC車床、CNC銑床、冷作（金屬結構製作）、資訊技術（軟

體設計）、銲接、外觀模型創作、建築舖面、汽車板金（打型
板金）、板金、配管與暖氣、電子（工業電子）、網頁設計、
電氣裝配(室內配線)、工業控制(工業配線)、砌磚、油漆裝潢(漆
作)、石膏技術與乾牆系統(粉刷)、家具木工、門窗木工、珠寶
金銀細工、花藝、美髮(男女美髮) 、美容、服裝創作、西點製

作、汽車技術、西餐烹飪、餐飲服務、汽車噴漆、造園景觀、
冷凍空調、資訊與網路技術、平面設計技術、麵包製作、工業
機械修護、飛機修護、健康照顧、機器人、中餐烹飪、國服、
鑄造及應用電子（視聽電子）。

青年組-全國技能競賽職類



● 參加全國技能競賽青年組獲得前5名之選手，除獲頒
獎金與獎牌、獎狀外，並可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
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等規定，參加甄審或保
送至職業學校、五專、二專、四技或大學相關科系進
修。

● 參加全國技能競賽成績及格，自及格日起３年內，參
加相關職類乙級、丙級或單一級技能檢定者，得申請
免術科測試。

青年組-全國技能競賽獎勵



● 國際技能競賽係1950年由西班牙發起舉辦，目前國際
技能組織 (WorldSkills International)會員國計有
超過70個國家（地區）。

● 宗旨在藉由國際技能競賽大會及研討會等活動，增進
各國青年技術人員之相互觀摩、瞭解與切磋，加強國
際間職業訓練與職業教育資訊與經驗之交流，進而促
進各國職業訓練與職業教育之發展。

● 每2年舉辦一次，由各會員國分別申請主辦，迄今已
舉辦44屆，目前正式之競賽職類超過50種。

青年組-國際技能競賽



●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或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獲前三
名及優勝之選手，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獎助學金及獎
狀。

（一）職類第一名：新臺幣120萬元。
（二）職類第二名：新臺幣60萬元。
（三）職類第三名：新臺幣40萬元。
（四）職類優勝：新臺幣10萬元。

青年組-國際技能競賽獎勵



國際技能競賽設計金牌
黃于貞

逃離升學主義的愛玩女生

https://www.shokuzine.com/2017/12/27/%E9%80%83%E9%9B%A2%E5%8D%87%E5%AD%B8%E4%B8%BB%E7%BE%A9%E7%9A%84%E6%84%9B%E7%8E%A9%E5%A5%B3%E7%94%9F-%E5%9C%8B%E9%9A%9B%E6%8A%80%E8%83%BD%E7%AB%B6%E8%B3%BD%E8%A8%AD%E8%A8%88%E9%87%91%E7%89%8C-%E9%BB%83/
https://www.shokuzine.com/2017/12/27/%E9%80%83%E9%9B%A2%E5%8D%87%E5%AD%B8%E4%B8%BB%E7%BE%A9%E7%9A%84%E6%84%9B%E7%8E%A9%E5%A5%B3%E7%94%9F-%E5%9C%8B%E9%9A%9B%E6%8A%80%E8%83%BD%E7%AB%B6%E8%B3%BD%E8%A8%AD%E8%A8%88%E9%87%91%E7%89%8C-%E9%BB%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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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證書、證明書 照 ：執照

意義：證明事實、身分或資格 意義：許可從事某項特定工作、行為或職業

概念：能力的概念 概念：從事執業的資格

例 ：畢業證書、學生證 例 ：行照、會計師執照

證與照的差別



● 職業證照是指從事某項專/職業或工作之人員，必須擁有可從事
該項職業或工作能力證明。

職業證照可是視為「證」&「照」的複合名詞

職業證照意義



● 指 證書 或 證明書 ， 英文 Certificate

● 意義是指在證明一項事實、一項身分或一項資格，如「畢業證
書」、 「結業證書」、「住院證明」、「職員證」、「學生證」
等等。

證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hl=zh-TW&tab=rT&sl=en&tl=zh-TW&text=Certificate
&op=translate


● 指「執照」，英文 License

● 意義是在許可從事某項特定的工作、行為或職業，如「駕照」、
「行照」、「醫師執照」、 「律師執照」、 「會計師執照」
等等。

照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hl=zh-TW&tab=rT&sl=en&tl=zh-TW&text=License
&op=translate


證照目標

5

3

4

1 2

有利公平就業

專業認同

促進專業發展

增進社會認同 增進自我肯定



1.維持技術人力充分供應

2.增加合格者的就業機會，工作權益

3.確保產品的服務品質

4.確保公共安全

證照功能



1.加薪

2.升官

3.增加競爭力

4.擴展人際關係

5.提升專業技能

考證照的好處有哪些呢 ?



職類介紹（一）

M0742003 國碩三 廖彤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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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檢定職類分為甲、乙、丙三級，不宜分三級者，
定為單一級。

• 根據108年8月27日修正〈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

• 報考網站：勞動部勞力發展署，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資訊網 https://skill.tcte.edu.tw/notice.php

技能檢定規範

https://skill.tcte.edu.tw/notice.php






丙級技術士檢定

報考資格：年滿十五歲或國民中學畢業，得參加丙級
或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乙級技術士檢定（已取得丙級）
訓練時數 職類相關工作 學力證明

800小時 2年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或同等學力證明
高級中等學校在校
最高年級

五年制專科三年級
以上、二年制及三
年制專科、技術學
院、大學之在校學
生



乙級技術士檢定（未取得丙級）

訓練時數 職類相關工作 學力證明 職類技術生訓
練

400小時 3年

800小時 2年

1600小時

800小時 高級中等學校
同等學力證明

400小時 1年 高級中等學校
同等學力證明



訓練
時數

職類相關工作 學力證明 職類技術生訓
練

2年 2年

2年 高級中等學校
同等學力證明

具有大專校院以上
畢業
同等學力證明
大專校院以上在校
最高年級

6年



甲級技術士檢定

乙級技術士
資格

職類相
關工作

訓練時數 學力證明

有 2年

有 800小時

有 1年 400小時

有 1年 具有技術學院、大學畢業或
同等學力證明

4年 具有專科畢業或同等學力證
明

3年 具有技術學院或大學畢業或
同等學力證明



職類介紹-2
S0612021 特四甲賴苡

任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

金屬及機械加工
類群

014板金 甲 丙級106年停
辦

乙

2 011鑄造 甲

乙

丙

3 021熱處理 乙

丙

4 079熱壓 乙

丙

5 080氣壓 乙

丙

6 152電腦輔助
立體製圖

丙

7 153汽車車體
鈑金

乙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8

金屬及機械加工
類群

164車輛塗裝 乙

丙

9 182銑床 乙

丙

10 183車床 乙

丙

11 184模具 乙

丙

12 185機械加工 乙

丙

13 208電腦輔助
機械設計製圖

乙

丙

14 214金屬成形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5

機械及設備修護
類群

020汽車修護 甲

乙

丙

16 027重機械修
護

乙

丙

17 052農業機械
修護

乙

丙

18 145機器腳踏
車修護

乙

丙

19 176飛機修護 乙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20

焊接配管類群

004一般手工電焊 單一

21 015冷作 甲

乙

丙

22 016自來水管配管 乙

丙

23 091氬氣鎢極電銲 單一

24 097半自動電焊 單一

25 121工業用管電銲 甲

乙

丙

26 122氣體燃料導管配
管

乙

丙

27 155特定瓦斯器具裝
修

丙

28 205下水道用戶排水
設備配管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29

電機類群

001冷凍空調裝修 甲

乙

丙

30 007室內配線 甲

乙

丙

31 010電器修護 乙

丙

32 013工業配線 甲

乙

33 032變壓器裝修 乙

丙

34 040配電線路裝修 甲

乙

丙

35 064升降機裝修 乙

丙

36 074配電電纜裝修 乙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37

電機類群

127機械停車設備
裝修

乙

丙

38 166用電設備檢驗 乙

丙

39 165工程泵 (幫浦 )

類檢修
乙

40 167變電設備裝修 乙

丙

41 168輸電地下電纜
裝修

乙

丙

42 169輸電架線路裝
修

乙

丙

43 170機電整合 甲

乙

丙

44 210太陽光電設置 乙 105年新開辦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45

資訊類群

118電腦軟體
應用

乙

丙

46 119電腦軟體
設計

乙

丙

47 120電腦硬體
裝修

乙

丙

48 172網頁架設 乙

丙

49 173網頁設計 乙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50

化工類群

030化學 甲

乙

丙

51 050石油化學 乙

52 054陶瓷-石膏
模

乙

丙

53 123化工 乙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54

食品加工類群

077烘焙食品 乙

丙

55 092食品檢驗分析 乙

丙

56 096中式麵食加工 乙

丙

57 094肉製品加工 丙

58 095中式米食加工 丙

59 132水產食品加工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60

餐飲服務類群

076中餐烹調 乙

丙

61 131餐旅服務 丙

62 140西餐烹調 乙

丙

63 206飲料調製 乙

丙

64 215餐飲服務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65

農業類群

130水族養殖 丙

66 133園藝 丙

67 134農藝 丙

68 136造園景觀 乙

丙

69 157農田灌溉
排水

丙

70 161製茶技術 丙

71 212竹編 單一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72

美容美髮類群

060男子美髮 乙

丙

73 067女子美髮 乙

丙

74 100美容 乙



參考資料:

1.file:///C:/Users/jeffliao0621/Downloads/%E

6%8A%80%E8%83%BD%E6%AA%A2%E5

%AE%9A%E9%96%8B%E8%BE%A6%E8

%BE%A6%E7%90%86%E8%81%B7%E9%

A1%9E%E4%B8%80%E8%A6%BD%E8%

A1%A8.pdf

2.https://www.1111edu.com.tw/

3.https://pswst.mol.gov.tw/psdn/Query/wFr

mQuery01.aspx

file:///C:/Users/jeffliao0621/Downloads/æ��è�½æª¢å®�é��è¾¦è¾¦ç��è�·é¡�ä¸�è¦½è¡¨.pdf


職類介紹（三）

S0624053 生物四 許慈恩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75

商業服務類群

114 商業計算 甲

乙

丙

76 149 會計事務 乙

丙

77 181 門市服務 乙

丙

78 200 國貿業務 乙

丙

79 201 視覺傳達設計 乙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75 商業服務類群 114 商業計算
甲

乙

丙

學科

術科

：計算工具概要、商業計算基本知識、相關職業道德

：珠算、電子計算機之計算、心算

成績及格始取得技術士

• 丙級：從事基本之計算知能

• 乙級：從事較精細之計算知能

• 甲級：從事更精細之計算知能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76 149 會計事務
乙

丙

成績及格始取得技術士

學科

術科

：會計事務之基本知識

：編製傳票、記帳及編表等帳務實作

會計憑證、帳簿組織、
合夥及公司、會計、資
產及負債評價等等
會計六大程序之基本技
能與其相關知識

商業服務類群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77 181 門市服務
乙

丙

• 乙級：流通服務業門市之管理人員，參與門市營

運之各項指導與派任工作，並應具備管理行政及

危機處理能力

• 丙級：流通服務業門市商店的第一線從業人員，

參與店舖營運之各項執行工作，並應具備基礎零

售商業概念

以門市型態服務消費者之服務業業態

商業服務類群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78 200 國貿業務
乙

丙

• 乙級：獨立從事各行業之進出口貿易業務，開發

客戶、書寫貿易函電、與國外客戶溝通報價與還

價等等

• 丙級：需具備基礎貿易英文能力、能掌握貿易流

程概況、出口報價、分析商業信用狀及製作貿易

單據，從事各行業之進出口貿易業務

商業服務類群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80

職業(勞工)安全

衛生操作類群

031 鍋爐操作 甲

乙

丙

81 061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單一

82 062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 單一

83 063 人字臂起重桿操作 單一

84 070 重機械操作 單一

85 081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甲、乙

098 職業潛水 乙86

丙

87 099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 單一

88 151 堆高機操作 單一

89 198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單一

90 199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 單一

91 223 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 甲

乙

92 224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 甲

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80 職業(勞工)安全
衛生操作類群

031 鍋爐操作
甲

乙

丙

• 甲級：得操作任何大小之鍋爐

• 乙級：得操作傳熱面積未滿 500 平方公尺之鍋爐

• 丙級：得操作傳熱面積未滿 50 平方公尺之鍋爐

以鍋爐傳熱面積大小區分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81

職業(勞工)安全
衛生操作類群

061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單一

82 062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 單一

83 063 人字臂起重桿操作 單一

• 各種固定式起重機之操作、吊掛、指揮及作業上
必要之檢點、調整、維護、附件拆裝等工作

• 各種移動式起重機之操作、吊掛、指揮及作業上
必要之檢點、調整、維護、附件拆裝等工作

• 各種人字臂起重桿之操作、吊掛、指揮及作業上
必要之檢點、調整、維護、附件拆裝等工作



• 挖掘機：輪型及履帶型挖掘機施工方法，基本保

養維護、檢查、調整、操作技術和工作安全

• 推土機：基本保養維護檢查調整、操作技術施工

方法及工作安全

• 裝載機（含小山貓）：輪型及履帶型裝載機基本

保養、調整及操作技術、施工方法及工作安全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84 職業(勞工)安全
衛生操作類群

070 重機械操作 單一



• 分設管渠系統、機電設備、處理系統及水質檢驗

等四項，每一種區分甲乙兩級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85 職業(勞工)安全
衛生操作類群

081 下水道設施操作
維護

甲

乙



• 乙級：作業深度不宜超過 100 公尺，能使用人

工調和混和氣體潛水裝備，具潛水鐘和減壓艙操

作能力

• 丙級：作業深度不宜超過 50 公尺，能使用水肺

及水面供氣潛水裝備，具有減壓艙之操作能力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86 職業(勞工)安全
衛生操作類群

098 職業潛水

乙

丙



• 進行堆高機之檢查、保養與調整、裝卸等操作

• 取得證照途徑：

1.參加「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機構之堆高

機課程，考試合格

2.參加勞委會舉辦之「堆高機操作」技術士考試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88 職業(勞工)安全
衛生操作類群

151 堆高機操作 單一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89 198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單一

90 199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 單一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87 099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 單一
職業(勞工)安全
衛生操作類群

1. 接受外來之蒸汽或其他熱媒或使在容器內產生蒸氣加熱固
體或液體之容器，且容器內之壓力超過大氣壓者 e.g.熱
交換器

2. 因容器內之化學反應、核子反應或因其他反應而產生蒸氣
之容器，且容器之壓力超過大氣壓者 e.g.化學反應器

3. 為分離容器內之液體成分而加熱該液體，使產生蒸氣之容
器，且容器內之壓力超過大氣壓者 e.g.蒸餾器

4. 保存溫度超過其在大氣壓下沸點之液體之容器



• 掌握勞工作業環境實態及評估勞工暴露狀況所實

施之規劃、採樣、分析或儀器測量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91 223 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 甲

乙

92 224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 甲

乙

職業(勞工)安全
衛生操作類群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96

電子儀表類群

028 工業電子 甲

97 029 視聽電子 甲

乙

丙

98 036 工業儀器 乙

丙

99 115 儀表電子 甲

乙

100 116 電力電子 甲

乙
101

117 數位電子 甲

乙
102

156 通信技術 甲

乙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97 029 視聽電子 甲

乙

丙

• 甲級：能從事音響器材、電視機、顯示器、影音光碟機之

故障檢修與調整和CATV、衛星傳播接收之規劃、架設、測

試與儀表使用及應用電路設計和裝配測試

• 乙級：各種音響器材、電視機、顯示器及有線電視系統之

檢修、調整及應用電路裝配

• 丙級：能從事音響器材、收錄音機之簡易故障檢修、儀表

使用及應用電路裝配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97 電子儀表類群

甲

乙

丙

029 視聽電子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98 電子儀表類群

乙

丙

• 甲級(儀控工程師級)：儀器工程設計，改善及管理

• 乙級(儀控技術員級)：儀器工程檢查及儀器維修

• 丙級(儀控技工級)：儀器工程按圖施工及儀器基本操作

036 工業儀器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02 電子儀表類群

甲

乙

丙

156 通信技術

• 甲級：電信線路工程規劃設計等

• 乙級：各種電信線路設計及其終端設備之檢修、調整、

安裝及應用電路裝配

• 丙級：各種電信線路及其終端設備之架設、安裝、簡易

維修等工作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03

營造類群

009 泥水

甲

乙

丙

104 012 家具木工

甲

乙

丙

105 018 鋼筋 丙

106 019 模板

甲

乙

丙

107 039 門窗木工

甲

乙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10 125 建築物室內設計 乙

111
126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

程管理
乙

112 148 建築塗裝
乙
丙

113 171 裝潢木工
甲

丙

114 174 營建防水 丙

115 175 混凝土 丙

116 180 營造工程管理
甲

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08 042 測量

甲

乙

丙

109 069 建築工程管理
甲

乙

營造類群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17 190 地錨 乙

118 202 鋼管施工架 丙

119 207 金屬帷幕牆 丙

120 211 建築製圖應用
甲
乙
丙

營造類群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03 營造類群

甲

乙

丙

• 甲級：泥水綜合項技能

• 乙、丙級：砌磚 、粉刷 、面材舖貼

009 泥水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04 營造類群

甲

乙

丙

• 甲級：能自行繪製工作圖，運用手工具及木工機

器，製作較複雜結構之精密家俱及其組件

• 乙級：能選擇配合與靈活運用各種手工具及木工

機器製作工模及製作較複雜之家俱(如桌椅)

• 丙級：依照工作圖利用各種木工手工具及基本木

工機器製作結構簡單之家具(如框架)

012 家具木工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07 營造類群

甲

乙

丙

• 甲級：能自行繪製工作圖，具選配材料、工料估

計能力，應用手工具及木工機器等

• 乙級：依工作之特性，選擇與靈活運用各種手工

具及木工機械，製作結構複雜之組件

• 丙級：依工作圖(式樣)，利用手工具及基本木工

機器製作結構簡單之組件

039 門窗木工



• 甲級：具模板工程的規劃管理、督導及估算能力

• 乙級：按圖組裝架設外，要正確分析模板之工料，

及計算模板施作面積及各類材料之數量，以供計

價及備料之依據

• 丙級：木模板為主，依據圖說組裝架設模板

• 丙級：從事於簡單鋼筋之工作並能按圖組立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05 

營造類群
018 鋼筋 丙

106 019 模板

甲

乙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08 營造類群

甲

乙

丙

042 測量

1. 測量（丙級）

2. 航空測量（甲、乙）

3. 工程測量（甲、乙）

4. 地籍測量（甲、乙）



• 甲級：從事建築工程管理，並作為建築師或營造

公司工地之代理人

• 乙級：從事建築工程之一般施工監造及管理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09 營造類群

甲

乙069 建築工程管理



• 丙級：具備混凝土工程現場施工作業人員所需之

技能、設備使用、相關知識，安全衛生、環保及

職業道德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14 營造類群 丙174 營建防水



• 丙級：須具備各種防水材料種類及其施工工法之

辨識能力與任何一項以上專業工法之施作能力、

施工圖之讀識、工作準備、器具使用、施工安全

及應有之職業道德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15 營造類群 丙175 混凝土



• 依技能之工作範圍及專精程度分級

• 甲級：從事營造業法第32條及41條所訂工地主任

應負責辦理工作

• 乙級：從事營造工程施工操作，品質控管及管理

工作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16 營造類群

甲

乙180 營造工程管理



•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之監工及物料與人員之管理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10 營造類群 乙125 建築物室內設計



• 室內設計從業人員必須持有證照

保障消費者居所的安全

提升國內室內設計者之素質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11 營造類群 乙126 建築物室內裝修
工程管理



• 乙級：丙級技術士之技能和相關知識外，並能依

照施工圖繪製簡易施工圖及應用裝潢木工機器與

手工具從事裝潢木工技術工作

• 丙級：能依照施工圖使用裝潢木工機器與手工具

製作及組裝簡易木屬成品（如櫥櫃、地板、天花

板等相關工程）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13 營造類群

甲

丙171 裝潢木工



• 乙級：具備丙級之專業能力外，能依照施工說明

及工作圖，具有獨立從事一般建築塗裝工程，並

有策劃及指導作業的能力

• 丙級：具有認識各種塗料油漆及基材的特性及相

關工具的基本操作能力，以從事於一般的建築工

程的塗裝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12 營造類群

乙

丙148 建築塗裝



甲級：具備乙、丙級之技能知識，並能繪製建築工

程圖樣及協助建築師校核工程

乙級：具備丙級之技能知識，並能瞭解測繪及工程

實務，能繪製申請建築執照工程圖樣及施工圖

丙級：具備基本圖學及營建方面知識，能繪製基本

建築樣圓樣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20 營造類群

甲

乙

丙

211 建築製圖應用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21

服飾類群

048 女裝 甲

乙

丙

122 071 製鞋 乙

丙

123 124 電繡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21 服飾類群 048 女裝
甲

乙

丙

• 甲級：女裝應用型套裝、大衣、外套、禮服裁製

• 乙級：女裝連裙裝及各式外套之裁製

• 丙級：女裝簡單形背心、襯衫、無裡連裙裝、裙

子、褲子、簡單式無裡外套 (有領、短袖、無口

袋)之裁製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22 服飾類群 071 製鞋
甲

乙

丙

• 甲級：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可供試穿的鞋子，熟悉

製鞋工機具，能依照設計圖樣或樣品鞋

• 乙級：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一雙鞋面，熟悉製鞋工

機具能依照樣板

• 丙級：在指定時間內完成鞋類繪圖，基本樣板取

製和鞋類材料辨認熟悉等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23 服飾類群 124 電繡 丙

• 材料和工具使用的認識與選擇、繡製的環境、操

作的安全常識、正確的姿勢、電繡基本針法、圖

案描繪、色彩選用與作品間的運用關係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24

印刷製版類群

087 平版印版 甲

乙

丙

125 191 印前製程 乙

丙

126 192 網版製版印刷 乙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24 印刷製版類群

甲

乙

丙

087 平版印版

• 甲級（工程師級）：從事平版印刷機操作，生產

彩色印刷品，正確選用印刷材料及處理故障排除

• 乙級（助理工程師級）：從事平版印刷機操作，

生產套色印刷品，正確調整印刷機具

• 丙級（技士級）：從事平版印刷機操作，生產單

色印刷品，正確操作印刷機具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26 印刷製版類群

乙

丙

甲級：技能測試含製版與印刷兩項

乙級： 從事較複雜精密之網版製版工作

丙級： 從事一般之網版製版工作

192 網版製版印刷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27

其他群類

072 按摩 乙

丙

128 078 眼鏡鏡片製作 丙

129 139 寵物美容 丙

146 金銀珠寶飾品加工 乙130

丙

131 154 保母人員 單一

177 手語翻譯 乙132

丙

133 178 照顧服務員 單一

195 就業服務 乙134

203 喪禮服務 乙135

丙

204 攝影 丙136

137 209 定向行動訓練 單一

213 陶瓷手拉坯 丙138

216 旅館客房服務 丙139



• 甲級： 從事多焦點、累進多焦點出及非球面特

殊眼鏡鏡片製作

• 乙級： 從事稜鏡與複曲面鏡片基本製作

• 丙級： 從事球面眼鏡片基本製作

• 現行唯一專為視覺障礙者辦理之技能檢定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27 其他群類 072 按摩
乙

丙



• 乙級：基礎造型設計、繪圖及按圖施工、金屬與

寶石材料之認知及應用、寶石鑲嵌製作、裝配、

修改、各種金銀珠寶飾品

• 丙級：能按圖取料、製作、裝配、修改、各種金

銀珠寶飾品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30 其他群類
146 金銀珠寶飾品加工

乙

丙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31 其他群類 154 保母人員 單一

• 建立保母人員服務所需「知」、 「技」、「情」

的基本標準，以保障嬰兒福址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33 其他群類 178 照顧服務員 單一

• 進入公營或民間的長期照護與醫療安養機構，擔

任照顧服務員；或前往家有失能老人、或中重度

身心障礙者的家庭，從事居家照護服務工作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34 其他群類 195 就業服務 乙

• 學科與術科所需技能：職業介紹及人力仲介、招

募、職涯諮詢輔導等

• 檢定標準，就業服務管理人員應具備之熟悉相關

法令、蒐集分析與應用就業市場……等



項次 類群 職類代號及名稱 級別 備註

135 其他群類 203 喪禮服務
乙

丙

• 乙級：具喪禮服務的專業技能與知識，說明並指

導喪禮服務正確執行，檢定項目含臨終服務、初

終與入殮服務、殯儀服務、後續服務、服務倫理

• 丙級：以喪禮服務的基礎技能與相關知識，能正

確操作及執行，檢定項目包括初終與入殮服務、

殯儀服務、服務倫理



國內外證照制度比較

S0512101 特四乙 孫崇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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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勞動力技能資歷系統(WSQ)

● 提供不同的證照、文憑或畢業證書。
● 將證書電子化。
● 提供職業繼續教育，提升工作職能、跨領域
能力。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暑
勞動力發展數位平台
缺乏完整課程、跨部

會整合。

比較

勞動力技能資歷系統
統整證書、學歷，並
提供完整課程資訊，
證書品質有保障。



韓國-重視民間證照



韓國-重視民間證照



韓國-重視民間證照



韓國-重視民間證照



政府需要更密切注意
產業動向，以調整相
關證照的考試內涵。

比較

業界可以隨時依據產
業狀況調整相關檢定

內容。



日本-提供多元證照



證照種類較為樸實，
缺乏創新力。

比較

提供創新的證照，有
助於新興產業的誕生。



國內外證照制度比較

S0642044 國四甲 陳姿毓



英國職業教育訓練組織及架構：

† 教育與就業部：最高機構，視察、發展職業教育訓練工作

† 課程局：承認合格的授證單位，提供NVQ設立標準

† 國家訓練組織：發展國家職業標準(NOS)及評鑑、制定工業標準

† 授證單位：國家訓練組織、大學院校、部門、專業機構、雇主協會

英國證照制度



NVQ (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國家職業資格證照

共有五個難度等級標準，對具體崗位職責提出了明確要求，
每個等級標準有對應的職務和學歷

• 以能力為基礎的體系

• 以實際工作表現為考評依據

• 以證書質量保證為原則

英國職業證照



英國職業證照

GNVQ (General 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通用國家職業資格證照

國家職業資格委員會開始在職業學校教育中推行通用國家
職業資格（GNVQ）制度。

• 獲取通用國家職業資格（GNVQ）證書後，既可進入用
人單位工作，又可直接升入大學深造

• 所取得的資格具有與學歷、國家職業資格（NVQ）相應
等級同等資格效力。



NVQ & GNVQ等級對照

NVQ5級

NVQ4級

NVQ3級 GNVQ高級

NVQ2級 GNVQ中級

NVQ1級 GNVQ初級



NVQ & GNVQ比較

NVQ GNVQ

實際操作為主 基本操作與深層知識

工作現場操作 學校考試



比較

• 偏重技術傳授，以就業
需求為導向而設計的制
度、課程

• 分為三級，以取得技術
士證照為目的

• 重視科學與專業知能的
傳授，科學與行業技術
內涵並重

• 分為五級，工作現場考
照，證照內涵富有質量



IVT學徒訓練
† 學徒期末考試合格者，由各行業總會發給證書，且此

項證書可通行全國

• 工業行業：技術士(Facharbeiter)證書

• 商業行業：助理員(Cehlife)證書

• 手藝業行業：技匠(Ceselle) 證書

• 公共服務業行業：專業職員(Fachangestellte)證書

德國證照制度



CVT師傅訓練
† 經師傅考試合格者，無論屬於何種行業，則由各行

業總會發給統稱的所謂師傅證照(Meisterbrief)，具
有此資格者始得開業或招訓學徒

考試資格：

• 學徒考試及格

• 在其欲考之師傅考試之行業中當過助手

• 在訓練學徒之手工業方面具有適當專業知識



符合產業結構需求
職類開發及整併，或是鑑定內容的修正，都是由各行業總會訂定，
使得技能鑑定的內容多頗能符合現行產業結構的需求

獲得職場明確保障
德國人民從事任何職業皆需出示證照，以表示具有該方面的專
長，且取得技能鑑定證照者受社會大眾重視，而職業工會均以取得
合格證照者為招收對象，因此在就業、升遷、待遇等方面，皆獲得
許多保障

特色簡說



比較

• 有甲、乙、丙等級之分
• 證照多供求職與徵才參

考，可能擁有證照卻不
會實作

• 有學徒、師傅等級之分
• 國民重視證照制度，人

民可擁有一定程度之職
業指引



職業適任證書(CAP)

• 報考者或已在初中畢業後在職業高中修習二年制課程，或

已在初中觀察期後同樣在職業高中修習三年制課程，或已

在觀察期後在學徒培訓中心先後修習職前班級、學徒預備

班與二年制課程。

法國證照制度



職業研習證書(BEP)

• 報考者必須在初中畢業後再修習二年的準備課程，通常在

職業高中就讀，也有進入學徒培訓中心，或經由社會培訓

或繼續教育體制接受職業訓練。

法國證照制度



職業研習證書(BEP)與職業適任證書(CAP)簡說

• 適任證書是法國最基礎的職業證照，由於職業研習證書的
班級數擴充甚快，職業適任證書已漸為其所取代。目前共
設二百多個行業的職業適任證書。而職業研習證書，目前
共設有七十多種職業的證書

• 職業研習證書比職業適任證書，其準備課程有較深入的普
通素養教育，所以使得日後的繼續進修較為容易，也較有
升遷的可能性；它也較具群集課程性質，為多能型從業員
之養成。

法國證照制度



比較

• 各職類一種證照，分級
• 丙級技能檢定報可資格

為年滿十五歲或國中畢
業

• 各職類兩種證照，不分
級

• 須修習課程後始得報考



參考資料

● 龔雅雯、王泓翔、張素惠（2015）。新加坡職業教育及訓練發展現況
與策略之探討。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 ，6(2)，頁 17-42。

● 文貞喜、張嘉育、徐昊杲（2013）。南韓職業證照制度之分析與啟示。
比較教育，75，75-99。

● 施秀青(2015)。日本職業教育人才培育制度之啟示。技術及職業教育
學報，6(1)，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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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發展歷程

進口替代 出口擴張
二次進口
替代

高科技
工業



進口替代
一、年代:1950

二、政策實行原因:
1949國民政府遷台，雖然有美援，但仍須面對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失衡的壓力，
故工業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充裕國內物資供應，擴大農、工、礦產品的出口。

三、介紹:
由國內自行設廠加工後內銷，以代替進口並減少外匯需求，政府透過保護措施、
發展技術簡單、所需資本少、勞力多且為國內所需而具市場性之產品。

四、政策手段:
進口管制、保護關稅、減免所得稅、低利貸款、出口退稅等…。

五、產業:
紡織及水泥率先脫穎而出。



出口擴張
一、年代:1960

二、政策實行原因:
1950年代推動進口替代，由於國內市場規模小，以內銷為主的產業面臨危機，
政府改以出口為導向。

三、介紹:
實施獎勵出口政策，制定「獎勵投資條例」鼓勵國外資本投資與技術合作，而
農村過剩人口為主要勞動力來源。

四、政策手段:
放寬原料及設備進口、貶低新台幣對外價值、出口退稅、出口管制降低。

五、產業:
勞力密集輕工業、傳統製造業為主。



第二次進口替代
一、年代:1970

二、政策實行原因:
1.爆發石油危機，各國實施保護政策，使出口遇到阻力。
2.環保意識抬頭，使得生產成本上升
3.退出聯合國，投資意願下降

三、介紹:台灣輕工業發展的技術、人力、市場都適合重化工業，但中間原料
及零組件受制於外國原廠，且台灣電力交通已無法配合經濟成長的速度，故調
整出口導向政策，推動二次進口導向，替代重化工業原料及零組件進口。

四、政策手段:推動十大建設、第六期經建計劃等..以交通、能源建設之基礎。

五、產業:鋼鐵、造船、銅、機車、汽車等…。



第二次進口替代
一、年代:1970

二、政策實行原因:
1.爆發石油危機，各國實施保護政策，使出口遇到阻力。
2.環保意識抬頭，使得生產成本上升
3.退出聯合國，投資意願下降

三、介紹:台灣輕工業發展的技術、人力、市場都適合重化工業，但中間原料
及零組件受制於外國原廠，且台灣電力交通已無法配合經濟成長的速度，故調
整出口導向政策，推動二次進口導向，替代重化工業原料及零組件進口。

四、政策手段:推動十大建設、第六期經建計劃等..以交通、能源建設之基礎。

五、產業:鋼鐵、造船、銅、機車、汽車等…。



高科技工業與全球化
一、年代:1980後

二、政策實行原因:
1.全球化風潮之影響
2.產業結構的轉型

三、介紹:
台灣著手發展高科技產業，並進行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產業結構也從勞力密
集轉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在各界壓力及熱錢湧入下，新台幣被迫升值，進口管
制也被迫鬆綁，迫使台灣進入經濟自由化的年代。

四、政策手段:1990後推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1995簽訂WTO。

五、產業:高科技產業



Mercury is the closest planet to the 

Sun and the smallest one in the 

Solar System—it’s only a bit larger 

than the Moon 

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發展



龍騰版第二冊地理課本
翰林版第二冊地理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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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變革與經
濟發展

S0612131 特四乙 陳冠侖



時序統整
• 勞力密集產業時期，所需之技術人力不多，職業學校的
畢業生並未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明顯之助益。

• 技術密集產業出口擴張，因市場需求多為基礎技術之人
才，產業職業學校培育的「量多、質精、薪水低」的技
術人力，才充分發揮了促進台灣產業升級、出口擴張的
功能。

• 高科技產業出口擴張之際，職業學校所培育的人力已無
法符合高科技產業需求，高職畢業生出現過度供過於求
的現象，職業學校的轉型勢在必行。

以下數項與臺灣地區過去的經濟發展的關係最為密切



一、配合經濟發展的類科設置

1. 設立特色類科與科目，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2. 1950年代，設立「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
的發展政策，農業職業學校的設置成為此一階段的重點。

3. 1960年代後，農業職校數曾高達43所之多，但隨著農業

的重要性逐漸遞減，工業的發展逐漸提升，農業職校的
數目直直落ＱＱ。

4. 1981-1990年代是台灣經濟發展進入「高科技」產業萌

芽階段，在此階段，鼓勵外國公司投資，引進跨國公司，
以「高科技」為目標，進行基礎建設，限制進口，鼓勵
出口。







二、高中職學生比數的彈性調整

1.早期台灣地區高職數目不多，加上「文憑主義、
升學主義」的觀念深植人心，高中、高職學生的
比數為7：3。

2. 1962年「史丹福教育中程計畫」、1963年「長

期教育發展計畫」中，都相繼倡議將高中高職學
生人數比值調升為6：4。

3. 1967年，確定了以發展職業教育為主軸的教育
政策，高職比數也因而逐漸提升。1968年，實

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同時廢除初級職業學校。



三、實施「能力本位教學」

1. 1955年，高職實施單位行業課程，以實務為導
向，內容對準業界之需求

2. 1980年代初期，針對高職課程進行改革，「能
力本位教學」即為影響高職教學的重要政策

3. 1986年實施群集課程，先廣泛而後專精，符合
基礎、專業且實用的需求



四、推動「建教合作教育」

1.學生到業界工作、學習，不僅可以有部分收入貼
補學雜費，學生尚可習得學校中不容易學到的技
能。

2.學校亦可減少購置新穎設備、提供昂貴實習材料、
聘用學有專長的教師所需的費用。

3.對企業界而言，不僅為未來的儲才做準備，且可
以有穩定的員工來源，不致受到「缺工之苦」

• 1940年代開始實施至今仍歷久不衰，就可以了

解建教合作教育對產業界及技職教育界影響之深
遠。



五、執行「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計畫」

1. 1983年起，實施「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

教育計畫」，增加高中、高職、五專、補校的招
生名額。

2.創辦「延教班」，提供不想升學國民中學畢業生
學習就業技能的機會。

3.開設國三技藝教育班，並銜接一年的延教班，使
得無意願升學者得以接受第十年技藝教育。

4.「延教班」後來更名為「實用技能班」，正式成
為學制，不僅為產業藉培育了極多的實用技術人
才，也減少中途輟學的學生，功效頗佳。



六、推展「生涯輔導」工作

1.協助學生認識自我、建立真實的自我概念，並據
以作詳實的生涯規劃，以利學生生涯發展成為有
助於技職教育發展的協作性服務。

2.最初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導，後漸為教育
主管機關所接受。編印生涯輔導書籍、手冊，發
展各種心理測驗，且在各級學校中辦理研討會大
加宣導。



七、設置「綜合高中」

前言：產業升級下，知識技術工作者的比例漸提升，
社會對高職畢業生的需求因而逐漸下降，高職的比
例進入另一個轉變的階段

1.透過「高一統整、高二試探、高三分化」的策略，
延緩學生的分化，並增加升讀大學的高中學生人
數。

2. 1996年，台灣開始實施綜合高中制度，讓許多

高職增設升讀大學的「學術性學程」，逐漸轉型
為綜合高中。



八、高級職業學校的式微

1. 大學入學機會大量擴增後，高職生就業的意願低落，大
都升學大學或技職校院為主要目標。

2. 高科技產業、資訊產業、服務業，逐漸成為台灣產業的
主流，企業對高職畢業生的需求也逐漸降低。

3. 自1990年職校數216所最高峰之後，職校數就逐年減少，
1996年職校大量的改設為綜合高，高職數目的減少更為
快速。

4. 主管機關至今尚未為技職教育對國家、社會的重要性，
研擬一套具體可行的策略。技職教育的教師、行政人員
更是風聲鶴唳，惶惶不可終日，台灣的高職教育已進入
一蹶不振的階段………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研究報告
台灣省教育廳（1987）。台灣教育發展史料會彙整－職業教育篇

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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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技職教育
與經濟發展

S0678110 公育四 宋祥蓀



專科學院的擴大籌設

早期的高等技職教育(1945-1960)在台灣並未有獨立、完整的系
統，專科教育與大學教育之間，除了修業年限之外，並無太大
的差別

1. 當時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對專科教育沒有急迫的需求

2. 滿足國人就讀大學（學院）教育的需求

3. 當時之經建發展不需太多的專科人才

此時期重視大學而輕忽專科的原因可歸因於



1953-1960年，台灣開始發展進口替代及擴張
出口的輕工業，對專業人才的需求逐漸增加

• 大學及專科學校校數逐漸增加，但增加速度
不快

• 至1960年，台灣地區尚僅有大學11所、專科10所



• 1960年代之後，產業界對專科學校畢業的
人才有開始有急切的需求，台灣的高等教
育在計畫下，全面開放專科教育的發展

• 1963年，教育部公佈申請設立大專校院原則



1.大專及獨立學院設立，除了因特定的目標，必須培育專門技術
人才，適應國家發展的需要外，暫不核准，鼓勵申請設立專業
和技術專科學校，

2.申請設立專業和技術專科學校，應以試辦五年至招收初級中學
畢業生為原則，五年至專科四年級的招收高中畢業生，或同性
質的高職畢業生為插班生。

3.現行私立專科學校依「各院校夜間部改進要點」，得於夜間另
行創設獨立學校，俾便青年一面就業，一面深造。



五年制專科學校在1960年代大量擴增
1968年，為解決過剩高中畢業生問題，在政策上改為推動二年制專科學校

另外公佈實施
1. 「公私立專科學校試辦二年制實用技藝部辦法」、

2. 「公私營企業機構設立二年制實用技藝專科學校申請須知」

二、三年制專科學校可增設二年制實用技藝部，培育具有實用技
藝之技術人員

企業界所設立之二年制實用技藝專科學校，以建教合作
方式招收高中職畢業生，或由企業界保送員工就學



早期的台灣大專教育採取合流制度，因為考科相同，
限制當時高職畢業生的生涯發展

• 1970年第五屆「全國教育會議」召開，再度決
議大專採平行分軌制，停止大學附設專科部

大學從事高深科學的基礎教育，

專科為職業的深造教育。

技職教育一貫體制的建立



技職校院的升格改制

台灣的高等技職教育歷經相當的制度變革，原因如下:

1. 配合社會進步、產業升級、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的變革

2. 符合民眾對學位、文憑的追求

所以學校的升格、改名，亦一直在技職教育體系中醞釀、進行。

職校升格專科學校、專科學校升格技術學院、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
EX.護專、世新、台科大



私立技職校院的蓬勃發展

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資源大多集中在國民中小學教育

但是又要因應經濟發展需求，需要更多專技人才，
所以鼓勵私人興辦後期中等教育與大專教育

滿足升學需求
提供大量
專技人才

抑制
傳統價值觀



事先未能有詳細規劃+設立的標準亦未嚴格規範

少子化

經濟發展受挫

私立校院
招生困難

教學品質不佳

推場
機制



高等技術進修教育體制之建置

技職教育以培育企業界所需人才為宗旨，因此，除專業人才的職前培育
必須重視外，在職人員的進修教育亦不可偏廢。

1980年代後為因應產業升級，再加上擴充高等教育機
會，確立以下路線

工作 進修 工作



• 大學附設二年制技術系在職進修班

• 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成立進修學院

• 設立「在職班」、「在職專班」

將普通與技職教育再度合流
拓展技職畢業生進修管道

實現終身學習社會的教育改革



技職教育的問題與分析

認為技職教育面對「供需失調」與「學用落差」兩大問題，
主因為缺少「人力規劃」與「產學合作」所致，
這些問題又跟 「教育政策」與「經濟發展」長期脫節有密切關係；

陳繁星教授便針對當前技職教育問題提出以下原因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1），頁 68-76，臺灣技職教育當前問題分析與改革
策略，陳繁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兼任教授)



實作經驗與知識的
累積逐步形成

將專科升格改制為科技大學，
就可培植大量的高級技術人才

教學品質
難以確保

招收對象
背景差異大

嚴格控管調整
學雜費



規劃設科與調整系科時，教育主管單位未能把關

近來少子化效應顯著，各級學
校系科設置與調整，無不以容
易招得到學生為首要考量，招
生科系與產業需求逐年脫節



技職學校辦學績效的迷失

對於實務教學、就業輔導工作是否
落實、學生專業技術能力、以及就
業調查與追蹤，則鮮少述及



技專校院定位問題

主管單位以普通大學為典範，訂出科技大
學設立及評鑑標準，導致學校大量聘用具
普通大學畢業的博士師資，卻無實務操作
技術能力與實務經驗。

課程規劃與一般大學相去不遠，此一定位
與做法影響到技術高中的課程規劃，與中
小企業的需求漸離漸遠。



未能與職訓單位合作與分工

然目前技職教育與職業訓練分屬行政院不
同部會，非但未能分工合作，且許多培訓
的專業近似、業務相互重疊



重新調整專業課程比例，推動職能基準教學

改革策略

1. 高等技職教育普及化已不可逆，首要任務為教學品
質的把關

2. 技職教育法明定技職校院辦理職業準備教育，其專
業課程設計應與產業合作，並參採勞動部所定之職
能基準，減少學用落差。

3. 放寬學雜費調整



系科設置與調整應建立溝通協調機制

1. 教育主管單位應會同工商界人士，預估各產業發展
現況、未來趨勢及人力需求數據； 如
此才能準確推估各職業與不同層級所需人力，據以
做為核定招生系科名額。



建立技職教育課程一貫制，加強產學合作教育

1. 技職校院應擴大延攬業師協同教學，使學生及教師
瞭解業界最新發展趨勢，讓學生在校即能瞭解職場
概況及業界所需之就業能力，培養符合就業市場需
求之學生。

2. 目前科技大學的「產學攜手專班」，以及技術型高
中的「建教合作教育」，對學生、學校、以及業界
而言，是三贏的產學合作策略，學生畢業後與職場
無縫銜接立即就業



檢視技職校院之教育目標、課程架構應符合技職教育法規定

1. 課程規劃以學生就業為導向，培育就業需要的技術、
知識和情意等能力。

2. 同時要求加強就業輔導工作，使學生了解就業市場
的狀況與趨勢，開設選修專業課程，適應就業需求。

3. 以實作評量作為考核各校之實作課程的辦理績效評
量，評量結果可作為群科增減班，以及校長續任、
轉任時之考核與參考。



與職訓單位的合作與分工

1. 部分職類群科培訓人數遠超過市場需求，各自為政
形成教育與訓練的投資浪費，卻無統合彙整之機制，
無法發揮事權統一，解決國家整體人力資源供需失
衡的困境。(EX.餐旅)

2. 行政院應建立跨部會平台， 協調教育部與勞動部
建立人力培育協商統整機制，以及訂定技職教育科
系設立與職業訓練單位職類設立之條件與標準，避
免人力資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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