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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序 言 

高職對部分同學而言，是就業前的準備與技能學習重要教育階段，因此我們努力提供

各項資源，協助同學們探索自我、認識職業世界、發展專業技能，以做好就業準備，尋找

最適合自己的工作生活。 

隨著社會日新月異的改變，各行業也有許多變化，鑒於現有各就業網站資訊，比較針

對大學畢業職缺提供資訊，較少系統化提供對高職畢業同學的就業資訊。為協助同學認識

高職畢業後的就業選擇，以及各行業所需具備的基本能力，我們彙整現有高中職就業職缺

的資訊、職業分類系統，以及相關網站的就業資訊，編輯了這本手冊。同學除了解高職就

業可從事的工作內容與具備能力，來自我檢視是否合適；更可以透過學校的課程地圖平台

系統，以及高職各學群專業能力指標，檢視自己的專業課程學習，是否朝向所選擇的專業

領域發展做好準備，透過知己、知佊的生涯選擇，自我省思，規畫你的專業學習。 

除此之外，我們也提供了就業、職訓與創業的相關資源，以協助同學在就業中有不同

的選擇，規畫自己的專業生涯成長與學習，提升就業力；希望能夠在你探索與學習的過程

中，增進對職業生活的具體認識，塑造主動探索學習的行動力，持續發展自己，成為一流

人才來貢獻社會。 

中山工商輔導處 啟 

1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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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二十一世紀高職學生能力指標 

■ 吳天方．張訓臣．陳鎮潦   

一、前言  

教育改革為目前政府施政重點之一，技職教育改革為其中主要的一環。在高職階段主

要是以養成健全之基層技術人才為宗旨，但為因應高科技社會的來臨，如何能在二十一世

紀的工作世界取得競爭優勢？乃是當今技職教育最重要的課題。大環境快速轉變之際，高

職學生能力指標之訂定自有其急迫之需求。 

二、高職學生能力指標架構  

技職教育目標必須是全人的教育，兼重科技與人文。跨世紀的技職教育有三大任務。

第一為培育世界級人力﹔第二為預防產業人力短缺﹔第三為提昇產業競爭力(李隆盛，民

88)。美國勞工部於 1991 年指出 The Secretary'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 （SCANS）的技能應包含五種能力，即閱讀（reading）、寫作（writing）、算數/

數學（arithmetic/mathematics）、傾聽（listening）、說話（speaking）（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91.）；由此可見技職教育除強調專業技能的培養外，更應重視專業技能之外

相關能力的培養，如問題解決的能力、創造思考的能力、3R(reading、writing、arithmetic) 

的能力、2C(communication、computerization) 的能力、終身學習的能力(吳天方，民 87)。

使學生能有全方位的大格局，成為具備人文與科技素養的二十一世紀健全國民。高職學生

能力指標成為本文探討的重點。  

為因應二十一世紀新科技的趨勢與職場工作需求，未來技職教育系統的高職生除具備

專業領域之技術知能外，尤應奠定廣博基礎。其中包含適應職場需求的專業能力，如專業

知識、專業技能、專業態度；適應科技與社會的能力，如資訊應用能力、創造思考能力、

問題解決能力、終身學習能力；精神層面能力，如人文素養、情緒管理、正確價值觀；融

入企業的能力，如團隊合作及溝通與表達的能力；強健體魄能力，如耐力及體力。  

因此，技職校院必須提供學生所需的課程與教學環境，配以適當的學習評量機制，使

學生的專業能力不僅能因應產業需求，亦能符合國際技術標準的要求，使學生專業能力更

加精實而備受肯定。高職畢業生需具備的能力指標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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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應職場需求的專業能力  

高職與高中在課程規劃及學習內涵有明顯差異，高職課程是為未來就業之知識、技能

與態度或繼續升學作準備，而高中課程是為進普通大學作準備；而專業能力在學生能力培

養需求中排名為首位（黃進南，民 88）；高職學生的專業能力包含專業知識、專業技能與

專業態度。  

1.專業知識  

每個職類皆有其專業特性與專業知識，而其專業知識可能部分與其它職類共通，但大

都有其獨特之處；所謂「內行懂門道」，欲入行的高職學生要在其職類領域試探進而謀發展，

確實打好專業知識基礎是最基本的需求。  

2.專業技能  

早期我國發展勞力密集產業，透過高職單位行業訓練，確實培育出大量具備單位行業

專業技能的技術操作員，並為我國經濟發展貢獻出不可抹滅的功勞；但隨著產業科技的發

展及社會環境的變遷，我國的產業亦調整為技術密集產業，生產技術已大量自動化，所需

具備的專業技能，以能操作並維修自動化設備的技術人力為主。  

3.專業態度  

專業態度即一般所謂的敬業精神或職業道德，當一個專業技術人員，對自己所從事之

職類無法產生高度的認同；如此縱使有極佳的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亦難發揮其效益，因

此專業態度是決定一個專業技術人員素質的重要指標。   

(二)適應科技與社會的能力  

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與社會變遷，未來世界將突破國界，形成無國界的地球村。

因此，高職學生應培養資訊應用的能力以因應高科技社會的來臨。  

1.資訊應用的能力  

目前網際網路的應用已無遠弗屆，任何國家的基礎建設與教育改革，莫不以此為核

心。面對新世紀的挑戰，美國已於一九九三年率先推出了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我國亦及時推動了一項十年長程計畫以迎向下一代

全球資訊網（Next Generation Internation, NGI）。具體而言，一個高職畢業生應能：1.

參與獨立或自我導向的學習；2.瞭解資訊處理過程；3.使用各種基礎資訊技術與系統；4.

體會使用資訊的價值；5.知道資訊世界的結構與議題；6.運用各種軟硬體；7.發展自己獨

特的資訊處理方式；8.具有資訊倫理的道德。（教育部，民 89）  

2.創造思考的能力  

未來高職教育必須教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應用知識創造新知，才能提昇產業的生產力

與國家競爭力。欲達此目的，要培養學生的創造思考能力，在課程中融入形成以專業知識

為基礎的創造思考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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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問題解決的能力  
問題解決是高職學生最核心的能力。早在二十世紀初，美國哲學家兼教育家 Dewey 

(1910)及其他教育專家們就曾提出要求，應該在正式的教育系統中教育學生思考及問題解

決的技巧與能力。美國國家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 1982)認

為教育學生高階的思考程序，以培養正確的思考方式，並養成問題解決的技巧與程序，是

整個教育的基礎，也是學校教學的首要之務。二十一世紀，高職學生應該培養問題解決能

力，以適應快速變遷的科技社會。  

4.終身學習的能力  

未來終身學習的理念將影響高職教育的發展。重視學生個人適性發展及終身性的生涯

規劃。高職教育也需要增加彈性，甚至與成人教育及社會教育相互結合，提供多元化繼續

學習機會。高職應採開放措施並善用社會資源。擴大辦理推廣教育，廣設學習資訊中心。

建立全民繼續教育及終身學習環境及體系(江文雄，民 87)。因應科技的變遷及社會發展快

速，技術一日千里，終身學習社會已經來臨。尤其是高職生更應培養其終身學習的想法與

觀念，以適應未來快速變遷的科技社會，否則只有遭到被淘汰的命運。 

(三)精神層面能力  

高職教育除強調專業技能之培養外，更應重視對青年學生精神層面之教化。以人文

的、博雅的教育觀念，培養具有人文素養的健全國民。另外也須學習與人相處之道，增進

人際關係的和諧並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各項詳述如下：  

1.人文素養的能力  

目前教育的內容，忽略了人文的教化與薰陶，導致學生不重視甚至輕視人文素養。因

此，高職生不但要學得基礎專業技術，更要培養人文氣息，技術為人所用的附加價值才會

更高。  

2.情緒管理的能力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博士 Goleman（2001）綜合十年來行為科學的研究，設定了五個

「情緒智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指標包括：人的自知（self-awareness）、自我調

適（self-regulation）、動機（motivation）、同理心（empathy）、社交技巧（social skill）。

高職學生應該懂得如何控制情緒，尤其是兩性交往，更應學習如何尊重他人，傾聽別人意

見及正確表達自己意見的能力。  

3.建立正確價值觀的能力  

目前高職學生正處於人生成長階段中所謂的「探索期」，許多高職學生缺乏對自我的

認識與瞭解。對外在的工作世界亦無實際的接觸，人生缺乏目標與計畫，到最後一事無成，

誠屬可惜。事情的是、非、善、惡，或者是決定的對、錯要靠自己慢慢去衡量、分析與判

斷﹔對問題的處理，不再是盲目、衝動或情緒化。換句話說，自己可以依照個人經驗與知

識，判斷並建立正確的價值標準，以形成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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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入企業能力  

目前的社會是知識經濟的社會，但企業界所需人力不只是具有專業技術水準，更需要

能夠融入組織、具備溝通與表達的能力以共謀組織的發展。  

1.溝通與表達的能力  

時代潮流的變遷、意識型態的改變，促使人們擺脫了威權的時代。現代的趨勢是講究

民主、理性、溫馨。在面對組織內的許多問題時，必須融入現代的潮流才能解決問題。高

職階段應培養溝通與表達的能力，以因應企業界的需求。  

2.團隊合作的能力  

天下雜誌(民 85)在「企業人才需求調查」中，五百多家企業明確表達：團隊合作精神

(51.5%)、國際化(48.3%)、挫折容忍力(44%)、解決問題能力(31.7%)等五項，是企業界心

目中當前人才最缺乏的能力。團隊合作精神是企業界首要的項目。高職學生在校內應該慢

慢培養此種能力，才會被企業界所樂用。  

(五)強健體魄能力  

活潑、健康、有活力是快樂的泉源。為此，教育部推動了「提升學生體適能中程計畫」，

簡稱「三三三計畫」。也就是：每週至少運動三次；每次最少三十分鐘：每次運動後視個人

身心狀況心跳能達 130次分以上。其中體適能護照，除了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體適能狀況、

獲取正確的運動處方及記錄個人的運動軌跡外，並藉由每週的運動紀錄，來養成規律運動

的好習慣。（黃榮村，民 90）  

高職學生要有卓越的生涯發展，最基本的條件是要有強健的體魄；而強健體魄的指標

包含體力、耐力及健康的身體。  

1.旺盛的體力  

面對未來國際化的社會型態，若要能在這富挑戰性的二十一世紀裡出類拔萃，充沛的

體力將是成功的重要關鍵；新世紀的高職學生所面對的挑戰，將有賴一連串腦力思考與旺

盛的體力。  

2.持久的耐力  

創造與研發所要具備的基本能力是必須長時間的精神集中投入，要能長時間的精神集

中，過人的耐力是一項決定因素。唯有培養對事、物以及面對主管期待的耐力與抗壓性，

將來才能適應職場上的競爭。  

3.健康的身體  

人體就如生產線上的機械系統，若要能維持最佳的運轉，定期的維護及保養是延長機

械壽命與產能的不二法門。高職學生應培養並擁有健康且正確的作息，進而使人格獲得成

長並擁有健康身體，以面對 e世代全面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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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過去技職體系中高職層級為台灣培育基層技術人才，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如今我

們的社會進步、經濟繁榮、科技發達。未來高職畢業的學生除了培養專業能力之外，對於

專業能力以外的能力培養更是不容忽視。不但要具備有資訊應用的能力，創造思考的能力、

問題解決的能力、終生學習的能力，更需要有好的人文素養，懂得如何與人相處，具備有

溝通與表達的能力與強健體魄。當進入企業界時更有好的團隊合作精神，發揮所長，為自

己、社會、國家、人類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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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各群科專業能力指標及表現規準 

表1 電機與電子群專業能力指標及表現規準 
群的專業能力指標 表    現    規    準 

培養電學觀念和應用電路

之能力 
1.能夠正確演算基本電路之電壓，電流及電功率 
2.能夠應用相位處理交流電路能力 
3.能夠了解電和磁之特性與應用 
4.能夠熟悉電子元件特性及功能 
5.能夠演算、分析各種電子電路 
6.能夠將電子電路應用在日常生活 
7.能夠將數位、類比訊號相互轉換及處 理能力 
8.能夠將數位邏輯應用在各種控制電路 
9.熟悉用電相關法令規章 
10.能夠查閱電機電子相關資料及技術手冊 

培養 e 化觀念及其應用能力 1. 具備電腦及週邊設備的使用能力 
2. 具備電腦應用及控制之能力 
3. 使用電腦輔助測試軟體 
4. 實施系統模擬 
5. 應用電腦軟體輔助設計 
6. 應用網路技術 
7. 建立及管理資訊系統 
8. 安裝及維護資訊設備 
9. 發揮專業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 
10. 促進優質 e 化環境 
11. 提供自動化資訊服務 

節錄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 建構高職各學群專業能力指標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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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動力機械群專業能力指標及表現規準 
群的專業能力指標 表    現    規    準 

培養以顧客服務為核心價值之能力 1.具有溝通協調之能力 
2.具有負責盡職之精神 
3.具有經濟成本之概念 
4.建立良好顧客關係 
5.了解顧客應對知識及技巧 
6.熟悉各項作業流程 

維護工作環境安全衛生及機具設備之

功能 
1.辨別工作環境各類油品及處理廢棄油品 
2.辨別工作環境各類化學品及處理廢棄化學品 
3.暸解各類消防安全器具及使用方法 
4.瞭解電器安全及使用方法 
5.瞭解各種防護器具的使用時機及使用方法 
6.瞭解廢氣中有毒氣體的種類及對人體的影響 
7.遵守工廠安全與衛生守則 
8.瞭解工廠佈置原則 
9.熟悉廠區各項設備使用方法 
10.熟悉廠區各項設備保養作業 

保持良好的工作互動 1.做好職業生涯規劃  
2.做好人際溝通 
3.暸解行業特性 

培養安全第一、生命無價之道德觀念 1.遵守手冊各項規定 
2.遵守法令各項規定 

使用技術手冊之能力 1.了解技術手冊重要性 
2.熟悉技術手冊使用方法及步驟 

選用正確機具零配件及物料 1.選用正確手工具 
2.選用正確的特殊專用工具 
3.選用正確的檢修輔助儀器 
4.選用正確的維修設備 
5.選用正確的零配件 
6.選用正確的物料 

保養、檢查及檢修動力機械各系統之能

力 
1.保養、檢查及檢修動力系統 
2.保養、檢查及檢修底盤系統 
3.保養、檢查及檢修電路系統 
4.保養、檢查及檢修電子及通訊系統 
5.保養、檢查及檢修機身系統 

 
了解機件及物料之管理作業 1.使用機具設備及零件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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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機件設備之管理方式 
3.使用電腦化零件管理系統 
4.管理零件之進貨、銷貨 
5.管理零件庫存 

提升專業學能 1.培養基礎科學及工程知能 
2.了解各系統之構造及作動原理 
3.培養使用修護手冊之能力 
4.培養取得相關證照之能力 
5.培養積極參與專業研習活動之態度 

提升電腦資訊能力 1.熟悉計算機之結構 
2.熟悉電腦基本操作 
3.熟悉基本程式語言 

提升專業英文能力 1.熟悉專業英文術語 
2.提升閱讀英文修護資料能力 
3.提升英文溝通能力 

培養解決問題之能力 1.養成主動學習精神 
2.培養解決問題能力 
3.培養邏輯思考能力 

提升專業技能 1.了解各系統之構造及作動原理 
2.培養使用技術手冊之能力 
3.培養取得相關證照之能力 
4.培養積極參與專業研習活動之態度 

提升資訊蒐尋與應用之能力 1.熟悉電腦基本操作 
2.培養網際網路應用能力 
3.熟悉多媒體操作 

熟悉專業英文術語 1.熟悉專業英文術語 
2.提升閱讀英文技術資料能力 
3.提升英文溝通能力 

培養團隊工作及解決問題之能力 1.養成主動學習精神 
2.培養團隊工作觀念 
3.培養解決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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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機械群專業能力指標及表現規準 

專 業 能 力 指 標 表   現   規   準 

具備機械相關之專業基本知識 

1. 瞭解機械製造之相關基礎知識 
2. 瞭解各種機件之構造及原理 
3. 瞭解機件之基礎運動學與基礎力學分析 
4. 瞭解機械領域之材料特性與應用 
5. 瞭解基本電學於機械領域之應用 

具備使用及維護機具設備之能力 
 

1. 認識各領域之相關機具設備 
2. 操作各領域之相關機具設備 
3. 維護各領域之相關機具設備 

具備識圖與製圖之能力 

1. 能正確使用製圖儀器及設備 
2. 能應用工程製圖規範 
3. 能判讀與繪製機械工程圖 
4. 能正確選擇與使用電腦繪圖軟體與硬體 

具備使用自動化設備之能力 
1. 認識各領域自動化設備之原理與應用 
2. 操作各領域之自動化設備 
3. 維護各領域之自動化設備 

具備繼續進修之能力 

1. 熟悉電腦於機械領域之應用 
2. 加強專門學科進階之專業能力 
3. 能蒐集機械相關領域領域之新知識 
4. 瞭解機械相關領域領域之發展趨勢 

具備正確之工業安全及職業道德觀念 

1. 具備工業安全與衛生之知識與技能 
2. 具備積極與敬業之工作態度 
3. 具備綠色工業之環境保護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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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外語群專業能力指標及表現規準 
群的專業能力指標 表    現    規    準 

培養中英語文或中日語文聽說

讀寫的基本能力 
具備正確聽、說中英語文或中日語文的能力。 
具備正確讀、寫中英語文或中日語文的能力。 

培養客訴事件處理能力 熟悉職場倫理與禮儀知識。 
瞭解所從事行業之特性。 
具備正確處理偶發事件的能力。 

培養商務基礎能力 具備基礎商業的知能。 
具備使用商務活動的技能。 

培養資訊能力 具備正確使用事務機器的能力。 
具備正確使用電腦資訊軟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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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餐旅群專業能力內涵表 
 

關鍵目的 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功能單元 

培養餐旅相

關產業從業

人員專業知

能，以促進

產業發展，

符合顧客需

求。 
 
 
 
 

一、具備專

業知識 
 
 
 
 
 
 
 
 
 
 
 
 
 
 
 
 
 
二、具備專

業技能 
 
 
 
 
 
 
 
 
 
 
三、養成良

好職業生

涯態度 
 

1.具備專業

操作知能 
           

           

1-1 擔任旅館櫃檯接待 

1-2 擔任餐飲服務接待 

1-3 擔任房務整理工作 

1-4 處理證照申請作業 

1-5 擔任領團工作 

1-6 協助出國證照整件 

1-7 餐旅觀光術語 

1-8 基礎票務認識 

1-9 具備基礎外語能力 

1-10 廚藝知識與技術 

1-11 點心知識與技術 

1-12 飲料製作知識與技術 

1-13 餐服技術知識 

2.具備專業

策略技能 
           

2-1 旅遊產品銷售能力 

2-2 熟悉觀光相關法規 

2-3 建立標準工作流程 

2-4 職場倫理與觀念 

2-5 提升餐飲服務品質 

2-6 具備管理基本能力 

3.具備專業

創意能力         
 

3-1 基礎遊程設計 

3-2 專業技術的研發 

3-3 餐飲業特色與工作性質 

4.具備專業

管理知能 
 

4-1 具服務熱忱 

4-2 具有善態度 

4-3 能團隊合作 

4-4 具備成本觀念 

4-5 食材認知與運用 

4-6 具備環保概念 

4-7 設備使用與維護 

4-8 具備安全觀念 

5.具備積極

專業價值信

念與態度 
 

5-1 熟悉餐飲業經營概況 

5-2 熟悉旅館業經營概況 

5-3 熟悉旅行業經營概況 

5-4 學習人際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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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目的 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功能單元 
   5-5 具備抱怨處理能力 

5-6 具備職業生涯規劃 

5-7 具備工作職場倫理觀念 

5-8 具備良好工作態度與敬業精神 

5-9 具備搜尋資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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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家政群農業群專業能力指標及表現規準 
群的專業能力指標 表    現    規    準 

關懷及經營家庭生活與

提供個人日常生活管理

服務之能力 
 

1.能夠具備個人與家庭發展的知能 
2.能夠設計與製備健康膳食 
3.能夠具備家庭生活教育的知能 
4.能夠具備消費生活所需的知能 
5.能夠提升家庭照顧與服務的知能 
6.能夠獲得生命禮俗的相關知能 
7.能夠具備服飾設計及製作能力 
8.能夠具備生活藝術的知能 
9.能夠適當的搭配及運用服飾 
10.能夠瞭解人體生理與美容、美髮的關係 
11.能夠提供滿足消費者美容、美髮、整體造型需求之服務 
12.能夠瞭解幼兒之身心發展 
13.能夠提供幼兒適當的保育及教育 

具審美之設計與創造能

力 
 

1.能夠適當地運用色於生活中或家政群職場 
2.能夠設計及製作具有創意的作品 
3.能夠將美感展現於家政群職場的專業服務 
4.能夠規劃且營造具美感的環境 

優質的行銷與服務的能

力 
1.能夠了解行銷與服務是一體的兩面 
2.能夠提供良好的服務以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 
3.能夠規劃、執行、檢討及修正務實的行銷策略 

衛生與安全的從業能力 1.能夠表現衛生與安全的習慣於家政群職場 
2.能夠知覺家政職場可能的危機並加以處理 
3.能夠預防及減少家政群職場中之環境污染 

良善的職業倫理信念 1.能夠信守家政群職場倫理與管理規章 
2.能尊重與關懷服務對象 
3.能夠表現積極的工作態度 
4.能夠與人合作達成工作任務 

積極自我成長能力 1.能夠經常蒐尋與妥善運用數位資訊 
2.能夠表現合宜的語言溝通與非語言溝通技巧 
3.能夠主動省思與提昇專業服務品質 
4.能夠主動學習以提升個人之專業素養 

運用數位科技之能力 1.能夠使用電腦軟體執行家政群職場之基本行政庶務 
2.能夠以數位科技輔助完成家政群職場之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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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商業與管理群專業能力指標及表現規準 

群的專業能

力指標 表    現    規    準 

B1 涵養企

業家精神與

創業能力 
 

B1-1.企業家

的特質 

B1-1.1 瞭解個人擁有企業家特質的程度 
B1-1.2 瞭解個人創業的優勢及風險 
B1-1.3 瞭解個人成為企業家的特質 

B1-2.企業家

在商業上的

角色 

B1-2.1 瞭解員工與經營者角色的差異 
B1-2.2 瞭解企業家對國家經濟的獨特貢獻 

B1-3.辨認並

尋求機會 

B1-3.1 說明在家創業或網路開業的可行性 
B1-3.2 分析個人偏好、資產價值及可知風險的潛在商業機會 
B1-3.3 說明用以決定已成立企業其資產價值的方法 

B1-4.問題確

認與解決 
B1-4.1 針對特定的企業問題分析可能的解決辦法 
B1-4.2 瞭解突發狀況的計畫並解決企業問題 

B2 具備行

銷知能 

B2-1.辨認市

場 

B2-1.1 能為潛在的新興商業識別目標市場 
B2-1.2 運用主要及次要的資料來源找出目標市場的資訊 
B2-1.3 替籌畫中的企業規劃顧客概況 
B2-1.4 針對特定的產品或服務評估市場佔有率 

B2-2.進入市

場 

B2-2.1 發現經營網路企業的利弊 
B2-2.2 敘述網路及其他新興科技如何影響行銷內容（如：產品、

地點、價格及促銷） 
B2-2.3 分析有效的電子商務網站的內容 
B2-2.4 設計行銷計畫（包括網路及新興科技） 
B2-2.5 分析企業可能所在地點的優點與缺點 
B2-2.6 評估更新或改善場所需付出的成本 
B2-2.7 選擇適合的銷售管道達到目標市場 
B2-2.8 敘述及評估有效促銷的方法 

B2-3.維持市

場 

B2-3.1 選擇適合的方法回應顧客的需求 
B2-3.2 開發新產品或服務的機會 
B2-3.3 指出參與企業贊助公益活動與建立品牌 
B2-3.4 建立品質管理程序 
B2-3.5 建立顧客資料庫與服務回饋技術 
B2-3.9 根據顧客的回饋調整行銷計畫 

B3 理解商

業與經濟能

力 

B3-1.市場經

濟的特性 

B3-1.1 區別邊際成本、沉沒成本(sunk cost)及機會成本的差別 
B3-1.2 比較市場架構的不同類型（如競爭或壟斷） 
B3-1.3 解釋不同市場架構對市場價格的影響 

B3-2.利潤及

風險的角色 

B3-2.1 評估市場價格配給產品及服務給需要的顧客 
B3-2.2 評估市場價格提供誘因製造產品與服務 
B3-2.3 確定產品或服務的價格 
B3-2.4 評估長期的替代方案以獲取利益 
B3-2.5 建立收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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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專業能

力指標 表    現    規    準 

B3-3.政府的

角色 

B3-3.1 瞭解政府在經濟市場中的角色 
B3-3.2 瞭解政府在調整市場經濟分配收入的角色 
B3-3.3 瞭解政府在企業成長與發展的協助 

B4 培養財

務知能 

B4-1.決定現

金需求 
B4-1.1 瞭解開業金及營運資金之運用 
B4-1.2 評估解決現金流量的可行方案 

B4-2.辨認資

金來源及種

類 
 

B4-2.1 辨識企業主要的資金來源 
B4-2.2 敘述負債及資產間的交互關係 
B4-2.3 探討每種資金來源的種類（如抵押、短期貸款、長期貸款

及信用額度） 
B4-2.4 評估信用問題對企業經營的影響 

B4-3.財務報

告 

B4-3.1 瞭解企業的財務穩健以做為決策的依據 
B4-3.2 瞭解企業的現金流量以便做決策 
B4-3.3 瞭解企業的價值以利做決策之依據 
B4-3.4 瞭解聘請財務專家說明財務資料 
B4-3.5 瞭解損益兩平的分析方法 
B4-3.6 指出影響企業財政變化的因素 

B5 具備會

計事務能力 

B5-1.辨認商

業記錄的種

類 

B5-1.1 敘述不正確或遺漏的商業記錄對其他文件的影響 
B5-1.2 瞭解企業運作所需的商業記錄 
B5-1.3 瞭解報表控制系統的重要分析記錄的保存 

B5-2.建立並

運用商業記

錄 

B5-2.1 敘述比較計畫或預算和記錄實際資料的重要性 
B5-2.2 確認和使用適合的軟體滿足資料記錄的需要 
B5-2.3 準備開業日的平衡表 
B5-2.4 準備一年的績效報表 
B5-2.5 擬訂計畫管理收入及支出的帳戶 

B5-3.說明商

業紀錄 
 

B5-3.1 預測銷售以研擬採購計畫 
B5-3.2 根據銷售預測研擬採購計畫 
B5-3.3 比較特定時期實際的收入與支出和預算總數的差距 
B5-3.4 根據企業記錄評估企業的經營狀況 
B5-3.5 敘述各項商業紀錄的交互關係 

 
B6 發展管

理知能 

B6-1.建立願

景 

B6-1.1 建立企業政策的願景 
B6-1.2 說明企業工作評價 
B6-1.3 發展達成願景的策略 
B6-1.4 為企業建立目標 

B6-2.徵才 
 

B6-2.1 瞭解企業的組織架構 
B6-2.2 針對特定的工作設計雇用流程(如廣告面試) 
B6-2.3 針對特定職務描述工作內容 
B6-2.4 確認需要向外招募人才及薪資計畫 
B6-2.5 計畫人力資源的需求並決定招募人才的種類 
B6-2.6 確認微小型企業員工的來源 
B6-2.7 說明徵才時薪水在生產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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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專業能

力指標 表    現    規    準 

B6-2.8 評估雇用全職員工的替代性方案 

B6-3.建立團

隊 

B6-3.1 敘述激勵的方法 
B6-3.2 辨認企業領導工作與授權內容 
B6-3.4 說明個人目標和團隊目標相連結的重要性 
B6-3.5 概述新進員工的訓練計畫 
B6-3.6 瞭解人力貢獻的技巧 
B6-3.7 發展適合的薪酬專案 
B6-3.8 訂定人力資源規定 
B6-3.9 處理員工建議與抱怨的流程 
B6-3.10 在小團體的情況下運用績效領導及成就動機的技巧 

B6-4.追蹤成

果 

B6-4.1 建立追蹤願景及其達成標準 
B6-4.2 就未來趨勢分析各種企業的願景內容 
B6-4.3 為企業建立內控的常規與流程 

B6-5.危機處

理 

B6-5.1 指出企業保險的種類 
B6-5.2 指出企業所需的保險種類 
B6-5.3 解釋危機處理計畫的原則 
B6-5.4 評估籌畫中企業適合的保險層級 

B7 涵養全

球化知能 

B7-1.貿易機

會 

B7-1.1 解釋政府法規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B7-1.2 認識國際貿易的挑戰 
B7-1.3 利用網路擴展國際貿易的影響 
B7-1.4 指出政府及投資公司提供輸出方案的種類 
B7-1.6 辨別企業在考慮國際貿易時所需要的條件 
B7-1.7 分析國際母子公司對企業經營的影響 

B7-2.全球趨

勢 
B7-2.1 分析全球市場目前趨勢及對企業的影響 
B7-2.2 分析在全球市場的趨勢下企業發展的機會 

B7-3.應用外

語 
B7-3.1 商用英文 

 
 
B8 理解商

業法律知能 

B8-1.企業所

有權的種類 

B8-1.1 敘述經銷權和其他企業所有權的關係 
B8-1.2 瞭解企業所有權的利與弊 
B8-1.3 替企業選擇合適的企業所有權的種類 
B8-1.4 認識電子商務所面臨的法律議題 
B8-1.5 認識企業所有權的開發機會 

B8-2.政府法

規 

B8-2.1 辨認並評價政府影響特定企業的多種方式 
B8-2.2 分析政府的介入對企業經營的影響 
B8-2.3 確定是否需要法律上的協助 
B8-2.4 瞭解智慧財產權(如:商標及專利權)的規定 
B8-2.5 分析政府的規章對企業的衝擊 
B8-2.6 取得必要的資訊以遵守影響企業的相關法規 
B8-2.7 分析企業資源規劃的能力 

B8-3.企業倫 B8-3.1 分析企業中不道德行為對經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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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專業能

力指標 表    現    規    準 

理 B8-3.2 確認小企業中可促進道德行為的策略 
B8-3.3 認識企業的倫理規範 

B9 培養企

業資源規劃

知能 

B9-1.參與計

畫能力 

B9-1.1 認識企業計畫的資訊 
B9-1.2 評論個別的企業計畫（包括分析企業網路的運用及其他新

興科技） 
B9-1.3 為籌畫中的企業設計企業計畫 

B9-2.任務規

劃能力 
B9-2.1 決定何時請專業顧問研擬計畫 
B9-2.2 籌畫建立企業的時間表 

B10 具備資

訊科技知能 
 

B10-1資訊科

技基礎能力 

B10-1.2 內部文件的處理 
B10-1.3 應用資訊科技處理商業環境溝通之知能 
B10-1.4 應用電子媒體. 手冊. 和學習系統存取資訊 
B10-1.5 應用電子媒體呈現報告 
B10-1.6 討論科技倫理和禮儀與新興科技之關係, 以及其對社會

的影響 
B10-1.7 利用電腦科技傳送和接收資訊 

B10-2資訊科

技應用能力 

B10-2.1 了解特定資訊科技行業之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科技發展

狀況 
B10-2.2 了解科技資源的應用 
B10-2.3 了解現有和新興技術對特定經濟現象的影響 
B10-2.4 了解維持資訊安全的方法 
B10-2.5 了解使用各種標準軟體和硬體 
B10-2.6 了解資訊科技在主要商業活動上的應用  
B10-2.7 了解資訊科技對全球化商業活動的影響 
B10-2.8 了解金融資訊系統在商業上的應用 
B10-2.9 了解科技媒介在工作流程上的管理 
B10-2.10 了解硬體元件和支援軟體間的相互關係 

B10-3支援發

展管理知能 

B10-3.1 了解不同作業系統之特徵和限制 
B10-3.2 使用系統協助資源來安裝、設定及修護作業系統、環境、

應用和公用程式 
B10-3.3 選用適當軟硬體來設計並生產專業文件和簡報 
B10-3.4 對紙張、影片、電子記錄進行分類、儲存、檢索、和清

除工作 

B10-4網路商

業應用能力 

B10-4.1 了解網站的目的、範疇和發展 
B10-4.2 了解網路上的商業活動或虛擬活動 
B10-4.3 評估、製作、與處理聲音、影像和資料傳輸 
B10-4.4 使用多種線上服務(例如：買賣，追蹤，溝通，銀行業務，

與投資) 
B10-4.5 了解各種網際通訊協定的差別(例如：超文本傳輸協定

(http)、檔案傳輸協定(ftp)、郵件協定(mBilto)和遠端登錄(telnet)) 
B10-4.6 使用多種線上搜尋技術和資源以獲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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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專業能

力指標 表    現    規    準 

B10-4.7 了解如何證實並且引用網際網路資源 
B10-4.8 了解查證及引用網路資源的適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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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各群科就業工作內容與應具備能力 

一、 電資群(含資訊技術與電子技術學程)學生就業進路與與應具備能力 

(一) 電腦維修人員： 

1. 具備能力：電腦硬體裝修、電腦軟體設計、網路架設或網頁設計證照更佳，

具電腦簡易維修與客服行政工作技能。 

2. 工作內容：客訴案件處理、櫃檯門市接待與需求服務、產品介紹及解說銷售、

網路設備設定安裝、網路應用軟體操作；進行電腦軟硬體的組裝、維修、測

試。 

 

(二) 電機工程師： 

1. 具備能力：水電、消防、空調等機電設施維護能力，基本電腦軟體使用能力。

領有等同乙種電匠資格之室內配線、工業配線、儀表電子、數位電子、電力

電子、工業儀器、工業電子 乙種電匠, 或乙級之升降機裝修、配電線路裝修、

電器修護、變壓器裝修、配電電纜裝修、電機裝修、旋轉電機繞線、靜止電

機繞線、輸電地下電纜裝修…等機電相關證照。 

2. 工作內容：進行發變電、輸配電及儲電設備，工業及家用等電機設備，設計、

裝設、操作、保養、修理等方面的規劃與監督。 

 

(三) 電子工程師： 

1. 具備能力：具備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配合度高，高抗壓性，動手能力強，

熟練使用示波器、LCR、能建立維修作業標準程序；熟 C++，具 PCB layout

經驗；ORCAD、PADS、Mastercam 等繪圖軟體、電子學、電路學專長外， FPC、

PCB電路設計開發；PADS,ORCAD,CAM350軟體操作；執行電子設備操作與檢驗

維修、數位電路理論知識扎實，有較強的電路分析能力。 

2. 工作內容：從事電信、通訊系統與線路工程之規劃、設計、監督其施工、運

作、及維修，報表建檔與管理、以及相關器材機具開發引進等。電子電路的

系統設計整合、軟硬體開發、無線通訊產品測試與應用。 

 

(四) 程式設計師： 

1. 具備能力：精通 SIMATIC、OMRON、MITSUBISHI、AB、GE等 PLC軟體程式設計、

各廠牌 HMI 軟體程式規劃、I FIX、INTOUCH、LabelView 等軟體程式設計、

EPLAN、Ayto CAD繪圖。 

2. 工作內容：工業配線、程式設計。 

 

(五) 電器產品技術員： 

1. 具備能力：對產品維修有興趣及自信；身強體壯，能吃苦耐勞；善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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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態度積極，肯學習、有責任心並具耐心、細心，穩定性佳者，線路分析

能力，如有電器修護證照佳。 

2. 工作內容：產品配送並至客戶處組裝及解說、檢修設備，解決客戶應用技術

的問題，提供產品技術諮詢；配合客戶時間,至客戶端進行定期檢查及保養；

回應並處理產品客訴抱怨。維修狀況回報。產品包裝、整理及配送。 

 

(六) 電腦遊戲軟體開發師： 

1. 具備能力：熟悉 C++、Direct X、3D 圖形數值運算，具網路傳輸技術、資料

庫管理能力、有邏輯性、善於思考、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有好的團隊精

神。 

2. 工作內容：依照遊戲訂定的規範，從事電腦軟體程式的設計、測試、偵錯等

工作。 

 

(七) 研發助理工程師： 

1. 具備能力：需能操作過傳統車床與傳統銑床、需熟悉 Autocad 繪圖軟體、能

搬重物，有(Autocad/車床/銑床)證照或量測儀校訓練者。能研發產品設計、

試作、測試，具 2D.3D繪圖、機構設計能力，會 SOLIDWORKS繪圖軟體與熟悉

OFFICE文書軟體，須具備作業系統、硬體裝修維護、辦公室應用等電腦技能，

有電腦網路、電子電機相關證照較佳，電腦輔助設計軟體操作。 

2. 工作內容：製作機械的裝置、工具及控制器之詳細設計圖及說明；檢閱及分

析規格、草圖、藍圖、想法和相關數據，以評估組件設計的影響因素及所須

遵照的程序和指示；提供零件或機器設計所需的數學運算程式；修改設計以

改良操作缺點或生產問題；設計按比例縮小或實物大小的物件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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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汽車科(含汽車技術學程)同學未來出路與應具備的能力 

(一) 汽機車維修人員： 

1. 具備能力：能完成簡易零件拆換與維修，各項車輛機件操作，汽車技工執照 、

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需操作各種手工具，亦要有相當的體力，需隨時參加

進修訓練，並經常閱讀各種新式車輛的說明書及保養手冊，俾提高自己的技

術水準。 

2. 工作內容：汽車修護分為引擎修護、底盤修護、車身修護、電機修護、柴油

燃料系統修護、輪胎修護、汽車裝潢等 7 大類。工作內容應含試駕車輛，並

使用紅外線引擎分析儀、壓縮儀及電腦診斷設備，測試零件與系統；逐項檢

查檢修清單內的重要零件，以確保檢修的完整性（如：皮帶、軟管、轉向系

統、火星塞、煞車與供油系統、輪胎軸承等）；測試並調整已修繕的系統以符

合原廠標準；進行例行維修服務（如：更換機油、潤滑油及調校車輛等）；了

解顧客問題及車況。確認將進行的保養及維修項目。機車機油、輪胎、零件

介紹更換、維持門市整潔。 

(二) 汽車板金： 

1. 具備能力：汽車修護乙級證照，汽車定期保養作業、汽車引擎機件檢查及修

護、汽車底盤修護、汽車電系修護、汽車檢驗與品質鑑定。 

2. 工作內容：車輛修復前的檢查、決定修復的作業範圍、順序及機具的選用、

拉出整形作業，使用手工具及有關機具，將受損的車身拉出整平、車身或有

關零件的拆卸、切割與替換、塗裝前的表面處理及塗裝、噴漆或烤漆，以及

完成後的檢查。 

 

(三) 汽車美容： 

1. 具備能力：汽車引擎機件檢查及修護、汽車定期保養作業、汽車電系修護、

汽車檢驗與品質鑑定、汽車底盤修護、汽車引擎機件檢查及修護、汽車定期

保養作業。 

2. 工作內容：從事洗車、汽車內裝清潔、打腊，車體車漆鍍膜施工，鍍膜外部

的清洗、打蠟美容及內部的清潔保養。 

 

(四) 汽機車改良及改裝： 

1. 具備能力：電腦定位、電機、冷氣等相關汽車維修技能。 

2. 工作內容：系統、設備及相關零件安裝、保養與維修；汽車引擎修護、汽車

底盤改裝與修護、零件繪製及製作加工，能研發機車改裝用零件，展現專業

與獨特性。車身貼膜，賽車競技工程規劃，各式改裝精品販賣，代工，客制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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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車輛銷售服務： 

1. 具備能力：具備品牌行銷、櫃檯門市接待與需求服務、產品介紹及解說銷售、

業績目標分配與績效達成的能力。 

2. 工作內容：汽車、汽車配備和相關保險的介紹和銷售，貸款協助及其他相關

事宜，向顧客說明貨品的性質、特徵、品質與價格；依顧客需求做報價及簽

約；顧客抱怨及問題反應處理、維持顧客對公司信賴度；顧客意見回饋以供

公司改善參考，定期與主管做業績、績效檢討，回報進度；開發客戶並且將

客戶的資料分析整理；售後服務(安排保養，道路救援，顧客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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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電科(機電技術學程)同學未來出路與應具備的能力 

(一)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員： 

1. 具備能力：機械製圖專業能力、Solidwork Autocad 基本操作與 3D電腦繪圖

能力，圖面文件管理與使用 Excel製作各項統計報表。 

2. 工作內容：繪圖(2D/3D)、轉檔案格式與技術文件製作、圖面與文件收發管控、

資料匯整作業。 

 

(二) 機電技術維護人員： 

1. 具備能力：水電、消防、空調等機電設施維護能力，基本電腦軟體使用能力。

領有等同乙種電匠資格之室內配線、工業配線、儀表電子、數位電子、電力

電子、工業儀器、工業電子 乙種電匠, 或乙級之升降機裝修、配電線路裝修、

電器修護、變壓器裝修、配電電纜裝修、電機裝修、旋轉電機繞線、靜止電

機繞線、輸電地下電纜裝修…等機電相關證照。 

2. 工作內容：機電線路確認、電儀設備日常維修、負責水、空調和機電設備系

統的異常處理、監控廠內電儀設備運作。 

 

(三) 機電整合、自動化生產設備維護技術員： 

1. 具備能力：水電、消防、空調等機電設施維護能力，基本電腦軟體使用能力。

領有等同乙種電匠資格之室內配線、工業配線、儀表電子、數位電子、電力

電子、工業儀器、工業電子 乙種電匠, 或乙級之升降機裝修、配電線路裝修、

電器修護、變壓器裝修、配電電纜裝修、電機裝修、旋轉電機繞線、靜止電

機繞線、輸電地下電纜裝修…等機電相關證照。 

2. 工作內容：進行發變電、輸配電及儲電設備，工業及家用等電機設備，設計、

裝設、操作、保養、修理等方面的規劃與監督。 

 

(四) 電機工程師： 

1. 具備能力：水電、消防、空調等機電設施維護能力，基本電腦軟體使用能力。

領有等同乙種電匠資格之室內配線、工業配線、儀表電子、數位電子、電力

電子、工業儀器、工業電子 乙種電匠, 或乙級之升降機裝修、配電線路裝修、

電器修護、變壓器裝修、配電電纜裝修、電機裝修、旋轉電機繞線、靜止電

機繞線、輸電地下電纜裝修…等機電相關證照。 

2. 工作內容：進行發變電、輸配電及儲電設備，工業及家用等電機設備，設計、

裝設、操作、保養、修理等方面的規劃與監督。 

 

(五) 機械設計開發與維修加工人員： 

1. 具備能力：電腦機械製圖能力、傳統車床、銑床、電焊。 

2. 工作內容：製作機械的裝置、工具及控制器之詳細設計圖及說明；檢閱及分

析規格、草圖、藍圖、想法和相關數據，以評估組件設計的影響因素及所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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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的程序和指示；提供零件或機器設計所需的數學運算程式；修改設計以

改良操作缺點或生產問題。設計按比例縮小或實物大小的物件藍圖。 

 

(六) CNC車床人員： 

1. 具備能力：具 AUTOCAD 繪圖與視圖能力，CNC 程式撰寫，各式校刀與 CNC 機

台操作與維護，傳統車床，銑床操作，具 CNC 車铣複合機操作、NC車床、CNC

走心式車床與 CNC中心加工機經驗；鉗工丙級執照佳。 

2. 工作內容：傳統車床、內孔研磨、磨床、傳統銑床、拋光機、模具裝配、放

電加工機等傳統機器之操作。負責 CNC 加工機及其他現場加工機操作；負責

加工技術之提升訓練與加工現場安全督導與管理；協助改善製程品質與成效

追蹤。 

 

(七) 鉗工人員： 

1. 具備能力：需具備丙級鉗工技術士證照或丙級精密機械技術士證照，可使用

MastCam程式進行加工程式碼編寫。 

2. 工作內容：操作 NC龍門銑床進行工件鑽孔、銑削加工；依照製造圖加工件加

工方法編寫 NC加工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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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餐旅群(含餐飲服務學程)同學未來出路與應具備的能力： 

(一) 餐飲科 

1. 烘焙： 

(1) 具備能力：積極進取，具責任、耐心、企圖心，具丙級以上烘焙證照，

必須通過「餐飲從業人員體檢」。 

(2) 工作內容：計算各種原料配方之用量及設定適當攪拌溫度。稱量原料

以機械混合或攪拌成糰(糊)。添加奶油、水果等夾心，或使用糖霜裝

飾蛋糕或西點之表面，調配香料或食品添加物，執行發酵、壓延、分

割、整形、包餡、烤焙等工作。掌控製作材料品質製作西點，優先產

品開發，生產管理與生產量控制。 

 

2. 餐飲業外場工作人員： 

(1) 具備能力：活潑外向具親切服務熱忱，備積極負責的工作態度，反應

快、學習力強、耐操、愈忙愈起勁！ 

(2) 工作內容：點餐、跑單、供餐、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負

責客人帶位、倒水、點餐等工作；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責收拾

碗盤與清理環境與門市整潔維護；飲品製作或進行簡易餐飲

之料理；負責結帳、收銀之工作；協助外送服務。 

 

3. 廚師助理： 

(1) 具備能力： 能具備食物製前準備、排盤與食品裝飾、廚房器具使用

維護、食材貯存管理、廚房設備維護管理的技能。 

(2) 工作內容：協助廚師協助做內場食材準備、烹調前與烹調中的準備工

作，工作區域和設備的清潔以及保養，與其它餐廳的相關事務。 

 

(二) 觀光科(含觀光事業學程)  

1. 飯店服務人員： 

(1) 具備能力：喜愛旅館工作，和藹可親，待人親切，認真細心；正確之

工作態度，願意積極參與，具有學習願力，熟基本電腦軟體使用 Word、

Excel、PowerPoint、lnternet Explorer，有責任感、配合度高、善

表達與溝通、高度執行力。須具備英語或日語溝通能力。 

(2) 工作內容：負責接待及訂房、排房、退房、出納等相關客務綜合服務。 

 

2. 飯店房務人員： 

(1) 具備能力：態度認真，細心 ，樂於溝通，不愛為小事計較，願意主

動協助夥伴。 

(2) 工作內容：負責客房清潔整理作業，大廳與其他公共區域環境之維護

與清潔，客房設備之維護與保養、清潔浴室，補充衛浴用品、協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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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區域的清潔作業。 

 

3. 旅行社內勤助理與票務人員： 

(1) 具備能力：具親和力，擅溝通，儀態佳、表達能力順暢、做事嚴謹，

抗壓性強。具開創性、擁有強烈企圖心，有刻苦耐勞之精神，高度

EQ、服務熱忱、協調能力，諳電腦操作及文書處理。熟悉航空公司訂

位、票務之各項作業及相關業務推展。 

(2) 工作內容：收集及諮詢客戶有關行程、交通工具、旅館住宿及花費成

本等資料，安排旅遊、預訂旅館並接受付款； 為團體或個人推銷或

籌組旅行團；協助顧客取得必要證件及旅遊文件。電話、網路客戶服

務；盡心盡力服務旅客，確保服務滿意度。處理(臨櫃)旅客國際機票

之訂位、報價及後續開票。處理旅客票務之各項報表、帳款之登打及

結報。 

 

4. 領隊 

(1) 具備能力：領隊帶團技巧、團體旅遊業務銷售、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

處理、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團體旅遊相關食宿安排。 

(2) 工作內容：按照規劃之套裝旅遊行程，引導旅客從事本國內旅行之工

作人員。除一般協助旅客安排旅行相關保險、交通、膳宿等﹔並協助

個人或團體介紹景點特色。 

 

(三)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程 

1.  體育教練： 

(1) 具備能力：運動技能、緊急甦醒術 CPR、運動評估與 5Q、意外事故防

範與急救、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客訴案件處理。並具救生員證

照、體適能教練證照、CPR證照、個人指導證。 

(2) 工作內容：訓練或指導運動員，藉此發展其運動知識、運動能力及運

動技術。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80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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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商管群(含商業服務與資訊應用學程)同學未來出路與應具備的能力： 

(一) 資料處理科、商業經營科： 

1. 會計、出納人員： 

(1) 具備能力：細心、耐心、抗壓性高、學習能力強。熟悉 EXCEL、WORD 

電腦作業系統操作。需要具備財務報表製作、結帳作業與帳務處理、

會計核算和帳務處理、編製帳務報表等能力。 

(2) 工作內容：編製財務報表及會計科目明細表、熟貿易會計作業、辦理

銀行現金存款、提款、匯款、轉帳作業及稅款繳納作業、審核客戶應

收付款項帳務、貨款整理、編制請款明細表及支票開立、財務報表及

管理性報表分析及編製、銀行額度申請，銀行相關資料之填寫、協助

人事及總務相關工作。 

 

2. 門市銷售人員： 

(1) 具備能力：顧客服務、商品銷售與溝通技巧、危機應變能力、自我情

緒管理能力、責任感、學習力與思考能力；穩定性佳，抗壓性高。會

使用基本電腦操作，例 Excel。喜歡與客人互動，具親和力。 

(2) 工作內容：顧客服務、商品銷售、包裝商品，櫃台、店內物品陳列擺

放、清點商品，進、退貨及管理庫存、維護店舖及商品清潔、當日銷

售業績結算及製作報表。 

 

3. 收銀員、出納員： 

(1) 具備能力：產品介紹及解說銷售、櫃檯門市接待與需求服務、行政事

務處理、客訴案件處理、客戶情報蒐集等能力，細心。 

(2) 工作內容：於商店或售票處等場所從事直接收受客戶購物或接受服務

之付款找零、填發收據或自來水費、電費、燃氣費、保險費、報費以

及停車場、售票處(亭)、高速公路收費站、娛樂場所、展覽場所等收

費或售票工作人員均屬之。操作收銀機之收銀員亦包括在內。核對儲

存現金與記錄是否相符合，管理零用金異動及撥補作業，各項費用支

付之有關發票及單據審核及帳務處理。 

 

4. 資料處理人員： 

(1) 具備能力：熟悉 word、Excel 與 windows 7 與 windows XP，熟悉電

腦作業及 office 文書處理軟體，工作態度認真負責嚴謹，與文書處

理、排版能力。 

(2) 工作內容：文件或資料輸入建檔處理、行政事務處理、文件收發與檔

案管理、文件檔案資料處理、轉換及整合工作，資料查詢、輸入與更

新。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6004006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6004003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1005003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1005003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6004002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6004001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1005002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1005002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1005006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1005003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1005001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1005001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10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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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媒體技術科 

1.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員： 

(1) 具備能力：機械製圖專業能力、Solidwork Autocad 基本操作與 3D

電腦繪圖能力，圖面文件管理與使用 Excel製作各項統計報表。 

(2) 工作內容：繪圖(2D/3D)、轉檔案格式與技術文件製作、圖面與文件

收發管控、資料匯整作業。 

 

2. 資訊助理人員： 

(1) 具備能力：專案管理軟體操作、維護零件資料庫、使用者測試

(Usability test)、網路配線工具使用、業績與管理報表撰寫、系

統架構規劃與維護、伺服器網站管理維護、期貨交易與證券分析、

規劃與執行教學活動、網頁語法撰寫、企業資源規劃管理(ERP)、危

機與議題管理、專案採購管理、壓力測試(stress test)、簡報軟體

操作、網路架設佈線、規劃與管理防火牆、倉儲系統維護與管理。  

(2) 工作內容：負責新系統之開發與設計，及現有系統之修改與擴充；

依系統分析之結果編寫程式、撰寫操作手冊及作業檔案，並進行系

統測試；分配與設計記憶儲存空間，並維護資料庫和系統安全；負

責制訂各種作業之標準程序，並評估系統作業績效；收集電腦作業

所需輸入之資料，並分送輸出資訊給相關單位，同時進行使用者操

作訓練；負責電腦設備維護、機房作業管理、電腦使用者管理等工

作。 

 

3. 遊戲設計人員： 

(1) 具備能力：軟體程式設計、網路程式設計、軟體工程系統開發、結構

化程式設計、資料庫程式設計等技能，並具 C++、C#、Java、C、

JavaScript 等程式。與 OCP Java Dev.、SCJP、SCWCD、丙級電腦軟

體應用、電腦硬體裝修、乙級工業電子證照。 

(2) 工作內容：依電腦遊戲之規則、故事性與趣味性，從事電腦遊戲軟體

之設計、修改、測試、偵錯及安裝等工作。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9005002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9005002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my104/skillclass_listing.cfm?my104_to=skillclass&no=11009006002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search/tool_class.cfm?ievord_to=toolclass&no=12001003010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search/tool_class.cfm?ievord_to=toolclass&no=12001003009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search/tool_class.cfm?ievord_to=toolclass&no=12001003025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search/tool_class.cfm?ievord_to=toolclass&no=12001003008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search/tool_class.cfm?ievord_to=toolclass&no=12001006017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02010010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02007002
http://learn.104.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0200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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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應用英語與應用日語學程同學未來出路與應具備的能力： 

(一) 業務助理： 

1. 具備能力：具全民英檢（GEPT）、多益（TOEIC）、日本語能力檢定（JLPT）或

中、英、日文書處理證照。 

2. 工作內容：負責一般文書資料處理及歸檔工作、辦理核銷事宜、協助處理庶務

性行政工作（如：事務機器叫修維護、文具用品採買）。收發公文並處理會簽

文件；負責簡單零用金管理、協助會議安排；負責外出送件、物件寄送及簡易

銀行業務處理；負責接待訪客、準備會議室及茶水；協助訂購餐點；負責辦公

室環境與設備之清潔與維護；支援其他部門業務（如：採購、業務、人事）。  

 

(二) 觀光旅遊等相關行業，如航空公司之空服員、櫃台服務、旅行社或觀光飯店之服

務業人員： 

1. 具備能力：具全民英檢（GEPT）、多益（TOEIC）、日本語能力檢定（JLPT）或

中、英、日文書處理證照。 

2. 工作內容：收集及諮詢客戶有關行程、交通工具、旅館住宿及花費成本等資料，

安排旅遊、預訂旅館並接受付款；必要時亦協助推銷或籌組旅行團，包括團體

或個人；協助顧客取得必要證件及旅遊文件；安排個人旅遊或旅行團所需之領

隊或導遊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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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美容科同學未來出路與應具備的能力： 

(一) 美髮設計師 

1. 具備能力：辨識髮型操作圖、燙髮╱染髮設計、熟悉美髮用品及功能、剪髮技

術與髮型設計、修剃臉部與髮型整理、毛髮與皮膚基礎保養；具乙級丙級女子

美髮技術士證照。 

2. 工作內容：了解顧客需求，為顧客進行髮型及造型設計，修髮、洗髮及吹整髮

型，燙髮、染漂頭髮、假髮設計；選用髮型裝飾品及配帶；蒐集最新美髮技術；

指導美髮工作者工作流程。 

 

(二) 美容師 

1. 具備能力：了解皮膚構造與特性、美容器材使用、基礎潔膚╱卸妝技巧、臉部

保養技巧、SPA 護理知識、身體保養技巧、修剪指甲、指甲美容等手足基礎保

養、精油芳香療法知識、精油舒壓按摩技巧。 

2. 工作內容：針對預約客人進行確認、安排相關課程；美容諮詢，針對顧客膚質

判斷所需療程並建議其產品使用，提供顧客高品質服務；服務客人進行皮膚保

養、面部頸部按摩、修描睫毛及眉毛、去除不必要之毛髮和化妝；依照顧客需

求進行修剪指甲、指甲美容等手足基礎保養服務；提供顧客提供專業的美容諮

詢。 

 

(三) 新娘秘書： 

1. 具備能力：基礎潔膚╱卸妝技巧、眼部彩妝設計、臉部輪廓彩妝設計、辨識髮

型操作圖、熟悉美髮用品及功能、假髮配戴操作、髮型服飾造型搭配、整體造

型設計。具有時尚趨勢的敏銳度，能滿足客戶對於整體造型的需求；具團隊精

神擅於溝通，儀容端莊且積極負責。 

2. 工作內容：協助新人進行造型、彩妝、髮型整體之設計；設計新人進行配件與

彩妝造型搭配等；負責新娘整體造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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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幼保科(幼保學程)同學未來出路與應具備的能力： 

(一) 幼兒園教師或保育員：  

1. 具備能力：幼教相關科系畢，個性開朗，熱愛幼教工作，基本文書處理，美工

編輯、善於孩童相處。 

2. 工作內容：教導幼兒良好的基本生活習慣，並保護其安全；設計與執行促進兒

童語言、身心、體格發展的各種學習活動：如說話、唱遊、舞蹈、繪畫及手工

等，以促進幼童身心的成長；與父母共同討論幼童的行為表現與學習情形。協

助幼兒學習自理生活，舉辦各類活動(如:畢業典禮、招生…等）。 

  

(二) 居家服務或照顧服務員：。 

1. 具備能力：具照服員結業證書或丙級證照者。 

2. 工作內容：在醫院、機構或受照顧者家中，提供生活照顧、健康照護等支援性

服務。 



 
 

34 
 

伍、 生涯工具：透過中山工商課程地圖管理系統使用說明 

於首頁左下端點選「課

程地圖」 

 

學生輸入帳號密碼登入 

 

一、課程規劃書 

1.專業科目 

(1)可查看三年課程

規劃書專業科目 

(2)可查詢部定、校

訂、必修、選修、

學分 

 

2.一般科目 

(1)可查看三年課程

規劃書一般科目

課程 

(2)可查詢部定、校

訂、必修、選修、

學分 

 

 

查看學生的專業達成狀況 

可查看課程內容及雷達圖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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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課程雷達圖及

課程內容 

(2)群科指標分數及指

標代碼 

 

 

(3)查看課程規劃內容 

 

 

(1)查看「專業整體能

力」」「一年級」、

「二年級」「三年級」

專業能力達成狀況 

(2)讓學生即時了解目

前專業能力雷達圖

表現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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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學習歷程檔案 

1.校內活動歷程 

同學參與學校各項活動

的歷程資料，作為學生

高中三年活動歷程記錄 

 

 

2.閱讀認證 

通過本校圖書館的閱讀

認證後，系統即顯示認

證書籍 

 

3.五育活動 

查出五育成績活動資

料，作為學生高中五育

活動力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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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證照查詢 

證照部分包含「乙丙級證

照」、「校內專業英文」、

及「全民英檢證照」 

 

5.領域學習分析 

(1)將高中職學習成績

區分「語文、數學、

社會、自然與生活科

技、健康與體育、藝

術與人文、綜合活

動、部定專業、校定

專業、實習科目」十

項能力指標 

(2)學生可了解學習能

力 及 成 績 分 布 情

形，了解自己優點及

劣 勢 ， 作 為 自 我

SWOT分析。 

 

6.學習成效分析 

瞭解自己學習成效在群

科的分布情形 

註： 

(1)淺藍色部分為群科 

學生成績分布 

(2)黃色折線圖為自己 

學習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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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學習成績冊 

查詢學習成績明細 

 

8.獎懲紀錄 

高中三年獎懲明細 

 

9.規劃升學就業 

(1)群科提供在升

學、就業方面，

修課建議參考及

相關證照資訊 

(2)學生快速瞭解目

前取得學分情

形，作為未來選

課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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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探索職業能力與就業相關網站 

 

一、 就業充電區 

1. 行職業就業指南 e網 

2. 就業情報站 

3. 青輔會 hope生涯資訊網  

二、 就業求職網 

1. 全國就業 e網 

2. 全國各地就業服務站 

3. careerjet.tw工作搜尋引擎 

4. 104人力銀行 

5. 1111人力銀行 

6. yes123求職網 

7. 518求職網 

三、 職業訓練網站 

1. 勞委會職訓局職業訓練主題網 

2. 勞動力發展數位平台 

3. 職訓 e網  

四、 創業資源網站 

1. 青輔會青年創業資訊網 

五、 產學合作 

1. 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 

2. 台灣雙軌訓練 

 

六、 職業探索網站 

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職業分類資訊查詢系統  

2. 1111人力銀行職務大辭典 

3. 104人力銀行職務總覽 

 

http://english.mol.gov.tw/cgi-bin/siteMaker/SM_theme?page=438a9c16
http://www7.www.gov.tw/policy/2009career/page3-1.html
http://neet.nyc.gov.tw/
http://www.ejob.gov.tw/#&panel1-7&panel2-1
http://www.ejob.gov.tw/link/public/public1-5.aspx
http://www.careerjet.tw/
fttp://www.104.com.tw/
fttp://www.104.com.tw/
http://www.1111.com.tw/
http://www.yes123.com.tw/admin/index.asp
http://www.yes123.com.tw/admin/index.asp
http://www.518.com.tw/
http://www.evta.gov.tw/topicsite/topic_index.asp?site_id=1
http://www.vtu.nat.gov.tw/index.do
http://www.etraining.gov.tw/index.html
http://youthbusiness.nyc.gov.tw/
http://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index.aspx
http://www.dual.nat.gov.tw/index.do
http://www3.evta.gov.tw/odict/srch.htm
http://knowledge.1111.com.tw/
http://pda.104.com.tw/my104/assist/analysi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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