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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衝擊影響評估 

一、 問題界定： 

（一） 說明執行現況： 

現行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係於 102年 4月 22日訂定發布，最近一次修正係 105

年 8月 26日。為因應性別工作平等法之修正，並參酌

105 年 7 月 5 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本部 105 年 8 月 1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50090613

號函、107 年 4月 27日臺教人(三)字第 1070020912B

號令及 107 年 5 月 3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70053244B

號令，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 

（二） 界定具體問題： 

1. 本辦法第 2 條規定教育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

借調或其他情事得申請留職停薪，所稱「其他情事」

之範疇時有疑義。 

2. 本辦法未規定教育人員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

活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3. 本辦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5 款及第 6 款規定，本人或

配偶直系血親尊親屬老邁或重大傷病須侍奉、配偶

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得申請留職停薪，所稱「老

邁」及「重大傷病」之範疇時有疑義。 

4. 本辦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7 款規定，配偶因公派赴國

外工作或進修，其期間在一年以上須隨同前往得申

請留職停薪，所稱「因公」之認定標準時有疑義。 

5. 本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留職停薪期間最長以 2 年

為限，必要時得延長 1 年，惟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最

長至子女、收養兒童滿 3 足歲止，倘育嬰留職停薪

滿 2 年後仍有延長必要，尚須提出延長留職停薪申

請。 

6. 依本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

間或屆滿之次日，倘因辭職或其他事由離職，尚須

先辦理回職復薪後再辦理同日卸職，似無實益。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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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原因消滅，現行規定就

其主動與未主動申請復職者，服務機關通知復職期

間皆相同(均為 30日)，對於未主動申請者有過於寬

鬆之虞，應考量二者間之衡平性。 

（三） 檢討現行法： 

檢討目前本辦法相關規定，就上開問題之解決，

確有不足或不明確之處，而有修正予以改善之必要，

以利實務運作。 

二、 必要性評估 

（一） 陳述規範目的：本辦法修正草案係因應性別工作平等

法之修正，並參酌 105年 7月 5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

員留職停薪辦法之規定，明定申請留職停薪之範疇、

有關「老邁」、「重大傷病」、「因公」之定義。增訂收

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育嬰留

職停薪之期間可一次申請至子女滿三足歲止、留職停

薪期間或屆滿之次日離職者不受應先申請復職之限

制，以簡化行政程序並照顧教育人員權益。 

（二） 評估其他替代選項：本案屬配合法律修正法規命令，

免為本項評估。 

三、 有效性評估 

（一） 確認可能受影響之對象及其範圍： 

1. 適用對象：依本辦法第 3 條規定，包括公立各級學

校校長、教師、運動教練、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

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

員。 

2. 準用對象：依本辦法第 11條規定，包含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公立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

公立大專校院稀少性科技人員、公立大學研究人

員、公立大學專業技術人員、86 年 3 月 21 日以後

進用之公立大學助教、本部依法介派之公私立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公立幼兒園編制內專任教

師及公立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 

3.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曾以 107年 2月 12日函建議

本部將本辦法修正條文第 4 條第 3 項第 3 款、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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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 6 款移至第 1 項，列為不得拒絕申請留職停

薪之事由，參採情形說明如下： 

(1) 部分參採：參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配合國策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應予留職停薪之規定，爰將修正條文第 4 條第 3

項第 3 款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1 項第 5 款，並酌作

文字修正。 

(2) 不予參採：查臺北市教師會前就本部研擬本辦法

之初，以 101 年 11 月 21 日函建議本部將「本人

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老邁或重大傷病須侍

奉」及「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移列至本

辦法第 4 條第 1 項，惟本部考量公務人員及勞工

「侍親」及「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於現行各該

法令尚無明文規定應予留職停薪，迄今亦然，爰

宜維持原條文。 

（二） 確認對地方政府之影響、必要性及範圍： 

本辦法第 10條規定：「（第 1項）公立各級學校校

長、社會教育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首長之留職停薪，

應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第 2項）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運動教練、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

術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申請留職停薪之核准程序，由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爰本辦法修正條文

相關規定，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亦須配合辦理。 

（三） 說明法規研訂程序辦理情形： 

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係因應性別工作平等

法，並參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爰為爭取時效，

經簽奉核可免經徵詢相關機關及教育團體意見，逕行

辦理預告程序。業於 106年 12月 14日刊登行政院公

報，至 107年 2月 21日公告截止，僅有全國教師工會

總聯合會以 107年 2月 12日函建議本部之意見，相關

參採情形，已如前述。 

（四） 說明本法規案內容架構設計及相關配套措施： 

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整體通盤檢討，未更動法

規架構。且係參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之規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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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內容尚屬明確、容易理解，俾可正確預期，減少潛

在不確定性及可能之訟爭。 

四、 可能風險及成本效益分析
1
： 

(一) 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可使教育人員申請留職停

薪相關事宜有明確規範，應不致發生風險。 

(二) 得量化事項： 

1. 政府行政成本或利益： 

(1) 政府行政成本：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係將

申請留職停薪相關事項作更明確之規範，爰本

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施行後不致增加政府

行政成本。 

(2) 政府行政利益：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申

請留職停薪相關事項作更明確之規範，俾使各

學校及主管機關有統一規範可資依循。 

2. 社會成本或利益：得參考下列項目酌作說明： 

(1) 社會成本：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係將申請

留職停薪相關事項作更明確之規範，應不致增

加社會成本。 

(2) 社會利益：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申請留

職停薪相關事項作更明確之規範，俟發布施行

後將使教育人員權益規範更臻完善。 

3. 涉及規費收取者：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未

收取規費。 

4. 涉及稅式支出者：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未

涉及稅式支出。 

(三) 非得量化事項： 

(1) 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申請留職停薪相

關事項作更明確之規範，俾使各學校及主管機

關有統一規範可資依循，對教育人員權益之規

範更臻完善。 

(2) 對人權之影響：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係將

申請留職停薪相關事項作更明確之規範，與憲

1 「非預期後果」倘得認定推算者，亦得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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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3) 性別主流化議題：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與

性別議題無涉，爰無須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4) 涉及中小企業者：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無

涉及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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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徵詢及協商程序之附表 

重要事項 
有無 

爭議 

相關 

條文 

相關機關（構）、團體

或人員之主要意見 

參採與否及其理由 

（含國際參考案例） 

本部以 106 年 12 月 14

日臺教人 ( 三 ) 字第

1060178921 號函辦理

預告 

□有 

■無 

本辦

法修

正條

文第

4 條

第 3

項第

3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

會曾以 107 年 2 月 12

日 全 教 總 法 字 第

1070000044 號函建

議本部將本辦法修正

條文第 4 條第 3 項第

3、5、6 款移至第 1

項，列為不得拒絕申

請留職停薪之事由。 

參採情形說明如下： 

(1) 部分參採：參酌公務人

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配合國策奉派國

外協助友邦工作」應予留職

停薪之規定，爰將修正條文

第 4 條第 3 項第 3 款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 1 項第 5 款，並

酌作文字修正。 

(2) 不予參採：查臺北市教

師會前就本部研擬本辦法之

初，以 101 年 11 月 21 日函

建議本部將「本人或配偶之

直系血親尊親屬老邁或重大

傷病須侍奉」及「配偶或子

女重大傷病須照護」移列至

本辦法第 4 條第 1 項，惟本

部考量公務人員及勞工「侍

親」及「配偶或子女重大傷

病」於現行各該法令尚無明

文規定應予留職停薪，迄今

亦然，爰宜維持原條文。 

註：為茲簡明，「相關條文」欄位中，各條、項、款、目等，分以下列方式表達：條→§（條號以阿拉

伯數字表達）、項→Ⅰ（羅馬符號）、款→(1)（括弧內置阿拉伯數字）、目→（圓圈內置阿拉伯數字），

目以下則以「之○（阿拉伯數字）」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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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一百零二年四月二

十二日訂定發布，最近一次修正係一百零五年八月二十六日。為因應性

別工作平等法之修正，並參酌一百零五年七月五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

留職停薪辦法，檢視教育人員有關育嬰留職停薪相關事項及復職規範，

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明定本辦法申請留職停薪之情事。 (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增訂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之教育人員，其共同生活期間亦得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並將「配合政策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移列為不

得拒絕申請留職停薪之情事。(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增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期間，最長可一次申請至子女滿三足歲

止。(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 增訂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或屆滿之次日，因辭職或其他事

由離職，不受應先申請復職之限制；另就留職停薪期間屆滿或原因

消滅逾期未復職者視同辭職之生效日予以明確規範。(修正條文第

六條) 

五、 增訂公立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準用本辦法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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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留職

停薪，指專任教育人員

因第四條第一項及第

三項所定情事，經服務

之學校、機構或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離開

原職務而准予保留職

缺及停止支薪，至規定

期間屆滿或留職停薪

原因消滅後，回復原職

務及復薪。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留職

停薪，指專任教育人員

因育嬰、侍親、進修、

借調或其他情事，經服

務之學校、機構或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離

開原職務而准予保留

職缺及停止支薪，至規

定期間屆滿或留職停

薪原因消滅後，回復原

職務及復薪。 

查本部一百零五年八月十

一日臺教人（三）字第一

○五○○九○六一三號函

略以，教育人員留職停薪

辦法第二條規定所稱之

「其他情事」，係指同法第

四條所定除育嬰、侍親、

進修、借調以外，其餘各

款所列舉規定得申請留職

停薪之事由，為期明確，

爰予以修正明定。 

●涉及單位或機關：無。 

第四條 教育人員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其申請留

職停薪，服務學校、機

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不得拒絕： 

一、依法應徵服兵役。        

二、請病假已滿教師請

假規則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或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第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延長

之期限，或請公假

已滿教師請假規則

第四條第一項第六

款或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第四條第五款

之期限，仍不能銷

假。 

三、養育三足歲以下子

女，並以本人或配

偶之一方申請為

限。但養育三足歲

以下雙(多)胞胎子

第四條 教育人員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其申請留

職停薪，服務學校、機

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不得拒絕： 

一、依法應徵服兵役。 

二、請病假已滿教師請

假規則第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或公

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 款 延 長 之 期

限，或請公假已滿

教師請假規則第

四條第六款或公

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四條第五款之

期限，仍不能銷

假。 

三、養育三足歲以下子

女，並以本人或配

偶之一方申請為

限。申請人之配偶

一、修正條文第一項增訂

第四款，係配合一百

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修正公布之性別工作

平等法(以下簡稱性

平法)第十六條第三

項規定：「依家事事件

法、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

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

同生活之受僱者，其

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

一項規定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爰配合將

是類情形納入，以打

造友善收養環境。另

參酌銓敘部一百零六

年十一月十五日部銓

四字第一○六四二八

二七七八號函轉勞動

部一百零六年十月二

十四日勞動條四字第

一○六○一三一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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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者，不在此限。 

四、依家事事件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相關規定

與收養兒童先行共

同生活，其共同生

活期間依前款規定

申請留職停薪。 

五、配合政策奉派國外

協助友邦工作。 

申請人之配偶未就

業者，不適用前項第三

款及第四款之規定。但

有正當理由，並經服務

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除校長、社會教育

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

首長外，教育人員有下

列情事之一申請留職

停薪者，服務學校、機

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得考量業務或校務

運作狀況依權責核准： 

一、因教學或業務需要

，經服務學校、機

構或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薦送、選送或

指派國內外進修、

研究，期滿後欲延

長。 

二、自行申請國內外全

時進修、研究，其

進修、研究項目經

服務學校、機構或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認定與教學或業務

未就業者，除有正

當理由外，不得申

請。 

除校長、社會教育

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

首長外，教育人員有下

列情事之一申請留職

停薪者，服務學校、機

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得考量業務或校務

運作狀況依權責核准： 

一、因教學或業務需

要，經服務學校、

機構或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薦送、選送

或指派國內外進

修、研究，期滿後

欲延長。 

二、自行申請國內外全

時進修、研究，其

進修、研究項目經

服務學校、機構或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認定與教學或業務

有關。 

三、配合政策奉派國外

協助友邦工作。 

四、因專長、所授課程

相關或業務特殊需

要，依相關借調規

定辦理借調。 

五、本人或配偶之直系

血親尊親屬老邁或

重大傷病須侍奉。 

六、配偶或子女重大傷

病須照護。 

七、配偶因公派赴國外

工作或進修，其期

四號函略以，性平法

第十六條第三項所稱

「先行共同生活」之

定義範圍，應以家事

事件法、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

關規定之規範為依

據；至其「先行共同

生活」之證明文件，

除法院對受僱者聲請

收養認可之裁定（含

記載於聲請書或筆錄

者）外，如因收出養

媒合、近親或繼親收

養，已與收養人共同

生活，致法院未再特

別准其先行共同生活

者，得以出具法院之

公函文書（如家事法

庭通知）或村、里長

之證明，依個案事實

認定受僱者與被收養

人已共同生活。基於

教育人員亦為性平法

之適用對象，且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四款係

配合性平法第十六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爰

教育人員如依該款規

定申請留職停薪，其

「先行共同生活」之

定義範圍及證明文

件，請依上開規定辦

理。又如係提出村、

里長之證明者，須足

堪認定當事人確有收

養之意願。 

二、參酌公務人員留職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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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三、因專長、所授課程

相關或業務特殊需

要，依相關借調規

定辦理借調。 

四、本人或配偶之直系

血親尊親屬年滿六

十五歲以上或重大

傷病須侍奉。 

五、配偶或子女重大傷

病須照護。 

六、配偶於各機關、公

立學校、公營事業

機構或軍事單位服

務，因公務需要派

赴國外工作或進修

，其期間在一年以

上須隨同前往。配

偶服務機構為輔助

上開機關（構）、學

校或單位辦理國家

重要任務或政策，

並經派赴國外執行

政府工作者，得比

照辦理。 

前項第三款以借

調 至 其 他 公 私 立 學

校、政府機關（構）、

民意機關、行政法人、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

業或團體擔任與教學

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

職務者為限。但下列情

形，不在此限： 

一、專科以上學校未兼

任行政職務之專任

教師，因產學合作

，得借調至營利事

間在一年以上須隨

同前往。 

前項第四款以借

調 至 其 他 公 私 立 學

校、政府機關（構）、

民意機關、行政法人、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

業或團體擔任與教學

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

職務者為限。但下列情

形，不在此限： 

一、專科以上學校未兼

任行政職務之專任

教師，因產學合

作，得借調至營利

事業擔任與教學或

研究專長領域相關

之專職。 

二、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 

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延長服務期間不得

申請留職停薪。 

 

 

 

 

 

 

 

 

 

 

薪辦法第四條第四款

「配合國策奉派國外

協助友邦工作」應予

留職停薪之規定，爰

將現行條文第二項第

三款，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一項第五款。現

行條文第二項第四款

至第七款移列為修正

條文第二項第三款至

第六款。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後段，配合修正條

文第一項第四款增

訂，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二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明定教育人員

之配偶如未就業，原

則上不得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但如有正當

理由，並經服務學

校、機構或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另依本部一

○七年五月三日臺教

人(一)字第一○七○

○五三二四四 B 號令

規定，上開所稱正當

理由，例如有親自養

育雙(多)胞胎子女之

需求等。另依銓敘部

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

九日部銓四字第一○

七四五一一○二五號

函略以，考量養育雙

(多)胞胎子女，確實

難由夫妻之一方獨自

照顧，基於人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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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擔任與教學或研

究專長領域相關之

專職。 

二、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 

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延長服務期間不得

申請留職停薪。 

第三項第四款及

第 五 款 所 稱 重 大 傷

病，應由服務學校、機

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依申請留職停薪人

員提出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評鑑合格醫院開

具之證明文件，參酌全

民健康保險法所定重

大傷病之範圍覈實認

定。 

 

懷，以及落實照護教

育人員之意旨，同意

夫妻均為公務人員，

得以養育三足歲以下

雙(多)胞胎子女事

由，同時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機關(構)學

校並不得予以拒絕。

夫妻均為教育人員

者，亦比照辦理，爰

增列第一項第三款但

書規定。 

四、查銓敍部八十七年三

月二十日八七臺甄五

字第一五八三七七○

號函略以，原公務人

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

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

「老邁」，係指本人或

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

屬年齡六十五歲以

上，由各機關審酌其

日常生活是否有被侍

奉之必要。教育人員

擬比照辦理，爰將上

開函釋所定「老邁」

之認定標準納入修正

條文第三項第四款文

字予以明確規範。 

五、查本部一○二年九月

六日臺教人（三）字

第一○二○一二七三

七七號函及一百零四

年一月二十日臺教人

（三）字第一○四○

九○○○三三號函略

以，依現行條文第二

項第七款規定申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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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停薪，須符合「因

公務需要派赴國外工

作或進修」、「期間在

一年以上須隨同前往

者」等要件；所稱「配

偶」，應為教育人員或

服務於公務部門之各

機關定有職稱及官

等、職等之人員，以

及任有官等之警察人

員或陸海空軍軍官、

士官。爰參酌上開函

釋及公務人員留職停

薪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配偶於

各機關、公立學校、

公營事業機構或軍事

單位服務，因公務需

要派赴國外工作或進

修，其期間在一年以

上須隨同前往。」於

修正條文第三項第六

款明確規範「因公」

之認定基準。另依本

部一○七年四月二十

七日臺教人(三)字第

一○七○○二○九一

二 B 號令，明定配偶

服務機構係輔助修正

條文第三項第六款機

關（構）、學校或單位

辦理國家重要任務或

政策，並經派赴國外

執行政府工作者，得

比照辦理。 

六、新增第六項，參酌公

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第五條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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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重大傷

病，應由各機關依申

請留職停薪人員提出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醫院開具之證

明文件，參酌全民健

康保險法所定重大傷

病之範圍覈實認定。」

爰明定所稱「重大傷

病」，係依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四十八條第二

項所定之重大傷病範

圍（由主管機關衛生

福利部定之）認定，

做為服務學校、機構

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認定時之參考，如非

屬上開法規所定之重

大傷病範圍，仍可由

服務學校、機構或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審酌

個案實際情況及機關

業務運作等考量，依

權責認定。 

七、其餘內容未修正。 

●涉及單位或機關：直轄

市、縣(市）政府、內政部、

法務部、國防部、考試院、

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勞動部、衛生福利

部。 

第五條 教育人員留職

停薪期限不得逾聘約有

效期間，聘約期滿經服

務之學校、機構續聘

者，得准予延長；其期

間除下列各款情形外，

最長以二年為限，必要

第五條 教育人員留職停

薪期限不得逾聘約有效

期間，聘約期滿經服務

之學校、機構續聘者，

得准予延長；其期間除

下列各款情形外，最長

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

一、為因應少子女化之趨

勢及彰顯政府鼓勵生

育之政策，並基於簡

化行政程序及照顧公

務人員權益考量，並

參酌公務人員留職停

薪辦法第六條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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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延長一年： 

一、依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留職停薪

者，其期間依兵役

法第十六條、替代

役實施條例第七

條、預備軍官預備

士官選訓服役實

施 辦法第十六條

規定辦理。 

二、依前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應予留職

停薪者，其期間依

教師請假規則第

五條或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第五條

規定辦理。 

三、依前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四款規定留

職停薪者，其期間

最長至子女、收養

兒童滿三足歲止。 

四、社會教育機構專業

人員及學術研究

機構研究人員，依

前條第三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

留職停薪者，其期

間依公務人員訓

練進修法第十條

至第十二條規定

辦理。 

五、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自行申請國

外 全 時 進 修 期

間，以二年為原

則，必要時得延長

一年。但為取得學

延長一年： 

一、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留職停薪者，其

期間依兵役法第十

六條、替代役實施條

例第七條、預備軍官

預備士官選訓服役

實施 辦法第十六條

規定辦理。 

二、依前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應予留職停

薪者，其期間依教

師請假規則第五條

或公務人員請假規

則第五條規定辦

理。 

三、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

員及學術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依前條第

二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規定留職停薪

者，其期間依公務人

員訓練進 修法第十

條至第十二條規定

辦理。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自行申請國外全

時進修期間，以二年

為原則，必要時得延

長一年。但為取得學

位需要者，得再延長

一年。 

五、教育人員依前條第

二項第四款規定借

調者，借調總年數

合計不得超過八

年。但各級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或學校

有關育嬰留職停薪

者，其留職停薪期間

最長至子女、收養兒

童滿三足歲止之規

定，增列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放寬育嬰事

由可一次申請最長至

子女滿三足歲止，不

受本條條文有關「留

職停薪期間以二年為

限，必要時得延長一

年」之限制。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一項

新增第三款，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三款至第

五款遞列為修正條文

第四款至第六款，並

酌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一項第四款增訂與

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

活期間亦得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之規定，並

考量教育現場特殊

性，爰教師就收養兒

童所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起訖日之規

定，仍應與現行條文

第二項第二款相同，

爰將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納

入，以為一致性規

範。 

四、修正條文第三項配合

修正條文第六條項次

變更，酌作文字修

正。 

●涉及單位或機關：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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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需要者，得再延

長一年。 

六、教育人員依前條第

三項第三款規定

借調者，借調總年

數合計不得超過

八年。但各級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或

學校有較嚴格之

規定者，從其規

定。 

教師申請留職停薪之期

間，應以學期為單位。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因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以實際

需求提出申請。 

二、因前條第一項第三

款及第四款提出申

請者，留職停薪期

間之起始日以實際

需求提出；其訖日

非以學期為單位

者，經與學校協商

定之。 

三、因特殊事由經服務

學校或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 

前項留職停薪教

師已於寒、暑假復職，

又因同一事由申請於次

學期開學後留職停薪

者，必要時得比照第六

條第七項規定辦理。 

有較嚴格之規定

者，從其規定。 

教師申請留職停薪

之期間，應以學期為單

位。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因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以實際

需求提出申請。 

二、因前條第一項第三

款提出申請者，留

職停薪期間之起始

日以實際需求提

出；其迄日非以學

期為單位者，經與

學校協商定之。 

三、因特殊事由經服務

學校或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 

前項留職停薪教師

已於寒、暑假復職，又

因同一事由申請於次學

期開學後留職停薪者，

必要時得比照第六條第

六項規定辦理。 

 

市、縣(市）政府、內政部、

法務部、國防部。 

第六條 留職停薪人員除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

第六條 留職停薪人員除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考量留職停薪人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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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次日復職。但其留職

停薪期間屆滿前原因消

滅後，應申請提前復

職。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

職停薪期間或屆滿之次

日，因辭職或其他事由

離職，不受前項應申請

復職之限制。 

留職停薪人員服務

之學校、機構應於留職

停薪期間屆滿三十日前

預為通知留職停薪人

員；留職停薪人員，應

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

二十日內，向服務之學

校、機構申請復職或延

長留職停薪。 

留職停薪人員於

留職停薪期間因留職停

薪原因消滅，應於原因

消滅之日起二十日內，

向服務之學校、機構申

請提前復職，服務之學

校、機構應於受理之日

起三十日內通知其復

職，留職停薪人員應於

服務之學校、機構通知

之日起，三十日內復職

報到；其未申請提前復

職者，服務之學校、機

構應即查處，並通知於

十日內復職。 

前項留職停薪人

員復職日以向服務之學

校、機構實際報到日為

復職日。 

留職停薪人員，逾

之次日復職。但其留職

停薪屆滿前原因消滅

後，應申請提前復職。 

留職停薪人員服務

之學校、機構應於留職

停薪期間屆滿三十日前

預為通知留職停薪人

員；留職停薪人員，應

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

二十日內，向服務之學

校、機構申請復職或延

長留職停薪。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

職停薪期間因留職停薪

原因消滅，應於原因消

滅之日起二十日內，向

服務之學校、機構申請

提前復職，服務之學

校、機構應於受理之日

起三十日內通知其復

職，留職停薪人員應於

服務之學校、機構通知

之日起，三十日內復職

報到；其未申請提前復

職者，服務之學校、機

構應即查處，並通知於

三十日內申請提前復

職。 

前項留職停薪人員

復職日以向服務之學

校、機構實際報到日為

復職日。 

留職停薪人員，逾

期未申請復職或未依限

復職報到者，除有不可

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

事由外，視同辭聘。教

師留職停薪進修研究後

留職停薪期間或屆滿

之次日，因辭職或其

他事由離職，如依第

一項規定須先辦理回

職復薪後再辦理同日

卸職，似無實益，爰

參酌公務人員留職停

薪辦法第七條第二項

規定：「留職停薪人員

於留職停薪期間或屆

滿之次日，因辭職或

其他事由離職，不受

前項應申請復職之限

制。」新增第二項，

明定類此人員，毋需

先向其服務學校、機

構申請回職復薪即得

辭職或其他事由離

職。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至第

六項遞移為修正條文

第三項至第七項，並

酌作文字修正。 

四、考量留職停薪人員於

留職停薪期間原因消

滅，現行規定就其主

動與未主動申請復職

者，服務學校、機構

通知復職期間皆相同

(均為三十日)，對於

未主動申請者有過於

寬鬆之虞，衡量二者

間之衡平性，爰參酌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

法第七條第三項及第

四項規定：「(第三項)

留職停薪人員服務機

關應於留職停薪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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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申請復職或未依限

復職報到者，除有不可

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

事由，視同辭聘，並以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或原

因消滅之次日為辭聘生

效日。教師留職停薪進

修研究後未履行與留職

停薪相同時間之服務義

務者，依教師進修研究

獎勵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三項及

第四項提前復職或延長

留職停薪之事由認定遇

有疑義時，得由服務之

學校、機構編制內相關

人員組成諮詢小組，提

供意見作為服務學校、

機構核准之參考；諮詢

小組成員人數至少三

人，任一性別成員人數

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

之一；留職停薪人員為

教師者，諮詢小組成員

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

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

之一。 

未履行與留職停薪相同

時間之服務義務者，依

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

之規定辦理。 

第一項至第三項提

前復職或延長留職停薪

之事由認定遇有疑義

時，得由服務之學校、

機構編制內相關人員組

成諮詢小組，提供意見

作為服務學校、機構核

准之參考；諮詢小組成

員至少三人，任一性別

成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留職停薪人

員為教師者，諮詢小組

成員中未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不得少於成員總數

三分之一。 

屆滿前三十日預為通

知留職停薪人員；留

職停薪人員，應於留

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

十日內，向服務機關

申請復職；逾期未復

職者，除有不可歸責

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

由外，視同辭職，並

以留職停薪屆滿之次

日為辭職生效日。(第

四項)留職停薪人員

於留職停薪期間因留

職停薪原因消失，應

於原因消失之日起二

十日內，向服務機關

申請復職，服務機關

應於受理之日起三十

日內通知其復職；如

未申請復職者，服務

機關應即查處，並通

知於十日內復職；逾

期未復職者，除有不

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

員之事由外，視同辭

職，並以留職停薪原

因消失之次日為辭職

生效日。」爰將現行

條文第四項服務學

校、機構通知是類人

員復職之期間，由現

行之「三十日」修正

為「十日」。另上開所

稱服務之學校、機構

應通知於十日內復

職，其「十日內」時

點之計算，係依行政程

序法第四十八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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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機關發文通知之

次日起算；至機關通知

函之送達，依行政程序

法有關送達之規定辦

理。另配合修正現行第

五項，將留職停薪期間

屆滿之次日作為辭聘

生效日。 

五、是類人員於十日仍未復

職，視同辭聘，其辭聘

生效日，以其既未申請

復職，即已無意願回

任教師，且考量是類

人員與主動申請復職

人員二者之衡平性，

爰於修正條文第六項

明定追溯自留職停薪

原因消滅之次日為視

同辭聘之生效日期。 

●涉及單位或機關：直轄

市、縣(市）政府、內政

部、法務部、國防部、銓

敘部。 

第十一條 本辦法於下列

人員準用之：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施行前已遴用之公

立學校編制內現任

職員。 

二、公立大專校院稀少

性科技人員。 

三、公立大學研究人

員。 

四、公立大學專業技術

人員。 

五、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三月二十一日以後

進用之公立大學助

第十一條 本辦法於下列

人員準用之：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施行前已遴用之公

立學校編制內現任

職員。 

二、公立大專校院稀少

性科技人員。 

三、公立大學研究人

員。 

四、公立大學專業技術

人員。 

五、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三月二十一日以後

進用之公立大學助

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

遴聘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專任專業及技術教

師之待遇、福利、休假研

究、進修、退休、撫卹、

資遣、年資晉薪及其他權

益等事項，依其聘任之等

級，比照教師之規定。」

考量是類人員相關權利義

務，現已比照教師相關規

定，為保障其留職停薪權

益，爰明定其準用本辦

法。 

●涉及單位或機關：直轄

市、縣(市）政府、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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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六、教育部依法介派之

公私立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護理教師。 

七、公立幼兒園編制內

專任教師。 

八、公立專科學校專業

及技術教師。 

教。 

六、教育部依法介派之

公私立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護理教師。 

七、公立幼兒園編制內

專任教師。 

 

法務部、國防部、本部高

教司、技職司、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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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辦法修正草案

衝擊影響評估 

一、 問題界定： 

（一） 說明執行現況：本部依運動產業發展條例（以下簡稱

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二項授權，並配合勞動部職能發

展及應用推動要點等方案計畫，訂定教育部補助民間

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本辦法於一百零六年六月二日發布施行，並於

同年七月公告受理民間機構申請訂定職能基準之相

關補助，以協助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之建置。本次

修正係為配合本條例一百零六年十一日二十九日修

正條文中，增列本部得以委託方式請民間機構訂定運

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新增委託相關規定。 

（二） 界定具體問題：配合本條例第十一條規定第一項，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運動產業發展需要，委託

或輔導補助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並

促進國際相互承認，本次修正係依據第二項規定「前

項委託或輔導補助之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申

請程序、核定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新增本辦法中有關委託部

分應訂定相關規管事項。 

（三） 檢討現行法：現行辦法僅就民間機構得依本部公告期

間及公告內容，向本部申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

準補助，對於委託事項規管部分，付之闕如，本次修

正係依本條例第十一條新增委託部分，確有修正之必

要。 

二、 必要性評估 

（一） 陳述規範目的：本次修正係按本條例第十一條委託或

輔導之對象條件等相關辦法由本部定之，本部委託民

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時，對象之資格、

條件、應具備計畫內容、得終止委託之情形、對受委

託者如收受委託款而有違反核定計畫時之處置作為

等，使本部據以本辦法委託民間機構訂定職能基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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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規範。 

（二） 評估其他替代選項：本修正案屬配合法律應修正法規

命令。（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屬配合法律應訂定或修正

法規命令者，免為本項評估） 

三、 有效性評估 

（一） 確認可能受影響之對象及其範圍： 

1. 本修正案係依據修正後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將調整為本部得以委託方式，請民間機構訂定

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符合對於有意協助本部訂

定運動產業職能基準之民間機構，在接受委託後，

依規定提出計畫，並於核定後據以執行，協助本部

建置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使運動產業市場人才

在完成特定職業或職類工作任務，所對應之應具備

能力、行為指標、工作產出、知識、技術、態度等

職能內涵，有一致性之遵守，有效提升運動產業人

才水平。 

2. 本次修正係修訂民間機構受委託事項之規管，另將

輔導補助民間機構訂定職能基準相關條文得準用

之外，餘酌作文字修正，未有實質內容變動，無涉

及信賴利益保護者，無須採取合理之補救措施或訂

定過渡期間之條款。 

（二） 確認對地方政府之影響、必要性及範圍： 

本修正案無涉地方政府業務，亦未增添其法律義

務，本次修正對地方政府應無影響。 

（三） 說明法規研訂程序辦理情形： 

本修正案，已參考職能基準建置相關法規，並就

增列委託對象資格，委託方式及接受委辦時應備

計畫內容，及本部得終止委託之情形，或對於已

撥款者違反核定計畫時之處置，召開多次研討會

議，考量本辦法係民間機構訂定職能基準得向本

部申請補助之依據，為免因法規修正影響民間機

構申請權益，前經奉准縮短草案公告期間為30日，

另同時公告於「公共政策網路參與平臺-眾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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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公共政策網路參與實施要點第十三點規定，

適時綜整即時回應民眾之評論及建議。 

（四） 說明本法規案內容架構設計及相關配套措施： 

1. 本辦法依據本條例第十一條規定，就本部委託或

輔導補助民間機構訂定職能基準之委託或輔導補

助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申請程序、核定

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本次修正已就法案整

體通盤檢討，現行辦法共 14 條，修正後共 15 條，

因本辦法係由本部出資請民間機構協助訂定職能

基準，再由本部送至勞動部公告，爰現行條文補

助相關規定，將修正為由本部委託民間機構訂定

職能基準為主，至民間機構如欲訂定非本部公告

範圍內之職能基準，則準用本辦法向本部申請輔

導補助，以確保本辦法施行成果目標符合本部政

策與當前發展運動產業施政重點。 

2. 本辦法無其他配套法規，亦非法律修正提案。 

3. 本辦法採行之措施與本部主管之其他教育法規無

一致或衡平問題 。 

4. 檢視規範之明確性：本辦法本次修正係依據修正

後本條例新增受本部委託辦理職能基準民間機構

之對象資格條件、委託程序及違反委託計畫之處

置，業經召開多次專家學者會議，相關會議並有

法制委員參與協助，再經草案預告等方式蒐集意

見，俾為其可正確預期，減少潛在不確定性及可

能之訟爭。 

四、 可能風險及成本效益分析
1： 

(一) 本修正案係配合本條例修正訂定之法規命令，主要

係現行辦法各條所定之「補助」實非補助，且職能

基準訂定後係以本部名義提送勞動部公告，爰將補

助相關規定及文字調整為委託，並將輔導補助準用

本辦法之規定，也明定本部得終止委託及對於已撥

款者之處置，以降低本案施行之風險。 
                                                 
1 「非預期後果」倘得認定推算者，亦得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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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辦法修正後，對於本部得依運動產業市場發展所

需，委託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協

助運動產業市場對於人才職能能有一致性之參考，

進而有效提升運動產業人才水平。應評估之直接或

間接利益與成本2包括： 

1. 得量化事項：應細列量化評估結果，並儘可能採

取轉化為貨幣單位或物理單位表現之，俾得以共

同標準加以檢視： 

(1)政府行政成本或利益： 

A.政府行政成本：本修正案通過後，將依運動

產業發展所需，視需要委託民間機構協助訂

定職能基準計畫，將增加部分業務項目及行

政成本，另為支應委託或補助經費，依規定

編列相關經費預算予以支應，以 107 年運動

發展基金為例，編列相關經費新臺幣 500 萬

元。 

B.政府行政利益：本辦法執行結果，將依據勞

動部職能基準建制規範，送經勞動部登錄及

公告後，各界均得依公告內容辦理職能基準

訓練課程規劃，使我國運動產業人才水平能

有效提升。 

(2)社會成本或利益： 

A.社會成本：本辦法係由具資格受本部委託或

有意願向本部申請補助者，給予經費支援，

不論已委託或補助方式，均有意願協助本部

建置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屬受益之行政

行為，且本辦法屬本條例為健全運動產業發

展所需人才建置所定條文，應無其他相似法

規，應無排擠問題。 

B.社會利益：民間機構不論以接受本部委託或

輔導補助方式，協助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

                                                 
2 配合前揭受影響之對象或重分配影響（Redistribution impact），不同個人或團體分別（包含同時）獲

得之利益與負擔之成本應分別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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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其成果將公佈於勞動部 iCAP 職能發

展應用平台，供全國各界使用。 

(3)涉及規費收取者：本辦法無涉及規費收取。 

(4)涉及稅式支出者：本辦法無涉及稅式支出。 

2. 非得量化事項： 

(1)本修正案得協助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

職能基準，可促進產業競爭力及提升人力素質，

有助於民間單位人才之培訓及延攬。 

(2)對人權之影響：本辦法符合憲法有關人民權利

之規定及司法院解釋，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

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 

(3)性別主流化議題：本辦法委託或補助對象無區

分性別。 

(4)涉及中小企業者：本辦法無涉及中小企業發展

條例第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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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

辦法修正草案總說明 

教育部補助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係依運動產業發展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二項訂定，

於一百零六年六月二日發布施行。為配合一百零六年十一月二十九日修

正公布本條例第十一條規定「（第一項）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

運動產業發展需要，委託或輔導補助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

準，並促進國際相互承認，以作為民間單位人才培訓、延攬及能力鑑定

之參考。（第二項）前項委託或輔導補助之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

申請程序、核定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新增有關民間機構辦理職能基準得以委託方式辦理，並授

權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就委託部分訂定相關管理事項，爰擬具本辦

法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名稱修正為「教育部委託或輔導補助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

能基準辦法」。（修正名稱） 

二、修正本部應公告之事項。(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得受本部委託之條件。（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本部得終止委託及對於已撥款者之處置。（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五、民間機構欲辦理公告以外之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者得準用本辦法

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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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

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明 

教育部委託或輔導補助民

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

職能基準辦法 

教育部補助民間機構訂定

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辦

法 

依運動產業發展條例（以

下簡稱本條例）第十一條

規定「（第一項）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運

動產業發展需要，委託或

輔導補助民間機構訂定運

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並

促進國際相互承認，以作

為民間單位人才培訓、延

攬及能力鑑定之參考。（第

二項）前項委託或輔導補

助之對象、資格條件、審

核基準、申請程序、核定

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爰於本

辦法名稱增列「委託或輔

導」。 

●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

關。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運動產

業發展條例（以下簡稱

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運動產

業發展條例（以下簡稱

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

關。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教育部（以下簡稱

本部）。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教育部（以下簡稱

本部）。 

本條未修正。 

●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

關。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民間

機構，指依法立案或登

記之法人、團體及大專

校院。 

本辦法所稱職能基

準，指為完成特定職業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民間

機構，指依法立案或登

記之法人、團體及大專

校院。 

本辦法所稱職能基

準，指為完成特定職業

本條未修正。 

●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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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職類工作任務，所應

具備之能力，包括該特

定職業或職類之各主要

工作任務、對應行為指

標、工作產出、知識、

技術、態度等職能內

涵。 

或職類工作任務，所應

具備之能力，包括該特

定職業或職類之各主要

工作任務、對應行為指

標、工作產出、知識、

技術、態度等職能內

涵。 

第四條 依本條例第十一

條第一項所定委託訂定

職能基準之類別、辦理

期限及相關事項，由本

部公告之。 

第四條 依本條例第十一

條第一項所定補助之職

能基準類別、申請期限

及相關事項，由本部公

告之。 

配合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教育部(以下簡稱

本部)得依運動產業發展

需要委託民間機構訂定運

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爰

配合修正；另為利時效，

並增列明定受本部委託訂

定職能基準者，其辦理期

限由本部公告。 

●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

關。 

第五條 民間機構符合下

列各款規定者，始得接

受本部委託： 
一、設立、登記三年以

上；其屬公司或商

號者，中華民國國

民持有股份或出資

額應達百分之五十

以上。 

二、最近三年無欠繳應

納稅捐。 

三、財務健全、非屬金

融機構拒絕往來

戶，且資產淨值應

為正值。 

四、最近三年內未有執

行政府計畫或採購

之重大違失紀錄，

或受停權處分且其

停權期間尚未屆

第五條 民間機構符合下

列各款規定者，得向本

部申請補助： 

一、設立三年以上。 

二、最近三年無欠繳應

納稅捐。 

三、非屬銀行拒絕往來

戶。 

四、最近三年內未有執

行政府計畫之重大

違約紀錄。 

五、未曾有因執行政府

計畫受停權處分，

或雖受停權處分而

其停權期間已屆

滿。 

六、對政府未有違約舊

案或財務責任未清

之情況。 

七、同一申請補助案

一、序文配合第四條之修

正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款，配合公司法

用詞增列「登記」二

字；另為確實達到扶

植我國運動事業之目

的，增列明定委託對

象屬公司或商號者，

我國國民持股應達百

分之五十以上。 

三、為確保本部委託運動

事業財務體質健全，

於第三款增列資產淨

值應為正值，並於第

四款增列應無執行政

府採購案件重大違失

紀錄，及未有受停權

處分或停權期間尚未

屆滿等條件。 

四、現行條文第五款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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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件，未依本辦法或

其他法令規定申

請獎勵或補助。 

六款，已整併於修正

條文第四款中，爰予

以刪除。 

五、現行條文第七款所定

同一申請案件不能重

複申請獎勵或補助之

規範，考量本條係規

範接受本部主動委託

者之資格條件，於接

受本部委託前應無依

其他法令規定獲獎勵

或補助之可能，爰予

以刪除。 

●涉及單位或機關：經濟

部。 

第六條 民間機構受委託

者（以下簡稱受委託

者），應檢附計畫、登記

或立案證明文件及符合

前條規定之相關證明文

件，向本部提出。 

前項計畫，應載明

下列事項： 

一、運動產業發展方向

及市場需求評估。 

二、運動產業人才類別

及現況描述。 

三、運動產業人才職能

基準草案初稿。 

四、計畫執行之方式、

程序及可行性分

析。 

五、參與計畫人員之學

歷、經歷及專長。 

六、所需經費預算。 

七、執行期程。 

八、預期效益。 

前項第三款職能基

第六條 民間機構申請補

助者（以下簡稱申請

人），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計畫書、登記或立

案證明文件，符合前條

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於第四條申請期限內，

向本部提出。 

前項計畫書，應載

明下列事項： 

一、運動產業發展方向

及市場需求評估。 

二、運動產業人才類別

及現況描述。 

三、運動產業人才職能

基準草案初稿。 

四、計畫執行之方式、

程序及可行性分

析。 

五、參與計畫人員之學

歷、經歷及專長。 

六、所需經費預算。 

七、執行期程。 

一、第一項，考量委託係

由本部主動委託民間

機構配合辦理訂定職

能基準之工作，故無

需填具申請書，爰予

以刪除；另修正明定

向本部檢送有關資料

之期限，俾利時效。 

二、第二項，序文酌作文

字修正。 

三、第三項，未修正。 

四、鑒於現行條文第四項

經費預算之規定，民

間機構本應依法編列

並支用，爰無明定之

必要，予以刪除。 

●涉及其他單位或機關：

勞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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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草案初稿之擬訂，應

依勞動部公告之職能基

準品質認證作業規範辦

理。 

八、預期效益。 

前項第三款職能基

準草案初稿之擬訂，應

依勞動部公告之職能基

準品質認證作業規範辦

理。 

第二項第六款所需

經費預算之編列，應依

相關補助經費法令規定

辦理。 

第七條 受委託者應備之

文件、資料有欠缺者，

本部應以書面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本部得終止委託。 

第七條 申請人應備之文

件、資料有欠缺者，本

部應以書面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不予

受理。 

配合第六條之修正，爰將

申請人修正為「受委託

者」；另考量民間機構恐有

未能屆期補正應備之文

件、資料之可能，爰明定

其屆期未補正者本部得終

止委託。 

●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

關。 

第八條 本部得邀集體育

運動或相關領域學者專

家、運動產業界人士及

機關代表，組成審查小

組，審查第六條第一項

計畫。 

    前項審查小組任一

性別委員人數不得少於

委員總數三分之一。 

第八條 本部得邀集體育

運動或相關領域學者專

家、運動產業界人士及

機關代表，組成審查小

組，審查第六條第一項

申請案。 

前項審查小組任一性別

委員人數，應占委員總

數三分之一以上。 

一、第一項，配合第六條

之修正，酌作文字修

正。 

二、第二項，配合本部其

餘法規之體例，爰酌

作文字修正。 

●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

關。 

第九條 計畫之審查基準

如下： 

一、計畫完整性。 

二、計畫可行性。 

三、計畫效益性。 

四、經費合理性。 

 

第九條 申請案之審查基

準如下： 

一、計畫完整性。 

二、經費合理性。 

三、計畫可行性。 

四、計畫效益性。 

前項申請案，本部

得按核定補助經費，全

部或一部補助。 

一、本條係由現行條文第

九條第一項移列，並

酌作文字修正；另考

量現行條文第九條第

一項第二款所定「經

費合理性」與其他三

款之性質迥異，爰移

列為第四款，其餘款

次配合修正。 

二、現行條文第九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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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定本部得按核定

補助經費，全部或一

部補助之規定，本辦

法實務運作上均依教

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

理，並按案件性質核

定補助經費給予全部

或一部補助，其性質

與計畫審查基準無

涉，應另立一條明

定，爰修正整併納入

修正條文第十條予以

明定。 

●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

關。 

第十條 計畫經審查小組

審查通過後，由本部核

定計畫，及依核定之計

畫所需經費，核給全部

或一部之委託款，並以

書面通知受委託者。 

第九條第二項 

前項申請案，本部

得按核定補助經費，全

部或一部補助 

第十條 申請案經審查小

組審查通過後，由本部

核定計畫書及補助金

額，並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 

一、本條由現行條文第九

條第二項及第十條整

併移列。 

二、配合本條例第十一條

修正，受委託案件計

畫於核定後核給全部

或一部之委託款，另

將現行條文第九條第

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併入本條規定，以明

定委託款之發給時

點；另酌作文字修

正。 

●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

關。 

第十一條 受委託者應依

核定之計畫執行；並於

計畫結束前一個月內，

檢送職能基準草案及成

果報告，報本部經審查

小組審查通過，由本部

核定後，以書面通知受

第十一條 申請人應依前

條核定之計畫書執行，

並於計畫結束前一個月

內，檢送職能基準草案

及成果報告，報本部經

審查小組審查通過，由

本部核定後，以書面通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涉及單位或機關：勞動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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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者。 

前項職能基準草

案，由本部核定後，以

本部名義送勞動部依相

關法令規定，辦理登錄

及公告事宜。 

知申請人。 

前項職能基準草

案，由本部核定後，以

本部名義送勞動部依相

關法令規定，辦理登錄

及公告事宜。 

第十二條 計畫經費撥付

及核結方式如下： 

一、 第一期：受委託者

收受第十條之書

面通知後，應檢具

書 面 通 知 及 領

據，報本部按核定

經費百分之五十

撥付。 

二、 第二期：受委託者

收受前條之書面

通知後，應檢具書

面通知、收支結算

表及原始憑證，報

本部按核定經費

百分之五十撥付。 

第十二條 補助款撥付及

核結方式如下： 

一、 第一期：申請人收

受第十條之書面

通知後，應檢具書

面通知及領據，報

本部按核定補助

經費百分之五十

撥付補助款。 

二、 第二期：申請人收

受前條之書面通

知後，應檢具書面

通知、收支結算表

及原始憑證，報本

部按核定補助經

費百分之五十撥

付補助款。 

配合第六條之修正，酌作

文字修正。 

●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

關。 

第十三條 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本部得終止委

託；已撥款者，以書面

行政處分限期命受委託

者返還全部或一部之補

助款： 

一、提供不實之文件、

資料。 

二、未依核定之經費用

途支用或有虛報、

浮報之情事。 

三、未依核定計畫執行

或進度嚴重落後，

且未能於本部通知

之期限內完成改

善。 

第十三條 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本部不予補助；

已補助者，撤銷或廢止

其補助，並得視情節輕

重，以書面行政處分限

期命申請人返還全部或

一部之補助款： 

一、提供虛偽不實之

文件、資料。 

二、未依補助款用途

支用或有虛報、浮

報之情事。 

三、未依核定計畫書

執行或進度嚴重

落後，且未能於本

部通知之期限內

一、 第一項： 

(一) 序文，配合其餘

條文以修正明定

本部係以委託方

式，請民間機構

辦理職能基準有

關事宜，爰修正

明定本部得終止

委託之情事；另

增列明定已撥款

者，本部應以書

面行政處分通知

其返還，俾利明

確，其餘酌作文

字修正。 

(二) 現行條文序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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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第十一條提送之

職能基準草案及成

果報告，經審查不

通過。 

有前項情形之一

者，本部得依情節輕

重，五年內不委託受委

託者辦理訂定職能基

準。 

完成改善。 

四、依第十一條提送

之職能基準草案

及成果報告，經審

查不通過。 

有前項情形之一

者，本部得依情節輕

重，五年內不受理申請

人依本辦法所提之申請

案。 

定「並得視情節

輕重」，實務運作

較難審認，爰予

以刪除。 

(三) 第二款，考量受

委託者運用委託

費用時，應依本

部核定之用途支

用 ， 爰 配 合 修

正。 

二、 第二項，配合第四條

及第六條之修正，修

正明定有第一項所

定情事者，本部五年

內得不委託其辦理

訂定職能基準之有

關事務，以示懲戒。 

●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

關。 

第十四條 民間機構為運

動產業發展需要，發展

第四條公告以外之職能

基準者，得準用第五條

至前條之規定，申請本

部輔導補助。 

 一、本條新增。 

二、依職能發展及應用推

動要點第三點第二款

規定，民間團體發展

職能基準之輔導及補

助亦為發展職能基準

及推動相關工作之一

環，爰明定民間機構

欲辦理本部第四條公

告以外之職能基準

者，得準用第五條至

第十三條之規定申請

輔導補助。 

●涉及其他單位或機關：

勞動部。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行。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行。 

條次變更，內容未修正。 

●未涉及其他單位或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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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0 友善列印

http://weblaw.exam.gov.tw/Print.aspx 1/1

發文字號：銓敘部87.03.20.八七臺甄五字第1583770號函

公(發)布日：087.03.20

  主旨：關於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所 

        稱「老邁」及「重大傷病」認定標準，請  查照。 

  說明： 

    一、查公務人員留職停職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公務人員具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並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 

        辦理：......二、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老邁或重大傷病 

        須侍俸者。三、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者。......」 

    二、茲為免認定寬嚴不一，各機關依權責辦理時仍須符合下列認定標 

        準： 

      （一）老邁：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年齡六十五歲以上，由 

            各機關審酌其日常生活是否有被侍奉之必要。 

      （二）重大傷病：由申請留職停薪人員提出評鑑合格之醫院開具之 

            證明文件，各機關參酌刑法第十條重傷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三十六條所規定之重大傷病範圍。（銓敘部87.03.20. 八七 

            臺甄五字第一五八三七七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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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楊琬婷

電　話：(02)7736-5937

受文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8月11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三)字第105009061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所詢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2條規定所稱「其他情事」

之疑義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署105年6月29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50073765號函。

二、查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留職

停薪，指專任教育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借調或其他

情事，經服務之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離開

原職務而准予保留職缺及停止支薪，至規定期間屆滿或留

職停薪原因消滅後，回復原職務及復薪。」，第4條規定：

「（第1項）教育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申請留職停

薪，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得拒絕：一、

依法應徵服兵役。二、請病假已滿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第1

項第2款或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延長之期限

，或請公假已滿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6款或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第4條第5款之期限，仍不能銷假。三、養育3足歲以下

子女，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申請人之配偶未

就業者，除有正當理由外，不得申請。（第2項）除校長

6

1050092939

■■■■■■■■■■■■■

■■■■■■■收文:105/08/1136



86

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社會教育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首長外，教育人員有下列

情事之一申請留職停薪者，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得考量業務或校務運作狀況依權責核准：一、因教

學或業務需要，經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薦

送、選送或指派國內外進修、研究，期滿後欲延長。二、

自行申請國內外全時進修、研究，其進修、研究項目經服

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與教學或業務有關

。三、配合政策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四、因專長、所

授課程相關或業務特殊需要，依相關借調規定辦理借調。

五、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老邁或重大傷病須侍奉

。六、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七、配偶因公派赴國

外工作或進修，其期間在1年以上須隨同前往。......。」

。復查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2條及第4條之立法意旨，

係分別明定留職停薪之定義及事由。

三、綜上，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2條規定所稱之「其他情

事」，係指同法第4條所定除育嬰、侍親、進修、借調以外

，其餘各款所列舉規定得申請留職停薪之事由。來函所詢

公立學校教師參加公職人員選舉期間，尚非屬上開規定所

稱之其他情事，無法申請留職停薪。

四、又，本案教師如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為避免其因參選行

為影響教學情緒或違反教育基本法第6條規定，爰渠登記

為公職候選人，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如

於上班時間參加選舉活動，應依教師請假規則請事假，併

予敘明。

正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本：本部人事處 2016-08-11
16: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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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3 友善列印

http://weblaw.exam.gov.tw/Print.aspx 1/1

發文字號：銓敘部 106.11.15. 部銓四字第1064282778號函

公(發)布日：106.11.15

主旨：關於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申請 

      留職停薪，其「先行共同生活」之定義範圍及證明文件一案，請查 

      照轉知。 

說明： 

  一、依考試院秘書長民國 106年10月30日考臺秘總字第1060007973號函 

      轉勞動部同年月24日勞動條4字第1060131984號函辦理。 

  二、查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2條第2項規定：「本法於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第16條第 3項 

      規定：「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 

      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之受僱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 1項規定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復查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留職 

      停薪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 

      申請留職停薪，除第1款及第2款各機關不得拒絕外，其餘各款由各 

      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一、養育 3足歲以下子女，並以本 

      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二、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其共同生活期間依 

      前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三、茲依前開勞動部106年10月24日函略以，性平法第16條第3項所稱「 

      先行共同生活」之定義範圍，應以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之規範為依據；至其「先行共同生活」之證明 

      文件，除法院對受僱者聲請收養認可之裁定（含記載於聲請書或筆 

      錄者）外，如因收出養媒合、近親或繼親收養，已與收養人共同生 

      活，致法院未再特別准其先行共同生活者，得以出具法院之公函文 

      書（如家事法庭通知）或村、里長之證明，依個案事實認定受僱者 

      與被收養人已共同生活。以公務人員亦為性平法之適用對象，且留 

      職停薪辦法第5條第1項第2款係配合性平法第16條第3項規定訂定， 

      爰公務人員如依該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其「先行共同生活」之定 

      義範圍及證明文件，請依上開規定辦理。又如係提出村、里長之證 

      明者，須足堪認定當事人確有收養之意願，附予敘明。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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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077 期  20180427  教育科技文化篇 

 

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7 日 

臺教人（三）字第 1070020912B 號 

核釋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7 款有關教育人員之配偶因公派赴國外工作或進

修，其期間在一年以上須隨同前往，申請留職停薪之規定： 
一、 教育人員之配偶於各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或軍事單位服務，其經公費留學考試或

取得政府機關公費補助而出國進修或研究者，得依本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至配偶服務機構

係輔助上開機關（構）、學校或單位辦理國家重要任務或政策，並經派赴國外執行政府工作

者，亦得從寬同意比照本款規定辦理。 
二、 本部 87 年 3 月 2 日台（87）人（二）字第 87015720 號書函、87 年 7 月 2 日台（87）人

（二）字第 87067443 號書函、92 年 7 月 8 日台人（二）字第 0920094885 號書函、92 年 7 月

8 日台人（二）字第 0920094885 號書函、102 年 9 月 6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20127377 號

函、104 年 1 月 20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900033 號函、105 年 6 月 23 日臺教人（三）字

第 1050068793 號函、106 年 8 月 2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60117919 號書函，以及本部歷次

函釋與本令釋未合部分，均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部  長 吳茂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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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報 第 023 卷 第 068 期  20170417  教育科技文化篇 

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7 日 

臺教人（三）字第 1050905967B 號 

核釋教育人員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

生活期間，得準用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規定。 

部  長 潘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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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報 第 021 卷 第 159 期  20150826  教育科技文化篇 

 

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6 日 

臺教人（三）字第 1040099984B 號 

核釋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款所定「重大傷病」，基

於發展遲緩兒童應予早期療育需要，且確須長期復健治療及家屬共同參與，為減輕教育人員家庭

負擔及整體社會照顧成本，並落實教育人員之照護，爰教育人員之學齡期子女經醫院診斷為「邊

緣性發展遲緩」者，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由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審酌個案實際情況及考量業務或校務運作狀況，依權責認定得否申請留職停薪。 

部  長 吳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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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職能基準發展與應用推動計畫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作業規範 

 
 
 
 
 
 
 
 

主辦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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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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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產業結構正處於升級轉型之重要關頭，產業對於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

之人才需求甚為殷切，產業人才新的能力需求因應而生。 

公部門為促進產業發展與國民就業，就產業人才資源發展中有關人才能力

內涵，特訂定產業創新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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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以職能基準與能力鑑定作為產業發展之必要性，並作

為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對職能發展與應用之依據。另外，在 100 年職業訓練法

所增訂之第四條之一:「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整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

定之職能基準、訓練課程、能力鑑定規範與辦理職業訓練等服務資訊，以推動

國民就業所需之職業訓練及技能檢定。」就明定需要有效整合、運用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職能基準、能力鑑定規範，再次強化職能基準與能力鑑

定發展之重要性。 

許多產業公協會等機構因應相關產業需求，也覺得建置產業職能基準有助

於提供企業參考設計用人標準，降低求才成本或規劃訓練內容；產業職能基準

也能提供學校及培訓機構據此進行課程規劃與調整，使其培訓對象之能力貼近

產業需求。近年在民間方面也見許多企業、學校相繼投入職能建置及其相關應

用。 

由上述可知，職能基準是連結職能缺口重要的推動工具，建置過程需要有

所憑藉與代表性。甚者，為能有效協調整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

能基準，對職能品質把關之管理機制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藉由對職能基準品

質之要求，能使產業職能基準之推動有所憑據與相當程度的公信力，短期能掌

握訓練需求以提升職業訓練的品質、鼓勵民間單位應用，確保職業訓練職能學

習之內涵與成效，擴散效益更包括勞動力的學習成長，進而朝向連結職能缺口

以充裕產業所需人才之長期目標。 

基於此，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特研訂職能基準品質管理

機制以確保職能基準之品質，且為協助相關參與單位瞭解職能基準品質認證申

請與審查作業，依中華民國 102年 5月 17日公告的職能發展及應用推動要點的

第六條與第十九條訂定「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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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透過標準化之作業建立職能基準品質管理機制之系統性與一致性，更以此提

高執行效率。 

本作業規範主要針對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審查審查進行說明，如係透過本署

彙收確認格式體例者，將依作業規範《參考附錄 附錄四》辦理。 

有關本作業規範內容架構，羅列如下表： 

表 1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作業規範架構 

作業規範 目的 內容 

第一部分： 

整體作業說明 

讓參與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之

主要關係人了解本署推動職

能基準品質管理之用意。 

1. 品質管理機制 

2. 審核指標 

3. 整體作業流程 

第二部分： 

申請須知 

讓申請者清楚申請品質認證

之相關資訊，以利其辦理申

請作業。 

1. 申請規定（包含：申請條

件、申請作業，以及申請注

意事項） 

2. 審查作業 

參考附錄 與本作業規範相關之補充參

考資料。 

共分 5個附錄： 

1. 名詞解釋 

2. 職能發展及應用推動要點 

3. 職能分級說明 

4. 彙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職能基準成果流程 

5. 職能基準到期檢視流程 

相關附件 與本作業流程相關之表單，

以利申請與審查端對照使

用。 

 附件「1-」編號開頭：與「申

請須知」相關之表單 

常見問題集 讓申請者了解職能基準品質

認證較常遇到之相關問題。 

 常見問題集 

接下來將逐一進行詳細內容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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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參與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之主要關係人瞭解本署推動職能基準品質管

理機制之用意與整體運作方式，以下將依「職能基準品質管理機制、審核指標，

以及整體作業流程」分別說明： 

壹、 職能基準品質管理機制 

職能基準品質管理機制之目的為確保職能基準之內容結構品質，及其職能

內涵與對應工作（職務）內容之關聯性。 

有關品質管理機制各角色分工，包含：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其受委

託／補助之單位，依工業團體法及商業團體法設立之工業團體及商業團體（以

下稱工商團體），主要係參酌職能基準審核指標建置發展職能基準及申請品質認

證；本署委託之執行單位（以下稱執行單位），主要係提供指標及辦理審查行政

作業；本署委託之品質審查專家團隊，主要係進行審查作業，其職責詳如下表。 

表 2 職能基準品質管理機制分工表 

角色 職責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1. 參酌職能基準審核指標，委辦職能基準建置作業 

2. 參酌職能基準品質審核指標，驗收職能基準 

3. 配合彙收作業提交符合品質及格式之職能基準 

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委託／補助之單

位；依工業團體法及商

業團體法設立之工業

團體及商業團體 

1. 參酌職能基準審核指標，發展產業職能基準 

2. 申請職能基準品質審查 

3. 提供職能基準品質審查合格之登錄資料 

本署委託之品質審查

專家團隊 

1. 審查職能基準申請案件 

2. 解釋審查結果疑義 

本署委託之執行單位 1. 提供職能基準審核指標 

2. 辦理職能基準品質審查作業 

3. 分派申請案給專家團隊進行審查作業 

4. 登記及送核審查結果 

5. 公告審查結果 

6. 辦理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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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職能基準審核指標 

由於職能基準是連結職能缺口重要的推動工具，此系統化過程首要確認產

業發展的需求程度、建置過程的嚴謹性與代表性、與產出成果的適當性與公信

力。 

綜合國內發展職能基準，與其他國家如美國、澳洲、新加坡等發展國家職

能之經驗歸納，依據產業職能基準特性，將諸多指標依照系統分析理論中，以

McGrath(1964)輸入(Input)-過程(Process)-產出(Output)模式（簡稱為 I-P-O），

作為指標構面，整理分成需求面(Input)-流程面(Process)-成果面(Output)三大面

向。 

於 101 年「職能發展規範推動計畫」已完成指標之研擬，其各自面向之重

點要求如下所述： 

 

圖 1  職能基準品質構面與審核指標 

 

I. 需求面：基於職能基準的特質具備需求性與公益性，因此發展標的

的選擇應考量對它所屬產業或領域的發展具有明確具體的影響，也

要能考慮未來應用的方式及可能影響的人員規模。 

II. 流程面：為求職能基準的科學性，發展過程應選擇適當職能分析方

法，循序漸進就各步驟做完整資料蒐集或記錄，以及對應的驗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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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III. 結果面：職能基準的產出若要展現共通性與代表性，需要具備符合

職能基準定義之產出項目與職能基準單元，利於檢視產業發展之前

瞻性與未來性，並兼顧產業中不同企業對於該專業人才能力之要求

的共通性，以及反應從事該職業（專業）能力之必要性。 

 
依據上開各項重點要求，爰就各品質構面發展出 9項審核指標、21項要求

條件，以及其說明與檢附文件，詳列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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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指標 說明 要求條件 檢附文件 

1.

需

求

面 

1.1 

產業與

勞動力

的需求 

職能基準發展

標的選擇應考

量對它所屬產

業或該職業領

域的發展具有

明確具體的影

響。 

1.1.1應說明發展標的對所屬產業

領域及勞動市場有重要性或

具體影響，並有具公信力的佐

證資料，包含： 

 符合國內產業政策重點發展方向。 

 有區域性產業發展之需求。 

1.1.2應說明發展標的對該職業有

重要性或具體影響之說明至

少需包含以下兩項，或其他自

述具體面向： 

 對民眾財產安全及公共安全有相

當影響或有明確法規執業資格要

求。 

 能提升所屬及相關產業產品或服

務附加價值。 

 對與國際接軌或跨產業人才流動

有幫助。 

 具轉型或新興需求。 

 實際從業人數與人力來源人數具

相當規模。 

 人才缺口或職缺成長率大。 

 所選標的需求

重要性說明文

件 

1.2應用

效益 

職能基準發展

應考慮未來應

用的方式及可

能影響的人員

規模。 

1.2.1應說明針對職能基準發展後

具體可行或迫切需要之應用

方式，如學校學程課程、職業

訓練、企業人資制度。 

1.2.2應具體明列未來會應用之單

位機構及其應用方式具體構

 職能基準後續

應用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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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指標 說明 要求條件 檢附文件 

想。 

1.2.3應預估該職能基準未來應用

可能影響人數規模。 

2.

流

程

面 

2.1方法

工具選

擇 

職能基準發展

應依照職業之

專業屬性與職

業工作性質、工

作程序及相關

知識技能等之

專業屬性選擇

適當之職能分

析方法。 

2.1.1應說明職能分析方法的考量

原因與合理性。 

2.1.2應依據所選方法規劃符合理

論依據的流程步驟、或說明符

合實務操作正當性。 

 評估選用職能

分析方法分析

說明 

 

2.2分析

流程 

職能分析過程

應循序漸進就

各步驟做完整

資料蒐集或記

錄。 

2.2.1應配合所選職能分析方法，規

劃設計所需工具，如問卷、訪

談題綱等。 

2.2.2應依據所規劃流程，循序進行

完整步驟，並提供所用方法應

產出之相關紀錄文件。 

2.2.3應有具實務經驗的利害關係

人群體參與訂定的證據，且具

3年以上實務經驗之資深人員

需占 6成以上，來源兼顧不同

規模企業組織。 

 職能分析過程

佐證文件 

2.3驗證

方法 

職能基準發展

應依照產業規

模、專業屬性選

擇適當職能內

2.3.1應依據職能基準標的性質說

明如何選擇合適的驗證方法

工具及驗證對象樣本。 

2.3.2驗證結果應可顯示職能內涵

 驗證方法設計 

 驗證程序與結

果分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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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指標 說明 要求條件 檢附文件 

涵項目驗證方

法。 

項目的信效度或證明該職能

內涵項目確為產業或勞動市

場所需。 

2.3.3應依據驗證結果合理進行職

能內涵項目調整。 

3.

成

果

面 

3.1產出

項目 

職能基準產出

項目應包含工

作描述、工作任

務、工作產出、

對應知識、對應

技能、對應態

度、行為指標以

及職能級別。 

3.1.1職能基準產出項目應完備。  職能基準文件 

3.2工作

任務 

職能基準中的

「工作描述」與

「工作任務」應

符合該職業(類)

實際現況。 

3.2.1「工作描述」應清楚合宜呈現

跨組織適用的主要工作範

疇，且不會與其他職業(類)工

作重疊。 

3.2.2 「工作描述」與「工作任務」

應能明確反映目前產業與職

場需求現況。 

3.3職能

內涵 

職能基準中的

對應知識、對應

技能、對應態度

應涵蓋從事該

職業(類)實際所

需之重要項目。 

3.3.1 職能內涵項目是否透過適切

方法驗證職能之完整性。 

3.3.2職能內涵項目應能符合目前

實務工作及趨勢所需。 

3.4行為職能基準中的 3.4.1「行為指標」項目應能符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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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指標 說明 要求條件 檢附文件 

指標 「行為指標」能

具體反應能力

展現的程度，並

作為成果評量

的依據。 

前實務工作及趨勢所需。 

3.4.2「行為指標」應具體清楚描述

行為表現。 

3.4.3「行為指標」所描述的能力程

度，應可對應符合本品質規範

要求之職能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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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整體作業流程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說明 

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

託／補助之機構；工商團體 
計畫執行單位 審查團隊 勞動力發展署 

申
請 

 

檢具申請書與相關資料送件 受理收件   

審
查 

 

 針對申請單位進行

資料與文件審視確

認 

  

 

 安排審查相關事項 針對通過初審

者，進行審查 

 
 

 

 函報審查結果  核定並函知申請

單位審查結果 

管
理 

  追蹤申請單位後續

基準更新事宜 

  

註：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發展之職能基準，建置過程依循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審核指標要求條件，且經內部審查驗收完成，透過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每年彙收，並交由執行單位（必要時協同審查團隊）確認體例無誤者，可直接採認登錄於 iCAP網站（彙收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職能基準成果流程，請參閱本作業規範《參考附錄 附錄四》說明）。

單位提出申請 

函知審查

結果 

複審 

初審 

追蹤管理 

結束 

不符合 

符合 

不通過 

通過 

不
符
合
， 

通
知
補
件
或
不
通
過 

補件再審 

補件通過 

通知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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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申請單位瞭解申請職能基準認證相關規定與申請流程，以利其辦理

申請作業，以下將依「申請規定、審查作業，以及申請注意事項」分別說明： 

壹、 申請規定 

一、申請條件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所委託／補助之專業機構團體；依工業團體

法及商業團體法設立之工業團體及商業團體。 

二、申請作業 

自本署公告受理申請日起至截止日，由符合申請條件之單位依下列規

定向本署提出申請： 

(一) 申請流程 

1. 申請單位先至 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台(https://icap.wda.gov.tw)加

入會員（選擇機關會員）或直接登入機關會員。 

2. 請至「認證專區／線上申請」「申請認證項目」請選擇「職能基準」，

依序填妥「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審查申請表」後，取得申請案號，列

印申請表。 

3. 線上申請完成後，列出「職能基準品質認證申請案件信封封面」黏

貼於資料袋封面，並連同其他申請應備資料郵寄。 

 註：除「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審查申請表」於線上申請填表列印外，

其他申請應備文件，均須紙本備妥，詳見本規範《相關附件》 

(二) 申請應備資料（請依順序排列） 

1.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資格審查表 1份（附件 1-1）。 

2.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審查申請表 1 份（樣式參閱附件 1-2，於 iCAP

網站線上提出申請並填妥列印）。 

3. 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 5份（附件 1-3），並須檢附相關佐證資

料。 

4.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自我檢核表 5份（附件 1-7）。 

5. 電子檔光碟 1份：將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審查申請表、職能基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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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執行報告書，以及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自我檢核表燒錄成光碟，並

附上所發展之職能基準可編輯檔（如：word 或 excel 檔案格式），

於光碟上標示申請單位名稱。 

6. 其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補助之相關證明；依工業

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 

以上所附證件或證明資料若為影本者，須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若不

實則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等字樣。 

(三) 收件與服務窗口 

1. 申請資料應於公告受理申請截止日前，以掛號方式郵寄至執行單位，

逾期概不受理（以郵戳為憑）。 

2. 收件窗口：「職能基準發展與應用推動計畫」專案辦公室收。 

3. 收件地址：10667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237號 5樓 507室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 

（信封正面請註明「申請職能基準品質認證案」） 

4. 諮詢專線：(02)2701-6565分機 334 

5. 電子信箱：icap@itri.org.tw 

三、申請注意事項 

(一) 申請資料經本署審查完畢後，若需補件者，申請單位應於本署通知期

限內補正，逾期或未補件完全者視同放棄申請。 

(二) 申請單位所提送之所有申請資料，因須存檔查考，均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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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審查作業 

一、作業程序 

職能基準審查作業程序分為「初審」與「複審」兩階段，依分別說明如

下： 

(一) 初審 

接受申請後，由執行單位依據申請單位檢送之資料文件，審視是否齊

全及符合規定，若資料不足者將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件不全者，

視同放棄申請。 

(二) 複審 

初審完成後，執行單位邀請相關領域專家組成審查團隊，針對符合資

格之申請單位進行審查（必要時申請單位須列席備詢），最後由審查委員

進行討論後達成共識，審查過程若職能基準申請資料雖符合品質審核指標

要求，但審查委員要求須針對其意見進行修正並補繳相關文件者，則請於

限期內檢送職能基準品質審查補件資料（格式參閱附件 1-8）。 

審查結果之判定如下表所示： 

審查結果 說明 

通過 相關申請資料均符合 9項職能基準審核指標之要求。 

補件通過 相關申請資料雖符合 9項職能基準審核指標之要求，但須要

針對審查委員意見做部份修正。申請單位需於指定期限內補

繳修正後文件，經執行單位確認通過，始得認列「通過」審

查。 

補件再審 相關申請資料雖符合 9項職能基準審核指標之要求，但須要

針對審查委員意見做部份修正。申請單位需於指定期限內補

繳修正後文件，且經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始得認列「通過」

審查。 

不通過 相關申請資料有部份不符合 9項職能基準審核指標之要求，

不予通過。 

申請單位依據審查意見進行修正補件後，並依不同補件情況經審查委員或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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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 說明 

行單位審查確認，始得認列「通過」審查。 

於複審結束後，由勞動力發展署以公文告知審查結果及審查意見。 

二、審查原則 

(一) 審查結果 

分為「通過」、「不通過」等兩種審查結果，如下表所列。 

表 3  職能基準審查結果說明 

審查結果 說明 

通過 相關申請資料均符合 9項職能基準審核指標之要求。 

不通過 相關申請資料有部份不符合 9項職能基準審核指標之要求，

不予通過。 

 

(二) 整個審查及作業過程應以密件處理，切實遵守保密及利益迴避原則。 

三、其他相關規定 

一. 有關申請須知相關表單可於本計畫網站「iCAP職能發展應用平台」

（https://icap.wda.gov.tw/）下載。 

二. 通過品質審查之職能基準，將定期彙整公布於「iCAP職能發展應用平台」

（https://icap.wda.gov.tw/），以供各界查詢參考。 

三. 品質認證有效期限為三年，發展單位應於效期屆滿前完成檢討更新，以符

合產業需求。依本作業規範《參考附錄 附錄五》之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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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名詞解釋 

1. 職業(Occupation)：指符合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或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

所列之項目。 

2. 職類(Occupational Cluster)：指應用相近技能、知識之工作或職務之集

合。 

3. 職能(Competency)：指成功完成某項工作任務或為提高個人及組織現在及

未來績效所應具備之知識、技能、態度或其他特質之能力組合。 

4. 職能分析(Competency Analysis)：指以系統化方式就完成某類型工作、職

業或職類所應具備能力之分析。 

5. 職能基準(Occup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 -OCS)：指由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本部所發展，為完成特定職業或職類工作任務，所應具備

之能力組合，包括該特定職業或職類之各主要工作任務、對應行為指標、

工作產出、知識、技能、態度等職能內涵。 

6. 職能基準單元(Occup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 –OCSU)：指組成職

能基準之各主要工作任務及其所對應行為指標、工作產出、知識、技能、

態度等能力組合。 

7. 職能導向課程(Competency-Based Program-CBP)：指以職能基準或透過

職能需求分析為依據所發展之訓練課程統稱，包含職能基準課程、職能基

準單元課程及職能課程等三類。 

8. 職能基準課程(Program of  OCS-POCS)：指依本部公告採認之職能基準

所發展之訓練課程，其應涵蓋該基準所有職能基準單元，使學習者可習得

各單元所應具備之職能內涵，並具備能展現所有行為指標之能力水準。 

9. 職能基準單元課程(Program of  OCSU-POCSU )：指以經本部採認公告

之職能基準其中部分職能基準單元為依據所發展之訓練課程。學習者可習

得所對應職能基準單元應具備之職能內涵，並具備能展現所對應行為指標

之能力水準。 

10. 職能課程(Program of Competency model)：指因應產業或特定組織之需

要，透過職能分析所建構的職能模型為依據所發展之訓練課程。其規劃需

明確對應至全部或部分職能單元。學習者可習得所對應職能應具備之職能

內涵，並具備能展現所對應行為指標之能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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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職能發展及應用推動要點 

職能發展及應用推動要點 
中華民國 102年 5月 17日勞職能字第 1020501323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6日勞動發法字第 1031812632號令修正 

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部發展署）為協調整合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所定職能基準，鼓勵民間應用，推動培訓產業發展，強化職業訓練

內涵及成效，提升從業人員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職業：指符合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或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所列之項

目。 

（二）職類：指應用相近技能、知識之工作或職務之集合。 

（三）職能：指完成某項工作任務或為提高個人與組織現在及未來績效所應

具備之知識、技能、態度或其他特質之能力組合。 

（四）職能分析：指以系統化方式就完成某類型工作、職業或職類所應具備

能力之分析。 

（五）職能基準：指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本部發展署所發展，為完

成特定職業或職類工作任務，所應具備之能力組合，包括該特定職業

或職類之各主要工作任務、對應行為指標、工作產出、知識、技能、

態度等職能內涵。 

（六）職能基準單元：指組成職能基準之各主要工作任務及其所對應行為指

標、工作產出、知識、技能、態度等能力組合。 

（七）職能導向課程：指以職能基準或透過職能需求分析為依據所發展之訓

練課程統稱，包含職能基準課程、職能基準單元課程及職能課程等三

類。 

（八）職能基準課程：指依本部發展署採認公告之職能基準所發展之訓練課

程，其應涵蓋該基準所有職能基準單元，使學習者可習得各單元所應

具備之職能內涵，並具備能展現所有行為指標之能力水準。 

（九）職能基準單元課程：指依本部發展署採認公告之職能基準，其中部分

職能基準單元為依據所發展之訓練課程。學習者可習得所對應職能基

準單元應具備之職能內涵，並具備能展現所對應行為指標之能力水

準。 

（十）職能課程：指因應產業或特定組織之需要，透過職能分析所建構的職

能模型為依據所發展之訓練課程。其規劃需明確對應至全部或部分職

能單元。學習者可習得所對應職能應具備之職能內涵，並具備能展現

所對應行為指標之能力水準。 

 
三、為有效協調整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職能基準及推動相關工作，

本部發展署得邀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討論下列事項： 

（一）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職能基準及相關推動之協調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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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間團體發展職能基準及職能導向課程之輔導及補助。 

（三）職能基準及職能導向課程品質之管理。 

（四）其他與職能基準發展及應用有關業務之推動。 

 
四、職能基準應依下列規定明定其發展範疇： 

（一）行業：以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為發展範疇。 

（二）職業：以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之小類或細類職業名稱，或職業分類

典之職業名稱，或產業慣用之職業名稱為發展範疇。 

（三）職類：以應用相近技能、知識之工作或職務之集合為發展範疇。 

 
五、職業或職類之職能基準內涵，應包括該特定職業或職類之主要工作任務、

行為指標、工作產出、對應之知識、技能、態度及職能級別。 

前項職能基準內涵及說明，由本部發展署公告之。 

 
六、為確保職能基準品質，本部發展署應參照投入、過程及產出等構面品質訂

定審查標準，以作為審查職能基準之依據。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民間團體發展職能基準，得參酌前項審查

標準，並於完成後向本部發展署申請審查。 

本部發展署辦理職能基準審查，得邀請相關專家依據審查標準進行審

查。審查結果應通知申請人。 

有關職能基準審查之相關規定，由本部發展署公告之。 

 
七、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之機構，或依工業

團體法及商業團體法設立之工業團體及商業團體 ，得申請職能基準審

查。 

 
前項工業團體及商業團體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設立三年以上。 

（二）最近三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三）最近三年內未有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四）未曾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或雖曾受停權處分，但其停權期

間已屆滿。 

（五）對本會未有違約舊案或財務責任未清之情況。 

（六）最近一年內未發生違反勞動法令之情事。 

前二項單位得協同其他國內或國外法人或團體共同發展職能基準，但

協同發展單位應以符合前項各款規定者為限。 

本部發展署為辦理審查得請申請單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單位應

配合提供。 

八、通過審查之職能基準，由本部發展署辦理登錄，並公告於專屬資訊平台（以

下簡稱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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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已登錄之職能基準，每三年應依下列規定定期更新： 

（一）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展者：由本部發展署通知各主管機關評估

是否更新，有更新需求者，由各主管機關依規劃進行更新。 

（二）由本部發展署補助發展者：由本部發展署延請相關專家評估是否更新。

有更新需求者，原發展單位得申請補助更新。未依限更新之基準，自

資訊平台移除，並開放由其他具申請資格者更新。 

職能基準更新後，應重新申請審查。 

 
十、職能導向課程之發展範疇如下： 

（一）依據已公告通過審查之職能基準，發展對應之職能基準課程。 

（二）依據已公告通過審查之職能基準之個別職能基準單元，發展對應之職

能基準單元課程。 

（三）透過職能分析流程進行訓練需求分析後，發展對應之職能課程。 

 
十一、職能導向課程之規劃內涵，應包括課程名稱、目標對象、先備條件、引

用職能內涵、課程地圖、課程目標、內容大綱、教學方法、教材教具、教

學資源、師資資格條件、學習成果評量方式及證據等課程發展設計內涵項

目。 

 
十二、為確保職能導向課程品質，本部發展署應訂定審查標準作為審查依據，

該標準應兼顧需求分析、課程設計及教學、成果評量等構面之品質。 

辦理訓練之單位(以下稱辦訓單位)應參酌審查標準發展職能導向課程，

並完成實際開班及學員學習成果評量後，併附該課程係自行發展之切結，

送本部發展署進行審查。 

職能導向課程內容涉及智慧財產權爭議者，應由辦訓單位自行負責。 

本部發展署受理後，由相關專家依據審查標準進行審查。審查結果應

通知申請單位。 

有關職能導向課程品質審查之相關規定，由本部發展署公告之。 

 
十三、辦訓單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職能導向課程審查： 

（一）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登記之學術團體、專業機構、工業團體、商業

團體、職業工會或協會。 

（二）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登記或許可設立之公、私立職業訓練

機構。 

（三）公私立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 

（四）依公司法設立之法人。 

辦訓單位應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設立三年以上。 

（二）最近三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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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章程中包含教育或訓練相關項目。 

（四）通過訓練品質評核系統(TTQS)評核達銅牌以上。 

（五）最近三年內未有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六）未曾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或雖曾受停權處分，但其停權期

間已屆滿。 

（七）對本會未有違約舊案或財務責任未清之情況。 

（八）最近一年內未發生違反勞動法令之情事。 

辦訓單位得以其他國內或國外法人或團體為協同發展單位，共同發展

職能導向課程，但協同發展單位應以符合前項第四款以外各款者為限。 

本部發展署為辦理審查得請申請單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單位應

配合提供。 

 
十四、通過職能導向課程審查之辦訓單位及協同發展單位為「認可職能訓練組

織」，由本部發展署核發有效期限三年之職能導向課程品質標章，並登錄公

告於資訊平台。 

 
十五、通過職能導向課程審查之辦訓單位應遵守下列規定，本部發展署得不定

期查證，違反者廢止其通過審查決定，繳回品質標章，並於五年內不得申

請職能導向課程審查： 

（一）開辦課程之內容、教學、師資、設備、評量等符合申請文件所載。 

（二）每年依規定檢送辦理狀況及含職能導向課程證號之合格結訓學員名

單。 

（三）每年接受本部發展署不定期抽查。 

 
十六、通過職能導向課程審查之辦訓單位於三年有效期間，其訓練品質評核系

統(TTQS)未達銅牌以上等級者，本部發展署應廢止辦訓單位通過審查之決

定，追回品質標章，並公告於資訊平台。 

 
十七、職能導向課程品質標章有效期到期後，標章失其效力，課程相關資訊自

資訊平台移除。 

辦訓單位得於標章到期前，經維護更新後重新申請審查。 

 
十八、本部發展署得對參與發展職能基準或職能導向課程者辦理輔導或補助措

施，輔導及補助相關計畫另定之。 

依本要點規定通過職能導向課程審查之辦訓單位，於申請本部發展署

其他訓練補助相關計畫時，得優先給予補助或提高其補助額度。 

 
十九、本要點所規定之書表格式，由本部發展署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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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職能分級說明 

職能基準係指為完成特定職業或職類工作任務，所應具備之能力組

合，包括該特定職業或職類之職能級別、各主要工作任務、對應行為指

標、工作產出、知識、技能、態度等職能內涵。因此，職能基準表之內

涵，應針對上述各項目內涵進行發展。其中有關各職能基準訂定級別之

主要目的，在於透過級別標示，區分能力層次以做為培訓規劃的參考，

茲就職能級別之規劃內容，說明如下： 

本計畫職能級別共分為 6級，主要係參考新加坡、香港（兩者皆參

考自實施分級成熟之澳洲資歷架構並調整為較易運作），以及學理上較成

熟之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布魯姆(Bloom)教育目標理論等，經加以研析萃取

後，研訂符合我國國情之職能級別，如下表所示： 

表 4 本計畫職能級別 

級別 能力內涵說明 

6 能夠在高度複雜變動的情況中，應用整合的專業知識與技術，獨立完成專

業與創新的工作。需要具備策略思考、決策及原創能力。 

5 能夠在複雜變動的情況中，在最少監督下，自主完成工作。需要具備應用、

整合、系統化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策略思考與判斷能力。 

4 能夠在經常變動的情況中，在少許監督下，獨立執行涉及規劃設計且需要

熟練技巧的工作。需要具備相當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作判斷及決定的能

力。 

3 能夠在部分變動及非常規性的情況中，在一般監督下，獨立完成工作。需

要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少許的判斷能力。 

2 能夠在大部分可預計及有規律的情況中，在經常性監督下，按指導進行需

要某些判斷及理解性的工作。需具備基本知識、技術。 

1 能夠在可預計及有規律的情況中，在密切監督及清楚指示下，執行常規性

及重複性的工作。且通常不需要特殊訓練、教育及專業知識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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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彙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職能基準成果流程 

一、整體作業流程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說明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計畫執行單位 勞動力發展署 

彙
收 

 

函送職能基準發展成果  彙收各部會建置之職能基準 

格
式
體
例
確
認 

 

 彙收資料統整  

 

 書面確認職能基準

成果體例 

如不符合，函請調整 

 

   

 

 體例確認無誤，採認

登錄於 iCAP網站 

 

管
理 

  追蹤申請單位後續

基準更新事宜 

 

 

函送職能基準 

發展成果 

結果 

書面確認 

採認公告 

符合 

追蹤管理 

不
符
合
， 

回
函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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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須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逕行函送職能基準發展成果；或回覆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彙收函文，檢附職能基準發展成果。 

 

三、審查須知 

本署獲彙收資料後，將由執行團隊（必要時協同審查團隊）針對品質審核

指標 3.1檢視職能基準成果，確認體例格式，並於職能基準體例格式確認表（附

件 3-1）簽名，若不符合者本署將回函通知修正；若修正符合，則採認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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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職能基準到期檢視流程 

作業流程 
作業說明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商團體 計畫執行單位 勞動力發展署 
 

  通知與調查職能基準更新事宜 

 盤點年度預計更新之職能基準項目   

 確認當年度預計更新項目   

 

依檢視狀況，視需要邀集產業／職業

專家更新職能基準 

  

 

函送更新之職能基準或沿用現行之職

能基準 

 受理函文 

 

 協助檢視格式體例  

  公告職能基準之更新版本  

 

通知與調查 

確認更新項目 

檢視格式

體例 
修訂 

格式有誤 

格式無誤 

檢視或更新職能基準 

函送勞動力發展署 

公告更新版本 

盤點預計更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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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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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初審表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初審表 

申請案號： 

收文日期：由執行單位填寫 

發展單位： 

申請單位： 

 

項目 
檢查結果 審查結果 

備註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一、 是否符合申請資格，符合項目： □ □ □ □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2. 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之機構（請檢附委託證

明） 

3. 依工業團體法及商業團體法設立之工業團體及商業

團體（請檢附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 

□ 

□ 

□ 

□ 

□ 

□ 

□ 

□ 

□ 

□ 

□ 

 

二、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審查申請表 1份 

（線上申請並列印） 

□ □ □ □  

三、 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 5份 □ □ □ □  

四、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自我檢核表 5份 □ □ □ □  

五、 光碟 1份（含項目三、四等文件之電子檔，並附上所

發展之職能基準可編輯檔，如：word或 excel 檔案格式） 

□ □ □ □  

審查結果 
□【通過】：申請書及相關申請資料全符合要項。 

□【不通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者簽名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註：粗框內容（含審查資訊與結果）由執行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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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審查申請表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審查申請表（線上申請*，本表僅供參考） 

申請基準名稱  

發展單位名稱  

申請單位名稱  

申請單位屬性 
□1.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2.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之機構 

□3.其他  

職能基準 

領域類別 
(詳請參閱附件

1-5、1-6) 

□1.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 □2.製造 □3.建築與營造 □4.行銷與銷售 

□5.物流運輸 □6.休閒與觀光旅遊 □7.資訊科技 □8.金融財務 

□9.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10.政府公共事務 

□11.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 □12.教育與訓練 □13.醫療保健 

□14.個人及社會服務 □15.藝文與影音傳播 □16.企業經營管理 

註：線上申請時，除勾選上述 16類領域類別，並須勾選下一層領域類別細目。 

單位資料 

負責人姓名  成立時間 民國   年 

統一編號 

(或機關代碼) 
   

機構電話 (   ) 傳真號碼 (   )  

機構地址  

機構網址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   ) 傳真號碼 (   ) 

電子郵件  

職能發展相關

經驗 

發展項目名稱： 

發展起迄年： 

協助外部單位發展經驗說明： 

 
 
 
 
 
 
 
 
 
 
 
 
 

註：以上若有填寫，請附上可茲佐證之資料 

*本表須於 iCAP線上提出申請並填妥列印，取得申請案號，列印申請表，並連同其他申請應

備資料郵寄。詳細說明請參閱本規範「第二部份 申請須知 / 申請作業」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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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 

 
 
 
 

申請案號： （如不知案號，則由執行單位填寫） 

基準名稱： ○○○ 

發展單位： ○○○ 

申請單位： ○○○ 
 
 
 

職能基準適用之領域類別（請勾選，詳附件 1-5、1-6） 
□ 1.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 □ 9.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 2.製造 □ 10.政府公共事務 

□ 3.建築與營造 □ 11.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 

□ 4.行銷與銷售 □ 12.教育與訓練 

□ 5.物流運輸 □ 13.醫療保健 

□ 6.休閒與觀光旅遊 □ 14.個人及社會服務 

□ 7.資訊科技 □ 15.藝文與影音傳播 

□ 8.金融財務 □ 16.企業經營管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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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格式說明 

1. 本報告書請據實填寫，若因填寫不全或不實致審查未通過時，申請單位自

行負責。 

2. 報告書請以中文直式橫書（由左至右）、A4規格紙張直式橫寫，繕打製作，

並加編製目錄及頁碼，雙面印刷、左側膠裝。 

3. 報告書中表格化之項目，表格長度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調整。 

4. 請繳交 5本報告書，並裝訂成冊。如有附冊，附冊文件資料可與報告書分

開裝訂，如頁數龐大，可分為卷一、卷二…裝訂，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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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請
案
號>

 
 
 
 
 
 
 
 
 
 
 
<

申
請
基
準
名
稱>

 
 
 

職
能
基
準
規
劃
與
執
行
報
告
書 

 
 
 
 
 
 
 
 
 
 
 
 
<

申
請
單
位
名
稱>

 

書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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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壹、 緣起 

一、 組織架構 

二、 發展方向及策略 

貳、 計畫目標 

參、 計畫時程 

肆、 職能基準需求分析 

一、 發展標的對產業之影響 

二、 發展標的未來的應用模式 

伍、 流程說明 

一、 職能分析方法 

二、 職能分析過程 

三、 驗證方法 

 

陸、 執行成果 

柒、 結論與檢討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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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若同一個單位同時申請兩項以上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且書寫裝訂成同一本職能基準

規劃與執行報告書，請將「個別職能基準」相異處依章節分別羅列，如下範例： 

 

壹、 緣起 

一、 組織架構 

二、 發展方向及策略 

貳、 計畫目標 

參、 計畫時程 

 

肆、 《職能基準 1》 

一、 職能基準需求分析 

（一） 發展標的對產業之影響 

（二） 發展標的未來的應用模式 

二、 流程說明 

（一） 職能分析方法 

（二） 職能分析過程 

（三） 驗證方法 

三、 執行成果 

 

伍、 《職能基準 2》 

一、 職能基準需求分析 

（一） 發展標的對產業之影響 

（二） 發展標的未來的應用模式 

二、 流程說明 

（一） 職能分析方法 

（二） 職能分析過程 

（三） 驗證方法 

三、 執行成果 

 

陸、 結論與檢討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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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撰寫提要 

 

壹、 緣起 

一、 組織架構 

說明組織現況，包含架構與人力。 

二、 發展方向及策略 

說明組織未來發展策略。 

貳、 計畫目標 

具據說明組織發展職能基準之目標。 

參、 計畫時程 

列出職能基準發展標的之時程。 

肆、 職能基準需求分析 

一、 發展標的對產業之影響 

說明該職能基準發展標的對所屬產業領域及勞動市場，或者該職業有重

要性或具體影響。 

二、 發展標的未來的應用模式 

說明該職能基準發展標的未來可能之應用機構與方式，並預估所影響之

人數規模量。 

伍、 流程說明 

一、 職能分析方法 

說明職能基準發展所選擇之方法工具，考量的原因與合理性，以及分析

流程。 

二、 職能分析過程 

舉證職能基準分析過程，運用所規劃之各項分析工具，以及產出之相關

記錄文件。 

三、 驗證方法 

說明如何選擇選擇合適的驗證方法，以驗證職能基準發展標的，以及舉

證驗證結果能證實職能基準發展標的之職能內涵項目確為產業或勞動

市場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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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執行成果 
以職能基準規劃呈現職能基準建置成果，有關職能基準表格式如下所示，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 1-4、職能基準表填寫說明與範例》 

職能基準代碼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所屬

類別 

職類別  職類別代碼  

職業別  職業別代碼  

行業別  行業別代碼  

工作描述  

基準級別  

 

工作任務(依需要分層)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說明與補充事項 

 

（表格列數請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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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與檢討 

結論與檢討包含建置該項標的過程之各項檢討，包含：時程、選擇工具、驗
證方法…等等。 

 

附錄 

 報告書附錄文件請檢附職能基準發展過程相關佐證文件，例如：文獻分
析之分析過程、訪談之訪談題綱、訪談記錄；專家會議之會議簽到表、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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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職能基準表填寫說明與範例 

職能基準代碼 (免填)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指應用相近技能、知識之工作或職務之集合，如：職能分析 

職業 指職務或工作名稱，如：教育訓練人員 

所屬

類別 

職類別 依據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作業規範領域分類名稱 職類別代碼 依據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作業規範領域分類代碼 

職業別 依據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名稱 職業別代碼 依據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代碼 

行業別 依據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名稱 行業別代碼 依據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代碼 

工作描述 針對此職務工作內容進行整體描述，包含最主要的工作內容及工作產出之重要成果。 

基準級別 以最主要或最多數的工作任務所對應之職能級別為準(例如：機械設計工程師的工作任務，其最主要任務之級別為 4，故基準級別為 4)。 

 

工作任務(依需要分層)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1 
依據該職業（職類）之

主要工作進行分析，分

層展開主要職責、工作

任務、工作活動(視工作

複雜度決定分層數)。 

T1.1 
 

O1.1.1 
指執行某任務最主要的

關鍵工作產出，包含過程

及最終的關鍵產出項目。 

P1.1.1 
用以評估是否成功完成

工作任務之標準。需具體

描述在何種任務情境

下，有哪些應有的行為或

產出。 

依不同工作任

務與行為指標

的能力層次，

設定「級別」

(參考職能級

別表)。 

K01 
指執行某項任務所需瞭

解可應用於該領域的原

則與事實。 

S01 
指執行某項任務所需具備可幫助

任務進行的認知層面能力或技術

性操作層面的能力（通稱 hard 

skills），以及跟個人有關之社交、

溝通、自我管理行為等能力(通稱

soft skills)。 

 T1.2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指個人對某一事物的看法和因此所採取的行動，包含：內在動機及行為傾向。(態度內涵將於後續職能應用時視需求納入考量) 

A01… 

 

說明與補充事項 

若職能基準有其他說明，載於此欄位。如：專有名詞釋義、擔任此職類/職業之必要學經歷與能力條件、進行此職類/職業訓練之先備條件等入門水準說明。 

（表格列數請自行調整）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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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基準名稱： 

「職能基準」乃指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本部發展署所發展，為完

成特定職業或職類工作，所應具備之能力組合，包括該特定職業或職類之

各主要工作(任務)、對應行為指標、級別、工作產出、知識、技能、態度

等職能內涵。故此「職能基準名稱請選擇「職類」或「職業」擇一填寫且

可於其後以括弧( )形式標示產業慣用之職業項目名稱。 

所屬類別： 

 「職類別」指應用相近知識、技能的工作或職務之集合；或於不同產業

/職業均可能運用之能力組合。職類領域別與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對

照，可本作業規範參閱《附件 1-5、職能基準領域類別對照表》；而各領

域類別可參閱本作業規範《附件 1-6、領域類別架構表》填寫。 

 「職業別」以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之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1為主，以標

示至小類(3碼)或細類(4碼)為原則。 

 「行業別」以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2為主，請標

示至中類為原則。 

  

1 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

http://www.stat.gov.tw/lp.asp?CtNode=1310&CtUnit=228&BaseDSD=7&mp=4 
2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http://www.stat.gov.tw/lp.asp?ctNode=1309&CtUnit=566&BaseDSD=7&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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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S=skills技能)： 

「技能」：指執行某項任務所需具備可幫助任務進行的認知層面能力或技

術性操作層面的能力（通稱 hard skills），以及跟個人有關之社交、溝通、

自我管理行為等能力(通稱 soft skills)。於軟技能（soft skills）之共通技能

部分，職能基準發展單位可透過職能分析方法訂定，或者參閱下表所列，

由其中選擇所需項目，並可視需要自行增列3： 

項次 共通技能項目 定義 

S01 人脈拓展 
主動尋求有利於工作的人際關係或聯繫網絡，積極建立並有效管理，以

維繫彼此的合作關係。 

S02 
外部環境認知與

評估 

具備一定的敏感度，可以瞭解及判斷經濟、政治和社會趨勢對組織與任

務的影響。 

S03 策略性思考 
在思考及判斷時，能預見其短、長期的潛在影響與衝擊，並透過邏輯性

及周延性的分析與整合，採行相關的因應計劃。 

S04 有效連結 指能從過去的經驗或現有資料，找出與目標相關之關鍵性資訊。 

S05 價值判斷 能從不同的資訊準則，判斷各種方案的優劣價值。 

S06 影響力 
能夠透過各種不同方式使他人認同、支持自己的意見、觀點、提案、計

畫及解決方案。 

S07 品質導向 
執行工作任務時能持續不斷設計或應用回饋機制檢視及改善工作流程與

結果，以確保產品或服務符合功能條件或品質保證的原則。 

S08 成果導向 運用各種方法，以求務必在期限內完成目標。 

S09 顧客導向 
站在顧客立場，了解顧客的問題及需求，樂於提供資訊或協助、解決顧

客的問題或滿足他們的期望。 

S10 分析與解讀能力 
運用演繹與歸納、分類與比較、抽象與概括等邏輯思考技巧，蒐集分析

取得之資訊，並正確解讀分析結果。 

S11 規劃與組織能力 
能自行規劃與組織工作，找出提升效率的工作排序與資源運用，並思考

評估與他人的工作進行連結，以有效達成目標。 

S12 時間管理 
有效規劃、分配及運用個人時間，且能檢討各項活動或工作的執行時間，

調整無效或重複的作業流程。 

S13 問題分析 能在複雜或模糊不明的狀況下，系統化地找到關鍵問題所在。 

S14 問題解決 
遇到狀況時能釐清問題，透過資訊蒐集與分析，運用系統化的方法，進

行判斷評估，以提出解決方案或最佳方案供選擇。 

S15 團隊合作 

工作執行過程，視需要與組織成員(包含：同一單位或跨部門團隊)建立

良好共事關係，透過彼此間的互信、合作、支援、協調，以解決工作上

所發生的問題並達成組織目標。 

3 有關共通技能項目之編號 S01、S02…非固定，可視職能基準發展需求自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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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共通技能項目 定義 

S16 創新能力 
不侷限既有的工作模式，針對工作狀況主動提出新的建議或想法，並嘗

試使用不同或新的方式來處理工作問題。 

S17 正確傾聽 能根據特定的溝通目標與脈絡線索，正確解讀他人訊息。 

S18 溝通能力 
透過有效的口語與非口語表達方式，適當傳遞自己的想法使他人瞭解，

並理解他人所傳達的資訊。 

S19 協調能力 
透過有效的溝通方式，將原本各自不同的意見整合達成共識，尋找雙方

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S20 說服能力 
使用適當的人際溝通方法，結合人際互動策略使對方接受某種觀念、服

務或產品。 

S21 衝突管理 
以建設性的方式有效處理紛爭、不滿、對抗、意見不合，以降低負面的

影響。 

S22 閱讀能力 理解工作相關文件中的文句、段落與數據。 

S23 文書撰寫能力 能夠正確地用詞遣字，運用通順文句編寫資料與準備書面文件。 

S24 
資訊科技應用能

力 

能善用科技工具，有效存取、管理、傳遞與整合各種資訊，以完成工作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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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態度」：指個人對某一事物的看法和因此所採取的行動，包含：內在動

機及行為傾向。於態度內涵，職能基準發展單位可透過職能分析方法訂定，

或者參閱下表所列，由其中選擇所需項目4，並可視需要自行增列5： 

項次 態度項目 定義 

A01 主動積極 
不需他人指示或要求能自動自發做事，面臨問題立即採取行動加以解決，

且為達目標願意主動承擔額外責任。 

A02 正直誠實 
展現高道德標準及值得信賴的行為，且能以維持組織誠信為行事原則，瞭

解違反組織、自己及他人的道德標準之影響。 

A03 親和力 
對他人表現理解、友善、同理心、關心和禮貌，並能與不同背景的人發展

及維持良好關係。 

A04 持續學習 
能夠展現自我提升的企圖心，利用且積極參與各種機會，學習任務所需的

新知識與技能，並能有效應用在特定任務。 

A05 自我管理 
設立定義明確且實際可行的個人目標；對於及時完成任務展現高度進取、

努力、承諾及負責任的行為。 

A06 自信心 
在表達意見、做決定、面對挑戰或挫折時，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

面對他人反對意見時，能獨自站穩自己的立場。 

A07 追求卓越 
會為自己設定具挑戰性的工作目標並全力以赴，願意主動投注心力達成或

超越既定目標，不斷尋求突破。 

A08 團隊意識 積極參與並支持團隊，能彼此鼓勵共同達成團隊目標。 

A09 彈性 
能夠敞開心胸，調整行為或工作方法以適應新資訊、變化的外在環境或突

如其來的阻礙。 

A10 壓力容忍 
冷靜且有效地應對及處理高度緊張的情況或壓力，如緊迫的時間、不友善

的人、各類突發事件及危急狀況，並能以適當的方式紓解自身壓力。 

A11 應對不確定性 
當狀況不明或問題不夠具體的情況下，能在必要時採取行動，以有效釐清

模糊不清的態勢。 

A12 好奇開放 容易受到複雜新穎的事物吸引，且易於接受新觀念的傾向。 

A13 冒險挑戰 
在成敗後果不能確定的情境下，對成功機會少但成功後報酬高的事情勇於

嘗試的傾向。 

A14 謹慎細心 
對於任務的執行過程，能謹慎考量及處理所有細節，精確地檢視每個程

序，並持續對其保持高度關注。 

 

4 考慮各工作任務所需態度項目多屬共通，無太多差異，以合併呈現於職能基準下方欄位，

倘若有部分工作任務有特定之態度要求，可於個別態度項目其後以括弧( )形式標示所屬

之工作任任務。 

5 有關態度項目之編號 A01、A02…非固定，可視職能基準發展需求自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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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行政人員職能基準(範例) 

職能基準代碼 BHR2422-007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訓練行政人員（此基準相關職業包含：訓練助理、人資專員） 

所屬

類別 

職類別 企業經營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職類別代碼 BHR 

職業別 人事及員工培訓專業人員 職業別代碼 2422 

行業別 教育服務業／教育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P8579 

工作描述 
於訓練機構或企業訓練單位，協助課程設計人員、授課講師以及評量員依訓練計畫，準備訓前相關前置作業、訓中督課與行政支援，以及訓後

訓練發展紀錄維護、相關報表產出等工作。 

基準級別 3 

 

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T1訓練前

置作業 

T1.1 進行

開訓前相關

準事宜 

O1.1.1訓

練準備檢核

表 

P1.1.1依據所規劃之訓練計劃，處理開訓

前行政事宜，如：安排訓練場地、

聯繫授課講師並與講師確認訓練

需求、確認與追蹤訓練教材…等。 

P1.1.2依組織與講師需要，準備相關教學

資源，如：海報紙。 

P1.1.3依組織與講師需要，協助完成訓練

相關評量文件，如：滿意度調查

表。 

2 K1 組織相關政策與規章 

K2 有關與訓練相關之組織

政策與要求 

K3 有關產業 /訓練機構之

職業健康與安全的責任 

K4 對於訓練所需之各種輔

助教學資源（包含：教

學媒材、教具） 

K5 講師資訊 

S1 認知及解讀技能，包含：解讀訓練

計畫、解讀評量計畫 

S2 資訊應用技能 

S3 人際溝通技能 

 T1.2 協助

招生 

O1.2.1訓

練準備檢核

表 

P1.2.1按訓練計劃與招生對象，運用現有

資源（如：網站、eDM、email）

進行招生報名作業。 

3 K6 組織現行招生計畫 

K7 保險供應商資訊 

K8 訓前通知方式 

S4 活動宣傳設計 

S5 人際溝通技能 

S6 資訊應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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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O1.2.2學

員清冊 

P1.2.2按訓練計劃與招生對象，運用現有

資源（如：網站、eDM、email）

進行招生報名作業。 

P1.2.3 依據招生報名情況，確認學員名

單。 

P1.2.4視需要，準備受訓學員報到當天資

料袋，如：學員簽到表、學員名

牌印製。 

P1.2.5視需要，為當天受訓場地與受訓學

員進行保險。 

T2訓練計

畫執行 

T2.1 提供

行政支援 

O2.1.1學

員清冊

（含：飲食

調查） 

O2.1.2簽

到表 

O2.1.3講

師聯繫資訊 

P2.1.1 進行教學設備測試與準備教學資

源，如：電腦、網路、麥克風、

錄音錄影設備、音響、白板筆、

海報紙…) 

P2.1.2辦理受訓學員簽到與簽退、請假及

資料登錄、餐點確認等事宜。 

P2.1.3如有需要，協助招待授課講師。 

P2.1.4視訓練課程需要，提供學員相關諮

詢服務，如：餐飲、住宿等。 

P2.1.5視訓練課程需要，依課程講師評量

結果，確認結訓學員名單，並印

製結訓證書。 

2 K9 有關產業 /訓練機構之

職業健康與安全的責任 

K10 餐飲住宿供應商資訊 

K11 組織訓練證書格式 

K12 教學設備使用手冊 

S7 教學設備操作 

S8 時間管理能力 

S9 口語表達技能 

S10 資訊應用技能 

 T2.2 提供 O2.2.1評 P2.2.1依據評量計畫，協助評量員準備評 3 K13 不同型式之證據和規則 S11 認知及解讀技能，包含：解讀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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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教學支援 量 量所需的材料與硬體資源。 

P2.2.2 閱讀訓練課程之評量計畫(包含：

評量對象、評量目標、評量方式、

成果評量規劃表)，並視訓練課程

需要，協助記錄受訓學員於訓期

間相關評量考核。 

P2.2.3依據評量計畫，協助評量員收集學

員相關訓練記錄以及評量成果。 

P2.2.4視訓練課程需要，配合訓練講師進

行訓練課程之學習活動，或是擔

任助教，提供支援，如：小組討

論。 

P2.2.5視訓練課程需要，進行督課並記錄

課程進行相關狀況，如有異常，

即時反映並填報相關文件。 

K14 不同評量方法及其目的

和使用 

K15 職能基準 /職能模型之

評量指引與發展評量工

具之關聯性 

K16 對於訓練所需之各種輔

助教學資源（包含：教

學媒材、教具） 

計畫、解讀評量計畫 

S12 資料分析技能 

S13 對於訓練所需之各種輔助教學資

源之使用時機與使用方式 

T3訓練計

畫結案 

T3.1 追蹤

訓練成效 

O3.1.1 評

量 職 能 之

成果證據 

P3.1.1 協助評量員統整所收集之相關訓

練記錄以及評量成果，視需要進

行相關統計分析。 

P3.1.2視組織需求，協助評量員進行訓後

追蹤，如：直屬主管評量（後測）、

就業率等。 

3 K17 訓練成果證據歸檔方式 

K18 不同型式之證據和規則 

K19 不同評量方法及其目的

和使用 

S14 資料分析技能 

S15 訓練成果證據歸檔 

 T3.2 彙整

訓練記錄 

O3.2.1訓

練歷程檔案

P3.2.1 協助將訓練過程相關文件紀錄統

整歸檔，如：評量文件、教學日

3 K20 訓練和評量資訊系統使

用手冊 

S16 時間管理能力 

S17 訓練和評量資訊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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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包含：訓

練成果報

告、訓練歷

程檔案） 

O3.2.2訓

練結案報告 

誌、訓練結案文件等。 

P3.2.2協助撰寫訓練結案報告。 

K21 組織訓練結案報告撰寫

原則 

S18 文字表達能力 

S19 簡報能力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A01親和關係：對他人表現理解、友善、同理心、關心和禮貌，並能與不同背景的人發展及維持良好關係。 

A02主動積極：不需他人指示或要求能自動自發做事，面臨問題立即採取行動加以解決，且為達目標願意主動承擔額外責任。 

A03壓力容忍：冷靜且有效地應對及處理高度緊張的情況或壓力，如緊迫的時間、不友善的人、各類突發事件及危急狀況，並能以適當的方式紓解自身壓力。 

A04彈性：能夠敞開心胸，調整行為或工作方法以適應新資訊、變化的外在環境或突如其來的阻礙。 

A05應對不明狀況：當狀況不明或問題不夠具體的情況下，能在必要時採取行動，以有效釐清模糊不清的態勢，完成任務。 

 

說明與補充事項 

 相關職業可能包含：訓練助理、人資專員。 

 擔任此職務之必要學經歷：人力資源相關科系畢業，或者具該產業領域背景且具教育訓練相關經歷至少 1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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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職能基準領域類別對照表 

職能基準領域類別對照表 

領域類別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 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 

A大類-農、林、漁、牧業 
B大類-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D大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E大類-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N大類-支援服務業 

2. 製造 C大類-製造業 

3. 建築與營造 F大類-營造業 

4. 行銷與銷售 G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5. 物流運輸 H大類-運輸及倉儲業 

6. 休閒與觀光旅遊 I大類-住宿及餐飲業 

7. 資訊科技 J大類-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8. 金融財務 
K大類-金融及保險業 
L大類-不動產業 

9.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M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 政府公共事務 
O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1. 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 

12. 教育與訓練 P大類-教育服務業 

13. 醫療保健 
Q大類-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4. 個人及社會服務 
S大類-其他服務業 

15. 藝文與影音傳播 R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6. 企業經營管理 
 

註： 

 為兼顧管理性及代表性，本計畫爰將職能基準適用之領域類別，按行政院主計處訂頒之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5479&CtUnit=566&BaseDSD=7)為主要架構，

分為 16個領域類別（如本附件 1-4、附件 1-5），申請單位請參考「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內涵，於附件 1-3封面勾選所發展職能基準適用之領域類別。 

90

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5479&CtUnit=566&BaseDSD=7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領域類別」係指由同一領域，或所需知識技能相近之工作所組成，可以提供給教育及

訓練體系運用於職涯或學習發展規劃，有系統的養成相近知識與技能之工作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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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領域類別架構表 

領域類別架構表 
項次 領域類別 職類代號 職類名稱 

1.  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 

NFP 食品生產與加工 

NPR 植物研究發展與應用 

NAR 動物研究發展與應用 

NNC 自然資源保育 

NEP 環境保護與衛生 

NAO 農業經營 

2.  製造 

MPM 生產管理 

MPD 製程研發 

MEM 設備安裝維護 

MQM 品質管理 

MMP 資材及庫存規劃 

MIM 工業安全管理 

3.  建築與營造 
CAP 建築規劃設計 

CCM 營造及維護 

4.  行銷與銷售 

KMM 行銷管理 

KPS 專業銷售 

KMC 行銷傳播 

KMA 市場分析研究 

KRM 零售與通路管理 

5.  物流運輸 

RTO 運輸作業 

RLM 物流規劃及管理 

RTE 運輸工程 

RTM 運輸規劃及管理 

6.  休閒與觀光旅遊 

TFB 餐飲管理 

THM 旅館管理 

TTM 旅遊管理 

TRM 休閒遊憩管理 

7.  資訊科技 

INM 網路規劃與建置管理 

IIS 資訊支援與服務 

IDC 數位內容與傳播 

ISD 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 

8.  金融財務 

FSI 證券及投資 

FFN 財務 

FBF 銀行金融業務 

FIS 保險 

FAC 會計 

9.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SET 工程及技術 

SMS 數學及科學 

10.  政府公共事務 GND 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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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領域類別 職類代號 職類名稱 

GFA 外交與國際事務 

GPA 公共行政 

11.  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 

LJU 司法 

LPS 公共安全 

LLS 法律服務 

12.  教育與訓練 
EEA 教育行政 

ETE 教學 

13.  醫療保健 

HMS 醫療服務 

HLC 長期照護服務 

HPH 公共衛生 

HHM 健康產業及醫務管理 

HBR 生技研發 

14.  個人及社會服務 

PPE 學前照護及教育 

PPC 心理諮詢服務 

PSS 社會工作服務 

PIC 個人照護服務 

15.  藝文與影音傳播 

ATC 影視傳播 

APP 印刷出版 

AVA 視覺藝術 

APA 表演藝術 

AJC 新聞傳播 

ACC 通訊傳播 

16.  企業經營管理 

BGM 一般管理 

BIM 企業資訊管理 

BHR 人力資源管理 

BLM 運籌管理 

BAS 行政支援 

 

 為使職能基準發展範疇有共同依據，本計畫係以「職業」或「職類」作

為職能基準之發展標的。 

 「職業」與「職類」： 

 有關「職業」部分，將以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之「中華民國職業

標準分類」之小類或細類職業名稱為發展範疇，若於以上官方分

類依據中均無適用之職業名稱，則以產業慣用之職業名稱作為發

展範疇。 

 有關「職類」部分，係參考國內外各領域專家意見及按實際狀況

調整後，建立如上之領域類別表。 

 以「物流管理師」為例，屬上述「領域類別」中的「5.物流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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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的「物流規劃及管理」職類，因此於「職能基準表」中的「職

類別代碼」即屬於「RLM」。 

 實務上，部份職業/職類會因不同行業有不同能力要求，為使未來培育

方向及內容更精確，應標示是否適用特定行業。且為有一致的發展依據，

行業範疇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作為發

展範疇；而部份職類為跨行業別需要，如企業經營管理類，則不需限定

標示行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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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自我檢核表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自我檢核表（填寫範例） 

構面 指標 說明 要求條件 檢附文件 
自我檢核結果 

符合 

1.需求面 

1.1 

產業與勞動

力的需求 

職能基準發展標的

選擇應考量對它所

屬產業或該職業領

域的發展具有明確

具體的影響。 

1.1.1應說明發展標的對所屬產業領域及勞動市場

有重要性或具體影響，並有具公信力的佐證資

料，包含： 

 符合國內產業政策重點發展方向。 

 有區域性產業發展之需求。 

 

報告書：P.9 

 

一、職能基準需求

分析／ (一 )發展標

的對產業之影響／

1.符合國內產業重

點發展方向 

▇ 

1.1.2應說明發展標的對該職業有重要性或具體影

響之說明至少需包含以下兩項，或其他自述具

體面向： 

 對民眾財產安全及公共安全有相當影響或有

明確法規執業資格要求。 

 能提升所屬及相關產業產品或服務附加價

值。 

 對與國際接軌或跨產業人才流動有幫助。 

 具轉型或新興需求。 

 實際從業人數與人力來源人數具相當規模。 

 人才缺口或職缺成長率大。 

報告書：P.10 

 

一、職能基準需求

分析／ (一 )發展標

的對產業之影響／

2.對於該職業之從

業人員有具體影響 

▇ 

填寫說明： 

 此表為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自我檢核表填寫範例，如「粗框內容」所示，於【檢附文件】欄請填寫檢送之報告書

對應頁碼與章節；於【自我檢核結果】欄請檢核是否符合該要求條件。 

 上述各項審核指標須須全數填寫符合，才能申請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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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自我檢核表 

構面 指標 說明 要求條件 檢附文件 
自我檢核結果 

符合 

1.需求面 

1.1 

產業與勞動

力的需求 

職能基準發展標的

選擇應考量對它所

屬產業或該職業領

域的發展具有明確

具體的影響。 

1.1.1應說明發展標的對所屬產業領域及勞動市場

有重要性或具體影響，並有具公信力的佐證資

料，包含： 

 符合國內產業政策重點發展方向。 

 有區域性產業發展之需求。 

 所選標的需求重

要性說明文件 

 

註： 

1.1.1請說明符合哪

一個發展方向。 

 

1.1.2請說明符合哪

些重要影響項目。 

□ 

1.1.2應說明發展標的對該職業有重要性或具體影

響之說明至少需包含以下兩項，或其他自述具

體面向： 

 對民眾財產安全及公共安全有相當影響或有

明確法規執業資格要求。 

 能提升所屬及相關產業產品或服務附加價

值。 

 對與國際接軌或跨產業人才流動有幫助。 

 具轉型或新興需求。 

 實際從業人數與人力來源人數具相當規模。 

 人才缺口或職缺成長率大。 

□ 

1.2 應用效益 職能基準發展應考

慮未來應用的方式

及可能影響的人員

規模。 

1.2.1應說明針對職能基準發展後具體可行或迫切

需要之應用方式，如學校學程課程、職業訓

練、企業人資制度。 

 職能基準後續應

用說明文件 

□ 

1.2.2應具體明列未來會應用之單位機構及其應用

方式具體構想。 

□ 

1.2.3應預估該職能基準未來應用可能影響人數規

模。 

□ 

2.流程面 2.1 方法工具職能基準發展應依 2.1.1應說明職能分析方法的考量原因與合理性。  評估選用職能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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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指標 說明 要求條件 檢附文件 
自我檢核結果 

符合 

選擇 照職業之專業屬性

與職業工作性質、工

作程序及相關知識

技能等之專業屬性

選擇適當之職能分

析方法。 

2.1.2應依據所選方法規劃符合理論依據的流程步

驟、或說明符合實務操作正當性。 

析方法分析說明 □ 

2.2 分析流程 職能分析過程應循

序漸進就各步驟做

完整資料蒐集或記

錄。 

2.2.1應配合所選職能分析方法，規劃設計所需工

具，如問卷、訪談題綱等。 

 職能分析過程佐

證文件 

□ 

2.2.2應依據所規劃流程，循序進行完整步驟，並提

供所用方法應產出之相關紀錄文件。 

□ 

2.2.3應有具實務經驗的利害關係人群體參與訂定

的證據，且具 3年以上實務經驗之資深人員需

占 6成以上，且來源兼顧不同規模企業組織。 

□ 

2.3 驗證方法 職能基準發展應依

照產業規模、專業屬

性選擇適當職能內

涵項目驗證方法。 

2.3.1應依據職能基準標的性質說明如何選擇合適

的驗證方法工具及驗證對象樣本。 

 驗證方法設計、 

驗證程序與結

果分析文件 

□ 

2.3.2驗證結果應可顯示職能內涵項目的信效度或

證明該職能內涵項目確為產業或勞動市場所

需。 

□ 

2.3.3應依據驗證結果合理進行職能內涵項目調整。 □ 

3.成果面 

3.1 產出項目 職能基準產出項目

應包含工作描述、工

作任務、工作產出、

對應知識、對應技

能、對應態度、行為

指標以及職能級別。 

3.1.1職能基準產出項目應完備。  職能基準文件 □ 

3.2 工作任務 職能基準中的「工作

描述」與「工作任務」

應符合該職業(類)

3.2.1「工作描述」應清楚合宜呈現跨組織適用的主

要工作範疇，且不會與其他職業(類)工作重疊。 

□ 

3.2.2 「工作描述」與「工作任務」應能明確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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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指標 說明 要求條件 檢附文件 
自我檢核結果 

符合 

實際現況。 目前產業與職場需求現況。 

3.3 職能內涵 職能基準中的對應

知識、對應技能、對

應態度應涵蓋從事

該職業(類)實際所

需之重要項目。 

3.3.1 職能內涵項目是否透過適切方法驗證職能之

完整性。 

□ 

3.3.2 職能內涵項目應能符合目前實務工作及趨勢

所需。 

□ 

3.4 行為指標 職能基準中的「行為

指標」能具體反應能

力展現的程度，並作

為成果評量的依據。 

3.4.1「行為指標」項目應能符合目前實務工作及趨

勢所需。 

□ 

3.4.2「行為指標」應具體清楚描述行為表現。 □ 

3.4.3「行為指標」所描述的能力程度，應可對應符

合本品質規範要求之基準級別。 

□ 

 
 

填表人：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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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職能基準品質審查補件格式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職能基準品質審查補件資料 

 
 
 
 
 

申請案號： （如不知案號，則由執行單位填寫） 

基準名稱： ○○○ 

發展單位： ○○○ 

申請單位： ○○○ 

 

職能基準適用之領域類別（請勾選，詳附件 1-5、1-6） 
□ 1.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 □ 9.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 2.製造 □ 10.政府公共事務 

□ 3.建築與營造 □ 11.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 

□ 4.行銷與銷售 □ 12.教育與訓練 

□ 5.物流運輸 □ 13.醫療保健 

□ 6.休閒與觀光旅遊 □ 14.個人及社會服務 

□ 7.資訊科技 □ 15.藝文與影音傳播 

□ 8.金融財務 □ 16.企業經營管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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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職能基準審查結果意見回覆 

項次 審查意見 申請單位回覆 
對應報告書

頁碼 
執行單位檢核結果 

1.      

2.      

3.      

4.      

5.      

6.      

7.      

8.      

（表格可自行增加） 

 
 
 
 
 
 

說明： 

1. 註：粗框內容（檢核結果）由執行單位填寫。 

2. 如修訂幅度不大，沒有變動「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內容，可不用再檢附一次報告

書及說明對應頁碼，僅須附上「職能基準審查結果意見回覆、職能基準修訂後版本」以及

委員要求之相關補繳文件。 

3. 如修訂過程，已同步修正「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內容，則請附上「職能基準審查

結果意見回覆、職能基準修訂後版本、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以及委員要求之相關

補繳文件。 

4. 另外，職能基準修訂完成後，請一併檢附職能基準表之「職能內涵編碼對照清單」，以利審

查委員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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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職能基準（修訂後版本） 

請檢附修訂後職能基準版本（有關職能基準各欄位詳閱《附件 1-4、職能基準表填寫說明與範例》） 

職能基準代碼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所屬

類別 

職類別  職類別代碼  

職業別  職業別代碼  

行業別  行業別代碼  

工作描述  

基準級別  

 

工作任務(依需要分層)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1 T1.1 O1.1.1 
O1.1.2 

P1.1.1 
P1.1.2 

 K01 
K02 

S01 
S02 

T1.2 O1.2.1 
O1.2.2 
O1.2.3 

P1.2.1 
P1.2.2 

 K03 S03 
S04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A01 
A02 

 
說明與補充事項 

 

（表格列數請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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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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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Q：審查作業大約需要多久的時間？ 

A：審查作業平均而言大約需要 20 個工作天，可能依審查案件量、補件狀況等

因素而異。若申請單位有通過之時程壓力，建議至少於預期通過日期之前

60個工作天提交申請應備資料。 

 

Q：提出申請須加入 iCAP職能發展應用平台之機關會員，應由委託機關還是受

委託／補助之單位加入？ 

A：建議由受委託／補助之單位加入會員並提出線上申請，以便於準備相關資料

與追蹤審查進度。 

 

Q：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到期後，是否須重新申請品質認證？ 

A：有關是否重新申請品質認證，由權管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決定。若

不重新申請品質認證，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逕行函送更新之職能基準內

容至勞動力發展署，確認體例格式無誤後即可公告更新之職能基準。 

 

【資料準備】 

Q：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補助之相關證明文件包括哪些？ 

A：相關證明文件可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1. 受委託／補助之相關函文。 

2. 契約書封面。 

3. 補助證明。 

若不便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請以行文方式提交申請應備資料予受理審查之計

畫執行單位，副本予委託機關。 

 

【報告書撰寫】 

Q：職能基準發展過程之相關佐證文件包括哪些？ 

A：相關佐證文件可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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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分析 

方法 
建構工具 專家數 佐證資料 產出 

文獻分析 文獻資料  此處為文獻數

量，不拘 

 文獻整理結果  職能基準

分析稿 

訪談 訪談題綱  不拘，以資料飽

和為主，一般約

5-8位，或視實際

產業從業人員數

而定 

 訪談對象選擇

條件 

 訪談題綱設計 

 訪談紀錄表 

 職能基準

工作底稿 

會議 專家小組  以實際產業從業

人員去推估最小

數量，一般建議

至少 5位 

 須包含職能、產

業專家 

 領域專家可涵蓋

產官學研，其中

產業界至少 6成 

 與會專家選擇

條件 

 會議簽到表 

 會議紀錄（含

決議） 

 職能基準

修訂稿 

調查 問卷  建議至少 30個

有效樣本 

 樣本選擇條件 

 問卷設計 

 問卷分析結果 

 職能基準

修訂稿 

 職能基準

定稿 

 

【內容建置】 

Q：有關職能基準的內容發展，是否有可遵循的建置方法？ 

A：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編撰之《職能基準發展指引》手冊，詳述各種職能基

準發展分析作法與選用考量，並與職能基準品質審核指標參照。請至 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台(https://icap.wda.gov.tw)之「知識指引專區」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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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Q：如何培養職能分析的相關能力？ 

A：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近年已建置「職能分析」人員職能基準，並依照基準規

劃「職能分析」人員認證課程，使學習者可習得職能基準發展與建置之能力。

開課相關訊息請見 iCAP職能發展應用平台之「最新消息」。 

 

Q：勞動力發展署是否有職能分析之相關輔導資源？ 

A：參加前述「職能分析」人員認證課程，受訓完成並通過評量者，已由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登錄於 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台之「訓練專業人才庫」，可供

各界查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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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職能基準發展與應用推動計畫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作業規範 

 
《相關附件》 

 
 
 
 
 
 

主辦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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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附件 1-1、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初審表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初審表 

申請案號： 

收文日期：由執行單位填寫 

發展單位： 

申請單位： 

 

項目 
檢查結果 審查結果 

備註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一、 是否符合申請資格，符合項目： □ □ □ □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2. 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之機構（請檢附委託證

明） 

3. 依工業團體法及商業團體法設立之工業團體及商業

團體（請檢附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 

□ 

□ 

□ 

□ 

□ 

□ 

□ 

□ 

□ 

□ 

□ 

 

二、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審查申請表 1份 

（線上申請並列印） 

□ □ □ □  

三、 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 5份 □ □ □ □  

四、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自我檢核表 5份 □ □ □ □  

五、 光碟 1份（含項目三、四等文件之電子檔，並附上所

發展之職能基準可編輯檔，如：word或 excel 檔案格式） 

□ □ □ □  

審查結果 
□【通過】：申請書及相關申請資料全符合要項。 

□【不通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者簽名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註：粗框內容（含審查資訊與結果）由執行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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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附件 1-2、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審查申請表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審查申請表（線上申請*，本表僅供參考） 

申請基準名稱  

發展單位名稱  

申請單位名稱  

申請單位屬性 
□1.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2.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之機構 

□3.其他  

職能基準 

領域類別 
(詳請參閱附件

1-5、1-6) 

□1.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 □2.製造 □3.建築與營造 □4.行銷與銷售 

□5.物流運輸 □6.休閒與觀光旅遊 □7.資訊科技 □8.金融財務 

□9.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10.政府公共事務 

□11.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 □12.教育與訓練 □13.醫療保健 

□14.個人及社會服務 □15.藝文與影音傳播 □16.企業經營管理 

註：線上申請時，除勾選上述 16類領域類別，並須勾選下一層領域類別細目。 

單位資料 

負責人姓名  成立時間 民國   年 

統一編號 

(或機關代碼) 
   

機構電話 (   ) 傳真號碼 (   )  

機構地址  

機構網址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   ) 傳真號碼 (   ) 

電子郵件  

職能發展相關

經驗 

發展項目名稱： 

發展起迄年： 

協助外部單位發展經驗說明： 

 
 
 
 
 
 
 
 
 
 
 
 
 

註：以上若有填寫，請附上可茲佐證之資料 

*本表須於 iCAP線上提出申請並填妥列印，取得申請案號，列印申請表，並連同其他申請應

備資料郵寄。詳細說明請參閱本規範「第二部份 申請須知 / 申請作業」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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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附件 1-3、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 

 
 
 
 

申請案號： （如不知案號，則由執行單位填寫） 

基準名稱： ○○○ 

發展單位： ○○○ 

申請單位： ○○○ 
 
 
 

職能基準適用之領域類別（請勾選，詳附件 1-5、1-6） 
□ 1.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 □ 9.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 2.製造 □ 10.政府公共事務 

□ 3.建築與營造 □ 11.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 

□ 4.行銷與銷售 □ 12.教育與訓練 

□ 5.物流運輸 □ 13.醫療保健 

□ 6.休閒與觀光旅遊 □ 14.個人及社會服務 

□ 7.資訊科技 □ 15.藝文與影音傳播 

□ 8.金融財務 □ 16.企業經營管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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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撰寫格式說明 

1. 本報告書請據實填寫，若因填寫不全或不實致審查未通過時，申請單位自

行負責。 

2. 報告書請以中文直式橫書（由左至右）、A4規格紙張直式橫寫，繕打製作，

並加編製目錄及頁碼，雙面印刷、左側膠裝。 

3. 報告書中表格化之項目，表格長度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調整。 

4. 請繳交 5本報告書，並裝訂成冊。如有附冊，附冊文件資料可與報告書分

開裝訂，如頁數龐大，可分為卷一、卷二…裝訂，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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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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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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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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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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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申
請
單
位
名
稱>

 

書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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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目錄 

壹、 緣起 

一、 組織架構 

二、 發展方向及策略 

貳、 計畫目標 

參、 計畫時程 

肆、 職能基準需求分析 

一、 發展標的對產業之影響 

二、 發展標的未來的應用模式 

伍、 流程說明 

一、 職能分析方法 

二、 職能分析過程 

三、 驗證方法 

 

陸、 執行成果 

柒、 結論與檢討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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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註：若同一個單位同時申請兩項以上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且書寫裝訂成同一本職能基準

規劃與執行報告書，請將「個別職能基準」相異處依章節分別羅列，如下範例： 

 

壹、 緣起 

一、 組織架構 

二、 發展方向及策略 

貳、 計畫目標 

參、 計畫時程 

 

肆、 《職能基準 1》 

一、 職能基準需求分析 

（一） 發展標的對產業之影響 

（二） 發展標的未來的應用模式 

二、 流程說明 

（一） 職能分析方法 

（二） 職能分析過程 

（三） 驗證方法 

三、 執行成果 

 

伍、 《職能基準 2》 

一、 職能基準需求分析 

（一） 發展標的對產業之影響 

（二） 發展標的未來的應用模式 

二、 流程說明 

（一） 職能分析方法 

（二） 職能分析過程 

（三） 驗證方法 

三、 執行成果 

 

陸、 結論與檢討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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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撰寫提要 

 

壹、 緣起 

一、 組織架構 

說明組織現況，包含架構與人力。 

二、 發展方向及策略 

說明組織未來發展策略。 

貳、 計畫目標 

具據說明組織發展職能基準之目標。 

參、 計畫時程 

列出職能基準發展標的之時程。 

肆、 職能基準需求分析 

一、 發展標的對產業之影響 

說明該職能基準發展標的對所屬產業領域及勞動市場，或者該職業有重

要性或具體影響。 

二、 發展標的未來的應用模式 

說明該職能基準發展標的未來可能之應用機構與方式，並預估所影響之

人數規模量。 

伍、 流程說明 

一、 職能分析方法 

說明職能基準發展所選擇之方法工具，考量的原因與合理性，以及分析

流程。 

二、 職能分析過程 

舉證職能基準分析過程，運用所規劃之各項分析工具，以及產出之相關

記錄文件。 

三、 驗證方法 

說明如何選擇選擇合適的驗證方法，以驗證職能基準發展標的，以及舉

證驗證結果能證實職能基準發展標的之職能內涵項目確為產業或勞動

市場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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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執行成果 
以職能基準規劃呈現職能基準建置成果，有關職能基準表格式如下所示，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 1-4、職能基準表填寫說明與範例》 

職能基準代碼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所屬

類別 

職類別  職類別代碼  

職業別  職業別代碼  

行業別  行業別代碼  

工作描述  

基準級別  

 

工作任務(依需要分層)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說明與補充事項 

 

（表格列數請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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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與檢討 

結論與檢討包含建置該項標的過程之各項檢討，包含：時程、選擇工具、驗
證方法…等等。 

 

附錄 

 報告書附錄文件請檢附職能基準發展過程相關佐證文件，例如：文獻分
析之分析過程、訪談之訪談題綱、訪談記錄；專家會議之會議簽到表、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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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職能基準表填寫說明與範例 

職能基準代碼 (免填)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指應用相近技能、知識之工作或職務之集合，如：職能分析 

職業 指職務或工作名稱，如：教育訓練人員 

所屬

類別 

職類別 依據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作業規範領域分類名稱 職類別代碼 依據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作業規範領域分類代碼 

職業別 依據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名稱 職業別代碼 依據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代碼 

行業別 依據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名稱 行業別代碼 依據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代碼 

工作描述 針對此職務工作內容進行整體描述，包含最主要的工作內容及工作產出之重要成果。 

基準級別 以最主要或最多數的工作任務所對應之職能級別為準(例如：機械設計工程師的工作任務，其最主要任務之級別為 4，故基準級別為 4)。 

 

工作任務(依需要分層)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1 
依據該職業（職類）之

主要工作進行分析，分

層展開主要職責、工作

任務、工作活動(視工作

複雜度決定分層數)。 

T1.1 
 

O1.1.1 
指執行某任務最主要的

關鍵工作產出，包含過程

及最終的關鍵產出項目。 

P1.1.1 
用以評估是否成功完成

工作任務之標準。需具體

描述在何種任務情境

下，有哪些應有的行為或

產出。 

依不同工作任

務與行為指標

的能力層次，

設定「級別」

(參考職能級

別表)。 

K01 
指執行某項任務所需瞭

解可應用於該領域的原

則與事實。 

S01 
指執行某項任務所需具備可幫助

任務進行的認知層面能力或技術

性操作層面的能力（通稱 hard 

skills），以及跟個人有關之社交、

溝通、自我管理行為等能力(通稱

soft skills)。 

 T1.2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指個人對某一事物的看法和因此所採取的行動，包含：內在動機及行為傾向。(態度內涵將於後續職能應用時視需求納入考量) 

A01… 

 

說明與補充事項 

若職能基準有其他說明，載於此欄位。如：專有名詞釋義、擔任此職類/職業之必要學經歷與能力條件、進行此職類/職業訓練之先備條件等入門水準說明。 

（表格列數請自行調整）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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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基準名稱： 

「職能基準」乃指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本部發展署所發展，為完

成特定職業或職類工作，所應具備之能力組合，包括該特定職業或職類之

各主要工作(任務)、對應行為指標、級別、工作產出、知識、技能、態度

等職能內涵。故此「職能基準名稱請選擇「職類」或「職業」擇一填寫且

可於其後以括弧( )形式標示產業慣用之職業項目名稱。 

所屬類別： 

 「職類別」指應用相近知識、技能的工作或職務之集合；或於不同產業

/職業均可能運用之能力組合。職類領域別與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對

照，可本作業規範參閱《附件 1-5、職能基準領域類別對照表》；而各領

域類別可參閱本作業規範《附件 1-6、領域類別架構表》填寫。 

 「職業別」以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之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1為主，以標

示至小類(3碼)或細類(4碼)為原則。 

 「行業別」以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2為主，請標

示至中類為原則。 

  

1 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

http://www.stat.gov.tw/lp.asp?CtNode=1310&CtUnit=228&BaseDSD=7&mp=4 
2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http://www.stat.gov.tw/lp.asp?ctNode=1309&CtUnit=566&BaseDSD=7&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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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S=skills技能)： 

「技能」：指執行某項任務所需具備可幫助任務進行的認知層面能力或技

術性操作層面的能力（通稱 hard skills），以及跟個人有關之社交、溝通、

自我管理行為等能力(通稱 soft skills)。於軟技能（soft skills）之共通技能

部分，職能基準發展單位可透過職能分析方法訂定，或者參閱下表所列，

由其中選擇所需項目，並可視需要自行增列3： 

項次 共通技能項目 定義 

S01 人脈拓展 
主動尋求有利於工作的人際關係或聯繫網絡，積極建立並有效管理，以

維繫彼此的合作關係。 

S02 
外部環境認知與

評估 

具備一定的敏感度，可以瞭解及判斷經濟、政治和社會趨勢對組織與任

務的影響。 

S03 策略性思考 
在思考及判斷時，能預見其短、長期的潛在影響與衝擊，並透過邏輯性

及周延性的分析與整合，採行相關的因應計劃。 

S04 有效連結 指能從過去的經驗或現有資料，找出與目標相關之關鍵性資訊。 

S05 價值判斷 能從不同的資訊準則，判斷各種方案的優劣價值。 

S06 影響力 
能夠透過各種不同方式使他人認同、支持自己的意見、觀點、提案、計

畫及解決方案。 

S07 品質導向 
執行工作任務時能持續不斷設計或應用回饋機制檢視及改善工作流程與

結果，以確保產品或服務符合功能條件或品質保證的原則。 

S08 成果導向 運用各種方法，以求務必在期限內完成目標。 

S09 顧客導向 
站在顧客立場，了解顧客的問題及需求，樂於提供資訊或協助、解決顧

客的問題或滿足他們的期望。 

S10 分析與解讀能力 
運用演繹與歸納、分類與比較、抽象與概括等邏輯思考技巧，蒐集分析

取得之資訊，並正確解讀分析結果。 

S11 規劃與組織能力 
能自行規劃與組織工作，找出提升效率的工作排序與資源運用，並思考

評估與他人的工作進行連結，以有效達成目標。 

S12 時間管理 
有效規劃、分配及運用個人時間，且能檢討各項活動或工作的執行時間，

調整無效或重複的作業流程。 

S13 問題分析 能在複雜或模糊不明的狀況下，系統化地找到關鍵問題所在。 

S14 問題解決 
遇到狀況時能釐清問題，透過資訊蒐集與分析，運用系統化的方法，進

行判斷評估，以提出解決方案或最佳方案供選擇。 

S15 團隊合作 

工作執行過程，視需要與組織成員(包含：同一單位或跨部門團隊)建立

良好共事關係，透過彼此間的互信、合作、支援、協調，以解決工作上

所發生的問題並達成組織目標。 

3 有關共通技能項目之編號 S01、S02…非固定，可視職能基準發展需求自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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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共通技能項目 定義 

S16 創新能力 
不侷限既有的工作模式，針對工作狀況主動提出新的建議或想法，並嘗

試使用不同或新的方式來處理工作問題。 

S17 正確傾聽 能根據特定的溝通目標與脈絡線索，正確解讀他人訊息。 

S18 溝通能力 
透過有效的口語與非口語表達方式，適當傳遞自己的想法使他人瞭解，

並理解他人所傳達的資訊。 

S19 協調能力 
透過有效的溝通方式，將原本各自不同的意見整合達成共識，尋找雙方

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S20 說服能力 
使用適當的人際溝通方法，結合人際互動策略使對方接受某種觀念、服

務或產品。 

S21 衝突管理 
以建設性的方式有效處理紛爭、不滿、對抗、意見不合，以降低負面的

影響。 

S22 閱讀能力 理解工作相關文件中的文句、段落與數據。 

S23 文書撰寫能力 能夠正確地用詞遣字，運用通順文句編寫資料與準備書面文件。 

S24 
資訊科技應用能

力 

能善用科技工具，有效存取、管理、傳遞與整合各種資訊，以完成工作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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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態度」：指個人對某一事物的看法和因此所採取的行動，包含：內在動

機及行為傾向。於態度內涵，職能基準發展單位可透過職能分析方法訂定，

或者參閱下表所列，由其中選擇所需項目4，並可視需要自行增列5： 

項次 態度項目 定義 

A01 主動積極 
不需他人指示或要求能自動自發做事，面臨問題立即採取行動加以解決，

且為達目標願意主動承擔額外責任。 

A02 正直誠實 
展現高道德標準及值得信賴的行為，且能以維持組織誠信為行事原則，瞭

解違反組織、自己及他人的道德標準之影響。 

A03 親和力 
對他人表現理解、友善、同理心、關心和禮貌，並能與不同背景的人發展

及維持良好關係。 

A04 持續學習 
能夠展現自我提升的企圖心，利用且積極參與各種機會，學習任務所需的

新知識與技能，並能有效應用在特定任務。 

A05 自我管理 
設立定義明確且實際可行的個人目標；對於及時完成任務展現高度進取、

努力、承諾及負責任的行為。 

A06 自信心 
在表達意見、做決定、面對挑戰或挫折時，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

面對他人反對意見時，能獨自站穩自己的立場。 

A07 追求卓越 
會為自己設定具挑戰性的工作目標並全力以赴，願意主動投注心力達成或

超越既定目標，不斷尋求突破。 

A08 團隊意識 積極參與並支持團隊，能彼此鼓勵共同達成團隊目標。 

A09 彈性 
能夠敞開心胸，調整行為或工作方法以適應新資訊、變化的外在環境或突

如其來的阻礙。 

A10 壓力容忍 
冷靜且有效地應對及處理高度緊張的情況或壓力，如緊迫的時間、不友善

的人、各類突發事件及危急狀況，並能以適當的方式紓解自身壓力。 

A11 應對不確定性 
當狀況不明或問題不夠具體的情況下，能在必要時採取行動，以有效釐清

模糊不清的態勢。 

A12 好奇開放 容易受到複雜新穎的事物吸引，且易於接受新觀念的傾向。 

A13 冒險挑戰 
在成敗後果不能確定的情境下，對成功機會少但成功後報酬高的事情勇於

嘗試的傾向。 

A14 謹慎細心 
對於任務的執行過程，能謹慎考量及處理所有細節，精確地檢視每個程

序，並持續對其保持高度關注。 

 

4 考慮各工作任務所需態度項目多屬共通，無太多差異，以合併呈現於職能基準下方欄位，

倘若有部分工作任務有特定之態度要求，可於個別態度項目其後以括弧( )形式標示所屬

之工作任任務。 

5 有關態度項目之編號 A01、A02…非固定，可視職能基準發展需求自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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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行政人員職能基準(範例) 

職能基準代碼 BHR2422-007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訓練行政人員（此基準相關職業包含：訓練助理、人資專員） 

所屬

類別 

職類別 企業經營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職類別代碼 BHR 

職業別 人事及員工培訓專業人員 職業別代碼 2422 

行業別 教育服務業／教育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P8579 

工作描述 
於訓練機構或企業訓練單位，協助課程設計人員、授課講師以及評量員依訓練計畫，準備訓前相關前置作業、訓中督課與行政支援，以及訓後

訓練發展紀錄維護、相關報表產出等工作。 

基準級別 3 

 

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T1訓練前

置作業 

T1.1 進行

開訓前相關

準事宜 

O1.1.1訓

練準備檢核

表 

P1.1.1依據所規劃之訓練計劃，處理開訓

前行政事宜，如：安排訓練場地、

聯繫授課講師並與講師確認訓練

需求、確認與追蹤訓練教材…等。 

P1.1.2依組織與講師需要，準備相關教學

資源，如：海報紙。 

P1.1.3依組織與講師需要，協助完成訓練

相關評量文件，如：滿意度調查

表。 

2 K1 組織相關政策與規章 

K2 有關與訓練相關之組織

政策與要求 

K3 有關產業 /訓練機構之

職業健康與安全的責任 

K4 對於訓練所需之各種輔

助教學資源（包含：教

學媒材、教具） 

K5 講師資訊 

S1 認知及解讀技能，包含：解讀訓練

計畫、解讀評量計畫 

S2 資訊應用技能 

S3 人際溝通技能 

 T1.2 協助

招生 

O1.2.1訓

練準備檢核

表 

P1.2.1按訓練計劃與招生對象，運用現有

資源（如：網站、eDM、email）

進行招生報名作業。 

3 K6 組織現行招生計畫 

K7 保險供應商資訊 

K8 訓前通知方式 

S4 活動宣傳設計 

S5 人際溝通技能 

S6 資訊應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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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O1.2.2學

員清冊 

P1.2.2按訓練計劃與招生對象，運用現有

資源（如：網站、eDM、email）

進行招生報名作業。 

P1.2.3 依據招生報名情況，確認學員名

單。 

P1.2.4視需要，準備受訓學員報到當天資

料袋，如：學員簽到表、學員名

牌印製。 

P1.2.5視需要，為當天受訓場地與受訓學

員進行保險。 

T2訓練計

畫執行 

T2.1 提供

行政支援 

O2.1.1學

員清冊

（含：飲食

調查） 

O2.1.2簽

到表 

O2.1.3講

師聯繫資訊 

P2.1.1 進行教學設備測試與準備教學資

源，如：電腦、網路、麥克風、

錄音錄影設備、音響、白板筆、

海報紙…) 

P2.1.2辦理受訓學員簽到與簽退、請假及

資料登錄、餐點確認等事宜。 

P2.1.3如有需要，協助招待授課講師。 

P2.1.4視訓練課程需要，提供學員相關諮

詢服務，如：餐飲、住宿等。 

P2.1.5視訓練課程需要，依課程講師評量

結果，確認結訓學員名單，並印

製結訓證書。 

2 K9 有關產業 /訓練機構之

職業健康與安全的責任 

K10 餐飲住宿供應商資訊 

K11 組織訓練證書格式 

K12 教學設備使用手冊 

S7 教學設備操作 

S8 時間管理能力 

S9 口語表達技能 

S10 資訊應用技能 

 T2.2 提供 O2.2.1評 P2.2.1依據評量計畫，協助評量員準備評 3 K13 不同型式之證據和規則 S11 認知及解讀技能，包含：解讀訓練

124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教學支援 量 量所需的材料與硬體資源。 

P2.2.2 閱讀訓練課程之評量計畫(包含：

評量對象、評量目標、評量方式、

成果評量規劃表)，並視訓練課程

需要，協助記錄受訓學員於訓期

間相關評量考核。 

P2.2.3依據評量計畫，協助評量員收集學

員相關訓練記錄以及評量成果。 

P2.2.4視訓練課程需要，配合訓練講師進

行訓練課程之學習活動，或是擔

任助教，提供支援，如：小組討

論。 

P2.2.5視訓練課程需要，進行督課並記錄

課程進行相關狀況，如有異常，

即時反映並填報相關文件。 

K14 不同評量方法及其目的

和使用 

K15 職能基準 /職能模型之

評量指引與發展評量工

具之關聯性 

K16 對於訓練所需之各種輔

助教學資源（包含：教

學媒材、教具） 

計畫、解讀評量計畫 

S12 資料分析技能 

S13 對於訓練所需之各種輔助教學資

源之使用時機與使用方式 

T3訓練計

畫結案 

T3.1 追蹤

訓練成效 

O3.1.1 評

量 職 能 之

成果證據 

P3.1.1 協助評量員統整所收集之相關訓

練記錄以及評量成果，視需要進

行相關統計分析。 

P3.1.2視組織需求，協助評量員進行訓後

追蹤，如：直屬主管評量（後測）、

就業率等。 

3 K17 訓練成果證據歸檔方式 

K18 不同型式之證據和規則 

K19 不同評量方法及其目的

和使用 

S14 資料分析技能 

S15 訓練成果證據歸檔 

 T3.2 彙整

訓練記錄 

O3.2.1訓

練歷程檔案

P3.2.1 協助將訓練過程相關文件紀錄統

整歸檔，如：評量文件、教學日

3 K20 訓練和評量資訊系統使

用手冊 

S16 時間管理能力 

S17 訓練和評量資訊系統操作 

125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包含：訓

練成果報

告、訓練歷

程檔案） 

O3.2.2訓

練結案報告 

誌、訓練結案文件等。 

P3.2.2協助撰寫訓練結案報告。 

K21 組織訓練結案報告撰寫

原則 

S18 文字表達能力 

S19 簡報能力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A01親和關係：對他人表現理解、友善、同理心、關心和禮貌，並能與不同背景的人發展及維持良好關係。 

A02主動積極：不需他人指示或要求能自動自發做事，面臨問題立即採取行動加以解決，且為達目標願意主動承擔額外責任。 

A03壓力容忍：冷靜且有效地應對及處理高度緊張的情況或壓力，如緊迫的時間、不友善的人、各類突發事件及危急狀況，並能以適當的方式紓解自身壓力。 

A04彈性：能夠敞開心胸，調整行為或工作方法以適應新資訊、變化的外在環境或突如其來的阻礙。 

A05應對不明狀況：當狀況不明或問題不夠具體的情況下，能在必要時採取行動，以有效釐清模糊不清的態勢，完成任務。 

 

說明與補充事項 

 相關職業可能包含：訓練助理、人資專員。 

 擔任此職務之必要學經歷：人力資源相關科系畢業，或者具該產業領域背景且具教育訓練相關經歷至少 1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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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職能基準領域類別對照表 

職能基準領域類別對照表 

領域類別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 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 

A大類-農、林、漁、牧業 
B大類-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D大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E大類-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N大類-支援服務業 

2. 製造 C大類-製造業 

3. 建築與營造 F大類-營造業 

4. 行銷與銷售 G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5. 物流運輸 H大類-運輸及倉儲業 

6. 休閒與觀光旅遊 I大類-住宿及餐飲業 

7. 資訊科技 J大類-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8. 金融財務 
K大類-金融及保險業 
L大類-不動產業 

9.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M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 政府公共事務 
O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1. 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 

12. 教育與訓練 P大類-教育服務業 

13. 醫療保健 
Q大類-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4. 個人及社會服務 
S大類-其他服務業 

15. 藝文與影音傳播 R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6. 企業經營管理 
 

註： 

 為兼顧管理性及代表性，本計畫爰將職能基準適用之領域類別，按行政院主計處訂頒之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5479&CtUnit=566&BaseDSD=7)為主要架構，

分為 16個領域類別（如本附件 1-4、附件 1-5），申請單位請參考「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內涵，於附件 1-3封面勾選所發展職能基準適用之領域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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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類別」係指由同一領域，或所需知識技能相近之工作所組成，可以提供給教育及

訓練體系運用於職涯或學習發展規劃，有系統的養成相近知識與技能之工作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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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領域類別架構表 

領域類別架構表 
項次 領域類別 職類代號 職類名稱 

1.  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 

NFP 食品生產與加工 

NPR 植物研究發展與應用 

NAR 動物研究發展與應用 

NNC 自然資源保育 

NEP 環境保護與衛生 

NAO 農業經營 

2.  製造 

MPM 生產管理 

MPD 製程研發 

MEM 設備安裝維護 

MQM 品質管理 

MMP 資材及庫存規劃 

MIM 工業安全管理 

3.  建築與營造 
CAP 建築規劃設計 

CCM 營造及維護 

4.  行銷與銷售 

KMM 行銷管理 

KPS 專業銷售 

KMC 行銷傳播 

KMA 市場分析研究 

KRM 零售與通路管理 

5.  物流運輸 

RTO 運輸作業 

RLM 物流規劃及管理 

RTE 運輸工程 

RTM 運輸規劃及管理 

6.  休閒與觀光旅遊 

TFB 餐飲管理 

THM 旅館管理 

TTM 旅遊管理 

TRM 休閒遊憩管理 

7.  資訊科技 

INM 網路規劃與建置管理 

IIS 資訊支援與服務 

IDC 數位內容與傳播 

ISD 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 

8.  金融財務 

FSI 證券及投資 

FFN 財務 

FBF 銀行金融業務 

FIS 保險 

FAC 會計 

9.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SET 工程及技術 

SMS 數學及科學 

10.  政府公共事務 GND 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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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領域類別 職類代號 職類名稱 

GFA 外交與國際事務 

GPA 公共行政 

11.  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 

LJU 司法 

LPS 公共安全 

LLS 法律服務 

12.  教育與訓練 
EEA 教育行政 

ETE 教學 

13.  醫療保健 

HMS 醫療服務 

HLC 長期照護服務 

HPH 公共衛生 

HHM 健康產業及醫務管理 

HBR 生技研發 

14.  個人及社會服務 

PPE 學前照護及教育 

PPC 心理諮詢服務 

PSS 社會工作服務 

PIC 個人照護服務 

15.  藝文與影音傳播 

ATC 影視傳播 

APP 印刷出版 

AVA 視覺藝術 

APA 表演藝術 

AJC 新聞傳播 

ACC 通訊傳播 

16.  企業經營管理 

BGM 一般管理 

BIM 企業資訊管理 

BHR 人力資源管理 

BLM 運籌管理 

BAS 行政支援 

 

 為使職能基準發展範疇有共同依據，本計畫係以「職業」或「職類」作

為職能基準之發展標的。 

 「職業」與「職類」： 

 有關「職業」部分，將以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之「中華民國職業

標準分類」之小類或細類職業名稱為發展範疇，若於以上官方分

類依據中均無適用之職業名稱，則以產業慣用之職業名稱作為發

展範疇。 

 有關「職類」部分，係參考國內外各領域專家意見及按實際狀況

調整後，建立如上之領域類別表。 

 以「物流管理師」為例，屬上述「領域類別」中的「5.物流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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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的「物流規劃及管理」職類，因此於「職能基準表」中的「職

類別代碼」即屬於「RLM」。 

 實務上，部份職業/職類會因不同行業有不同能力要求，為使未來培育

方向及內容更精確，應標示是否適用特定行業。且為有一致的發展依據，

行業範疇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作為發

展範疇；而部份職類為跨行業別需要，如企業經營管理類，則不需限定

標示行業範疇。 

13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附件 1-7、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自我檢核表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自我檢核表（填寫範例） 

構面 指標 說明 要求條件 檢附文件 
自我檢核結果 

符合 

1.需求面 

1.1 

產業與勞動

力的需求 

職能基準發展標的

選擇應考量對它所

屬產業或該職業領

域的發展具有明確

具體的影響。 

1.1.1應說明發展標的對所屬產業領域及勞動市場

有重要性或具體影響，並有具公信力的佐證資

料，包含： 

 符合國內產業政策重點發展方向。 

 有區域性產業發展之需求。 

 

報告書：P.9 

 

一、職能基準需求

分析／ (一 )發展標

的對產業之影響／

1.符合國內產業重

點發展方向 

▇ 

1.1.2應說明發展標的對該職業有重要性或具體影

響之說明至少需包含以下兩項，或其他自述具

體面向： 

 對民眾財產安全及公共安全有相當影響或有

明確法規執業資格要求。 

 能提升所屬及相關產業產品或服務附加價

值。 

 對與國際接軌或跨產業人才流動有幫助。 

 具轉型或新興需求。 

 實際從業人數與人力來源人數具相當規模。 

 人才缺口或職缺成長率大。 

報告書：P.10 

 

一、職能基準需求

分析／ (一 )發展標

的對產業之影響／

2.對於該職業之從

業人員有具體影響 

▇ 

填寫說明： 

 此表為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自我檢核表填寫範例，如「粗框內容」所示，於【檢附文件】欄請填寫檢送之報告書

對應頁碼與章節；於【自我檢核結果】欄請檢核是否符合該要求條件。 

 上述各項審核指標須須全數填寫符合，才能申請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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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基準品質認證自我檢核表 

構面 指標 說明 要求條件 檢附文件 
自我檢核結果 

符合 

1.需求面 

1.1 

產業與勞動

力的需求 

職能基準發展標的

選擇應考量對它所

屬產業或該職業領

域的發展具有明確

具體的影響。 

1.1.1應說明發展標的對所屬產業領域及勞動市場

有重要性或具體影響，並有具公信力的佐證資

料，包含： 

 符合國內產業政策重點發展方向。 

 有區域性產業發展之需求。 

 所選標的需求重

要性說明文件 

 

註： 

1.1.1請說明符合哪

一個發展方向。 

 

1.1.2請說明符合哪

些重要影響項目。 

□ 

1.1.2應說明發展標的對該職業有重要性或具體影

響之說明至少需包含以下兩項，或其他自述具

體面向： 

 對民眾財產安全及公共安全有相當影響或有

明確法規執業資格要求。 

 能提升所屬及相關產業產品或服務附加價

值。 

 對與國際接軌或跨產業人才流動有幫助。 

 具轉型或新興需求。 

 實際從業人數與人力來源人數具相當規模。 

 人才缺口或職缺成長率大。 

□ 

1.2 應用效益 職能基準發展應考

慮未來應用的方式

及可能影響的人員

規模。 

1.2.1應說明針對職能基準發展後具體可行或迫切

需要之應用方式，如學校學程課程、職業訓

練、企業人資制度。 

 職能基準後續應

用說明文件 

□ 

1.2.2應具體明列未來會應用之單位機構及其應用

方式具體構想。 

□ 

1.2.3應預估該職能基準未來應用可能影響人數規

模。 

□ 

2.流程面 2.1 方法工具職能基準發展應依 2.1.1應說明職能分析方法的考量原因與合理性。  評估選用職能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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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構面 指標 說明 要求條件 檢附文件 
自我檢核結果 

符合 

選擇 照職業之專業屬性

與職業工作性質、工

作程序及相關知識

技能等之專業屬性

選擇適當之職能分

析方法。 

2.1.2應依據所選方法規劃符合理論依據的流程步

驟、或說明符合實務操作正當性。 

析方法分析說明 □ 

2.2 分析流程 職能分析過程應循

序漸進就各步驟做

完整資料蒐集或記

錄。 

2.2.1應配合所選職能分析方法，規劃設計所需工

具，如問卷、訪談題綱等。 

 職能分析過程佐

證文件 

□ 

2.2.2應依據所規劃流程，循序進行完整步驟，並提

供所用方法應產出之相關紀錄文件。 

□ 

2.2.3應有具實務經驗的利害關係人群體參與訂定

的證據，且具 3年以上實務經驗之資深人員需

占 6成以上，且來源兼顧不同規模企業組織。 

□ 

2.3 驗證方法 職能基準發展應依

照產業規模、專業屬

性選擇適當職能內

涵項目驗證方法。 

2.3.1應依據職能基準標的性質說明如何選擇合適

的驗證方法工具及驗證對象樣本。 

 驗證方法設計、 

驗證程序與結

果分析文件 

□ 

2.3.2驗證結果應可顯示職能內涵項目的信效度或

證明該職能內涵項目確為產業或勞動市場所

需。 

□ 

2.3.3應依據驗證結果合理進行職能內涵項目調整。 □ 

3.成果面 

3.1 產出項目 職能基準產出項目

應包含工作描述、工

作任務、工作產出、

對應知識、對應技

能、對應態度、行為

指標以及職能級別。 

3.1.1職能基準產出項目應完備。  職能基準文件 □ 

3.2 工作任務 職能基準中的「工作

描述」與「工作任務」

應符合該職業(類)

3.2.1「工作描述」應清楚合宜呈現跨組織適用的主

要工作範疇，且不會與其他職業(類)工作重疊。 

□ 

3.2.2 「工作描述」與「工作任務」應能明確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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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構面 指標 說明 要求條件 檢附文件 
自我檢核結果 

符合 

實際現況。 目前產業與職場需求現況。 

3.3 職能內涵 職能基準中的對應

知識、對應技能、對

應態度應涵蓋從事

該職業(類)實際所

需之重要項目。 

3.3.1 職能內涵項目是否透過適切方法驗證職能之

完整性。 

□ 

3.3.2 職能內涵項目應能符合目前實務工作及趨勢

所需。 

□ 

3.4 行為指標 職能基準中的「行為

指標」能具體反應能

力展現的程度，並作

為成果評量的依據。 

3.4.1「行為指標」項目應能符合目前實務工作及趨

勢所需。 

□ 

3.4.2「行為指標」應具體清楚描述行為表現。 □ 

3.4.3「行為指標」所描述的能力程度，應可對應符

合本品質規範要求之基準級別。 

□ 

 
 

填表人：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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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職能基準品質審查補件格式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職能基準品質審查補件資料 

 
 
 
 
 

申請案號： （如不知案號，則由執行單位填寫） 

基準名稱： ○○○ 

發展單位： ○○○ 

申請單位： ○○○ 

 

職能基準適用之領域類別（請勾選，詳附件 1-5、1-6） 
□ 1.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 □ 9.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 2.製造 □ 10.政府公共事務 

□ 3.建築與營造 □ 11.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 

□ 4.行銷與銷售 □ 12.教育與訓練 

□ 5.物流運輸 □ 13.醫療保健 

□ 6.休閒與觀光旅遊 □ 14.個人及社會服務 

□ 7.資訊科技 □ 15.藝文與影音傳播 

□ 8.金融財務 □ 16.企業經營管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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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職能基準審查結果意見回覆 

項次 審查意見 申請單位回覆 
對應報告書

頁碼 
執行單位檢核結果 

1.      

2.      

3.      

4.      

5.      

6.      

7.      

8.      

（表格可自行增加） 

 
 
 
 
 
 

說明： 

1. 註：粗框內容（檢核結果）由執行單位填寫。 

2. 如修訂幅度不大，沒有變動「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內容，可不用再檢附一次報告

書及說明對應頁碼，僅須附上「職能基準審查結果意見回覆、職能基準修訂後版本」以及

委員要求之相關補繳文件。 

3. 如修訂過程，已同步修正「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內容，則請附上「職能基準審查

結果意見回覆、職能基準修訂後版本、職能基準規劃與執行報告書」以及委員要求之相關

補繳文件。 

4. 另外，職能基準修訂完成後，請一併檢附職能基準表之「職能內涵編碼對照清單」，以利審

查委員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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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職能基準（修訂後版本） 

請檢附修訂後職能基準版本（有關職能基準各欄位詳閱《附件 1-4、職能基準表填寫說明與範例》） 

職能基準代碼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所屬

類別 

職類別  職類別代碼  

職業別  職業別代碼  

行業別  行業別代碼  

工作描述  

基準級別  

 

工作任務(依需要分層)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1 T1.1 O1.1.1 
O1.1.2 

P1.1.1 
P1.1.2 

 K01 
K02 

S01 
S02 

T1.2 O1.2.1 
O1.2.2 
O1.2.3 

P1.2.1 
P1.2.2 

 K03 S03 
S04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A01 
A02 

 
說明與補充事項 

 

（表格列數請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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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6.10.30 14:55 

法規名稱：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07 月 05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留職停薪，係指公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經 

服務機關核准離開原職務而准予保留職缺及停止支薪，並於規定期間屆滿 

或留職停薪原因消失後，回復原職務或與原職務職等相當之其他職務及復 

薪。 

第 3 條 

本辦法以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稱之公務人員為適用對象。 

第 4 條 

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留職停薪： 

一、依法應徵服兵役。 

二、選送國內外進修，期滿後經奉准延長。 

三、經核准自行申請國內外全時進修，其進修項目經服務機關學校認定與 

    業務有關。 

四、配合國策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五、經核准配合公務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任職，且占該機關職缺並支薪。 

六、經核准配合國家重點科技、推展重要政策或重大建設借調至公民營事 

    業機構、政府捐助經費達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財團 

    法人服務。 

七、受拘役或罰金之確定判決而易服勞役。 

八、請病假已滿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延長之期限或請公 

    假已滿同規則第四條第五款規定之期限，仍不能銷假。 

第 5 條 

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一款及第二款各機 

關不得拒絕外，其餘各款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 

一、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 

二、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 

    行共同生活，其共同生活期間依前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三、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年滿六十五歲以上或重大傷病須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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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 

五、配偶於各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或軍事單位服務，因公務需 

    要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其期間在一年以上須隨同前往。 

六、其他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認定之情事。 

公務人員之配偶未就業者，不適用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但有正當 

理由，並經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所定重大傷病，應由各機關依申請留職停薪人員提 

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開具之證明文件，參酌全民健康保險法 

所定重大傷病之範圍覈實認定。 

第 6 條 

前二條留職停薪期間，除下列各款情形外，均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 

一年： 

一、依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依法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者，其期間依兵役法第 

    十六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七條、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選訓服役實施辦 

    法第十六條之規定辦理。 

二、依第四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國內外進修留職停薪者，其期間依公務 

    人員訓練進修法第十條至第十二條之規定辦理。 

三、依第四條第六款規定借調至受託處理大陸事務機構服務留職停薪者， 

    其期間依有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四、依第四條第八款規定延長病假或因公傷病公假期滿留職停薪者，其期 

    間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五、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育嬰留職停薪者，其期間 長至 

    子女、收養兒童滿三足歲止。 

第 7 條 

留職停薪人員除其他法律別有規定外，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之次日復職 

。但其留職停薪屆滿前原因消失後，應即申請復職。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或屆滿之次日，因辭職或其他事由離職，不 

受前項應申請復職之限制。 

留職停薪人員服務機關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三十日預為通知留職停薪 

人員；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十日內，向服務機關申 

請復職；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 

職，並以留職停薪屆滿之次日為辭職生效日。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因留職停薪原因消失，應於原因消失之日起 

二十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應於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 

其復職；如未申請復職者，服務機關應即查處，並通知於十日內復職；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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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並以留 

職停薪原因消失之次日為辭職生效日。 

第 8 條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之考績（成）、休假、退休、撫卹、保險及 

福利等事項，依各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9 條 

主管人員經核准留職停薪六個月以上者，得視業務需要調任為非主管職務 

。 

留職停薪人員留職停薪期間所遺業務，由現職人員代理或兼辦。薦任以下 

非主管人員之留職停薪期間所遺業務，得以所代理職務為薦任或委任官等 

，分別依約聘僱相關法令規定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但委任跨列薦任官等 

之職務，得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 

第 10 條 

各機關核准留職停薪人員及復職人員，均應於事實發生後，即依規定程序 

辦理公務人員動態登記。 

第 11 條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或本辦法規定之情事，各機關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第 12 條 

醫事人員之留職停薪，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警察人員、交通事業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之留職停薪，得由各該主管機關 

比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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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6.10.30 16:02 

法規名稱：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12 月 11 日 

第 1 條 

公務人員之訓練及進修，依本法行之。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 

第 2 條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制之研擬，事關全國一致之性質者，由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辦理之。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升任官等訓練、高階公務人員中長期發展性 

訓練及行政中立訓練，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理或委託相關機關 

（構）、學校辦理之。 

公務人員專業訓練、一般管理訓練、進用初任公務人員訓練及前項所定以 

外之公務人員在職訓練與進修事項，由各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政府 

或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各主管機關）辦理或授權所屬機關辦理之。 

各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法規定事項，有另定辦法之必要者，由各該機關以命 

令定之。 

第 3 條 

為加強公務人員訓練進修計畫之規劃、協調與執行成效，應由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與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會同有關機關成立協調會報，建立 

訓練資訊通報、資源共享系統；其辦法由協調會報各相關機關協商定之。 

第 4 條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初任公務人員、升任官等人員、初任各官等主管 

人員，應依本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接受必要之職前或在職訓練。 

高階公務人員接受中長期發展性訓練評鑑合格者，納入人才資料庫，提供 

機關用人之查詢。 

各機關學校進用初任公務人員訓練，應由各主管機關於到職後四個月內實 

施之。 

前項訓練以充實初任公務人員應具備之基本觀念、品德操守、服務態度、 

行政程序及技術暨有關工作所需知能為重點。 

第 5 條 

為確保公務人員嚴守行政中立，貫徹依法行政、執法公正、不介入黨派紛 

爭，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理行政中立訓練及有關訓練，或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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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學校辦理各項訓練時，列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相關課程；其訓練辦法 

，由考試院定之。 

第 6 條 

公務人員專業訓練及一般管理訓練得按官職等、業務需要或工作性質分階 

段實施。 

各機關學校業務變動或組織調整時，為使現職人員取得新任工作之專長， 

得由各主管機關辦理專業訓練。 

第 7 條 

公務人員各種訓練之訓練期間、實施方式及受訓人員之生活輔導、請假、 

獎懲、成績考核、退訓、停訓、重訓、註銷受訓資格、津貼支給標準、請 

領證書費用等有關事項，應依各該訓練辦法或計畫規定辦理。 

公務人員各種訓練之訓練計畫，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第 8 條 

公務人員進修分為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及專題研究，其方式如下： 

一、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入學進修或選修學分。 

二、國內外機關（構）學校專題研究。 

三、國內外其他機關（構）進修。 

前項進修得以公餘、部分辦公時間或全時進修行之。 

第 9 條 

各機關學校選送進修之公務人員，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 

一、服務成績優良，具有發展潛力者。 

二、具有外語能力者。但國內進修及經各主管機關核准之團體專題研究者 

    ，不在此限。 

前項選送進修須經服務機關甄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機關首長核定。 

第 10 條 

各機關學校選送國外進修之公務人員，其進修期間如下： 

一、入學進修或選修學分期間為一年以內。但經各主管機關核准延長者， 

    延長期間 長為一年。 

二、專題研究期間為六個月以內。必要時，得依規定申請延長，延長期間 

    長為三個月。 

經中央一級機關專案核定國外進修人員，其進修期限 長為四年，不受前 

項第一款之限制。 

第 11 條 

各機關學校選送國內全時進修之公務人員，其進修期間為二年以內。但經 

各主管機關核准延長者，延長期間 長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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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全時進修之公務人員於寒暑假期間，應返回機關上班。但因進修研究 

需要，經各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12 條 

各機關學校選送或自行申請進修之核定與補助規定如下： 

一、選送全時進修之公務人員，於核定進修期間，准予帶職帶薪並得給予 

    相關補助。 

二、選送公餘或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之公務人員，於核定進修期間得給予相 

    關補助。 

三、自行申請全時進修之公務人員，其進修項目經服務機關學校認定與業 

    務有關，並同意其前往進修者，得准予留職停薪，其期間為一年以內 

    。但經各主管機關核准延長者，延長時間 長為一年；其進修成績優 

    良者，並得給予部分費用補助。 

四、自行申請以公餘時間或部分辦公時間參加進修之公務人員，經服務機 

    關學校認定與業務有關，並同意其前往進修且成績優良者，得給予部 

    分費用補助。 

前項第一款或第三款受補助之全時進修人員，應依規定向服務機關學校提 

出報告。 

第 13 條 

各機關學校應視業務需要擬定公務人員進修計畫，循預算程序辦理。 

各機關學校選送進修之公務人員，應確實按核定之進修計畫執行，未報經 

各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 

第 14 條 

各機關學校選送或自行申請全時進修之公務人員於進修期滿，或期滿前已 

依計畫完成進修，或因故無法完成者，應立即返回服務機關學校服務。 

第 15 條 

公務人員帶職帶薪全時進修結束，其回原服務機關學校繼續服務之期間， 

應為進修期間之二倍，但不得少於六個月；留職停薪全時進修結束，其應 

繼續服務期間與留職停薪期間相同。 

前項進修人員經各主管機關依法同意商調他機關服務者，其應繼續服務期 

間得合併計算。 

第 16 條 

各機關學校選送或自行申請全時進修之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 

由服務機關學校依有關規定懲處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應賠償其進修所領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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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十四條規定者，應賠償進修期間所領俸 (薪) 給及補助。 

三、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應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例，賠償進修期間所 

    領俸 (薪) 給及補助。 

前項違反之事由因不可歸責於進修人員者，免除其賠償責任。 

進修人員依第一項所應負賠償責任，經通知限期繳納應賠償金額，逾期不 

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 17 條 

各主管機關得視業務實際需要協調國內外學術或其他機構，提供公務人員 

終身學習之機會。 

第 18 條 

各項訓練及進修所需經費除編列預算支應外，得向受訓人員或其服務機關 

學校收取費用。 

前項收費標準，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 條 

各機關學校應將公務人員接受各項訓練與進修之情形及其成績，列為考核 

及陞遷之評量要項，依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任用本旨，適切核派職 

務及工作，發揮公務人員訓練及進修 大效能。 

第 20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21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145



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6.10.30 15:31 

法規名稱：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01 月 22 日 

第 1 條 

本規則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以受有俸 (薪) 給之文職公務人員為適用範圍。 

第 3 條 

公務人員之請假，依下列規定： 

一、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五日。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 

    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年准給七日， 

    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超過規定日數之事假，應按日扣除俸（薪 

    ）給。 

二、因疾病或安胎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假，每年准給二十八日。女 

    性公務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全年請 

    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其超過 

    者，以事假抵銷。因重大傷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或因安胎確有需要請 

    假休養者，於依規定核給之病假、事假及休假均請畢後，經機關長官 

    核准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自第一次請延長病假之首日起算，二年內 

    合併計算不得超過一年。但銷假上班一年以上者，其延長病假得重行 

    起算。 

三、因結婚者，給婚假十四日，應自結婚之日前十日起三個月內請畢。但 

    因特殊事由經機關長官核准者，得於一年內請畢。 

四、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 

    後；於分娩後，給娩假四十二日；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給流產 

    假四十二日；懷孕十二週以上未滿二十週流產者，給流產假二十一日 

    ；懷孕未滿十二週流產者，給流產假十四日。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 

    畢。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者，必要時得於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並 

    以十二日為限，不限一次請畢；流產者，其流產假應扣除先請之娩假 

    日數。 

五、因配偶分娩或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給陪產假五日，得分次申請 

    。但應於配偶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合計十五日（含例假日）內請畢。 

六、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十五日；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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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者，給喪假十日；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 

    母、兄弟姐妹死亡者，給喪假五日。除繼父母、配偶之繼父母以公務 

    人員或其配偶於成年前受該繼父母扶養或於該繼父母死亡前仍與共居 

    者為限外，其餘喪假應以原因發生時所存在之天然血親或擬制血親為 

    限。喪假得分次申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七、因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假。 

前項第一款所定准給事假日數，任職未滿一年者，依在職月數比例計算後 

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第一項所定事假、病假、生理假、產前假、陪產假，得以時計。婚假、喪 

假，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第 4 條 

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其期間由機關視實際需要定 

之： 

一、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 

二、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經機關長官核准者。 

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四、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五、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必須休養或療治，其期 

    間在二年以內者。 

六、奉派或奉准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訓練進修，其期間在一年以內者。但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七、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會議。 

八、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或基 

    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經機關長官核准者。 

九、參加本機關舉辦之活動，經機關長官核准者。 

十、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者。但因可歸責於 

    當事人事由而罹病者，不在此限。 

十一、依考試院訂定之激勵法規規定給假者。 

第 5 條 

請病假已滿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延長之期限或請公假已滿第四條第五款之 

期限，仍不能銷假者，應予留職停薪。 

前項人員自留職停薪之日起已逾一年仍未痊癒者，應依法規辦理退休、退 

職或資遣。但其留職停薪係因執行職務且情況特殊者，得由機關長官審酌 

延長之，其延長以一年為限。 

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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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病癒者，應檢具合法醫療機構 

或醫師證明書，向原服務機關申請復職。但為辦理退休、退職或資遣者， 

得免附病癒證明書隨時向原服務機關申請復職，並於復職當日退休、退職 

或資遣。 

第 7 條 

公務人員至年終連續服務滿一年者，第二年起，每年應給休假七日；服務 

滿三年者，第四年起，每年應給休假十四日；滿六年者，第七年起，每年 

應給休假二十一日；滿九年者，第十年起，每年應給休假二十八日；滿十 

四年者，第十五年起，每年應給休假三十日。 

初任人員於二月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於次年一月 

起核給休假；其計算方式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第三年一月起，依前項規 

定給假。 

第 8 條 

公務人員因轉調（任）或因退休、退職、資遣、辭職再任年資銜接者，其 

休假年資得前後併計。 

因辭職、退休、退職、資遣、留職停薪、停職、撤職、休職或受免職懲處 

，再任或復職年資未銜接者，其休假年資之計算依前條第二項規定。但侍 

親、育嬰留職停薪者，其復職當年度及次年度休假，均按前一在職年度實 

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 

退伍前後任公務人員者，其軍職年資之併計，依前二項規定。 

第 9 條 

同一機關或單位同時具有休假資格人員在二人以上時，應依年資長短、考 

績等第或職務性質，酌定順序輪流休假。 

第 10 條 

公務人員符合第七條休假規定者，除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外，每年至少應 

休假十四日，未達休假十四日資格者，應全部休畢。休假並得酌予發給休 

假補助。確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假時，酌予獎勵。每 

次休假，應至少半日。 

前項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當年未休假且未予獎勵者，得累積保留至第 

三年實施。但於第三年仍未休畢者，視為放棄。 

政務人員及民選地方行政機關首長未具休假十四日資格者，每年應給休假 

十四日。但任職前在同一年度內已核給休假者應予扣除。其未休畢者，視 

為放棄。 

第一項休假補助之 高標準，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會商銓敘部定之。 

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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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公假或休假人員，應填具假單，經核准後，始得離開任所。但有急 

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請娩假、流產假、陪產假、二日以上之病假及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應 

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 

第 12 條 

請假、公假或休假人員職務，應委託同事代理。機關長官於必要時，並得 

逕行派員代理。 

前項在假人員，應將經辦事項確實交代代理人。 

第 13 條 

未辦請假、公假或休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假有虛 

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 

第 14 條 

曠職以時計算，累積滿八小時以一日計；其與曠職期間連續之例假日應予 

扣除，並視為繼續曠職。 

第 15 條 

本規則所規定假期之核給，扣除例假日。但因公傷病請公假或因病延長假 

期者，例假日均不予扣除。按時請假者，以規定辦公時間為準。 

第 16 條 

特殊性質機關人員之請假規定，得參照本規則另定之，並送銓敘部備查。 

第 17 條 

公務人員在休假期間，如服務機關遇有緊急事故，得隨時通知其銷假，並 

保留其休假權利。 

第 18 條 

各級機關首長之請假、公假及休假，均應報請上級機關長官核准。 

第 19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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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7.07.02 14:07 

法規名稱：性別工作平等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05 月 18 日 

第 16 條 

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 長以 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主負擔 

之保險費，免予繳納；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 

同生活之受僱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發放，另以法律定之。 

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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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7.07.02 14:11 

法規名稱：家事事件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 

第 116 條 

法院認可未成年人被收養前，得准收養人與未成年人共同生活一定期間， 

供法院決定之參考；共同生活期間，對於未成年人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 

由收養人為之。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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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7.07.02 14:12 

法規名稱：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12 月 16 日 

 

※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施行， 後施行日期：民國 109 年 12 月 16 日 

本法 104.12.16  修正之第 33-2 條，自公布後二年施行；第 90-2 條第 

1 項自公布後三年施行；第 90-2 條第 2  項自公布後五年施行。 

第 17 條 

聲請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除有前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情形者外，應 

檢附前條第二項之收出養評估報告。未檢附者，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 

逾期不補正者，應不予受理。 

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前，得採行下列措施，供決定認可之參考： 

一、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他適當之團 

    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提出訪視報告及建議。 

二、命收養人與兒童及少年先行共同生活一段期間；共同生活期間，對於 

    兒童及少年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收養人為之。 

三、命收養人接受親職準備教育課程、精神鑑定、藥、酒癮檢測或其他維 

    護兒童及少年 佳利益之必要事項；其費用，由收養人自行負擔。 

四、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被遺棄兒童及少年身分資料。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進行訪視者，應評估出養之必要性，並給予必要之協助 

；其無出養之必要者，應建議法院不為收養之認可。 

收養人或收養事件之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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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6.10.30 15:51 

法規名稱：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12 月 14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四十八條所稱重大傷病，其項目及證明有效期限如附表一。 

保險對象經特約醫院、診所醫師診斷為重大傷病者，得檢具下列文件，由 

本人或委託他人、醫院、診所為代理人，向保險人申請重大傷病證明： 

一、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申請書（如附表二）。 

二、特約醫院、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診斷病名欄，應加填國際疾病分 

    類碼）及病歷摘要或檢查報告等相關佐證資料。診斷證明書自開立日 

    起三十日內有效，逾期不予受理。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其屬慢性腎衰竭需定期透析治療或呼吸衰竭需長期使用呼吸器治療者 

    ，並應由特約醫院、診所加填全民健康保險慢性腎衰竭需定期透析治 

    療病人重大傷病證明申請附表或呼吸器依賴病人重大傷病證明申請附 

    表（如附表三、附表四、附表五）。 

保險人審核前項文件需要補送相關資料時，得通知特約醫院、診所協助提 

供，並通知申請人。 

特約醫院、診所代辦申請重大傷病證明，得先行造冊後，以傳真、專人或 

網路送達方式向保險人提出申請，並於申請之日起一個月內補送第二項所 

列文件。 

附表一中註明由醫師逕行認定之重大傷病項目，免依第二項規定申請重大 

傷病證明。 

第 3 條 

保險人應自收受前條申請文件之日起十四日內（不包括例假日），為重大 

傷病證明之核定，並將結果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 

前項期間如需補充相關文件者，其補件時間得予扣除。 

重大傷病證明應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但其重大傷病項目為附表一第 

六項疾病時，由保險人發給書面證明。 

第 4 條 

申請人對保險人之核定有異議時，得於保險人通知到達之日起三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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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申請複核，保險人應於收到申復複核文件之日起三十日內核定。 

申請人對保險人依前條第一項所為之核定，或依前項所為之重新核定仍有 

異議者，得依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規定申請爭議審議。 

前項爭議審議案件經審定駁回者，應檢附新檢查、檢驗或病理切片等報告 

，始得重新申請重大傷病證明。 

第一項核定日期之計算，需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協助提供個案病歷或診療相 

關文件者，自文件送達保險人之日起算。 

第 5 條 

重大傷病證明，以保險人受理之日為生效日。 

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屆滿，申請人得於下列期限內，依第二條規定重新 

申請： 

一、有效期間為二年以上者：效期屆滿三個月前。 

二、有效期間為一年或六個月者：效期屆滿一個月前。 

三、有效期間為三個月以下者：效期屆滿十四日前。 

於前項期限內重新申請，經保險人核定繼續取得重大傷病證明者，其效期 

得予銜接。逾前項期限始重新申請，經保險人核定繼續取得重大傷病證明 

者，以保險人受理申請之日為生效日。原疾病經重新審查結果，確認不符 

重大傷病規定者，不再發給重大傷病證明。 

書面重大傷病證明（包括核定通知書）於有效期限內有遺失、損毀或需要 

他用時，保險對象得填具申請書，連同身分證明文件，向保險人申請補發 

或加發。 

保險人查證已核發之重大傷病證明，有不符規定之情形者，應立即通知申 

請人，並撤銷或廢止重大傷病證明。 

保險對象經保險人核定取得重大傷病證明後，於該證明有效期限內，得以 

書面方式向保險人申請廢止。 

第 6 條 

保險對象持有效期間內重大傷病證明就醫，其免自行負擔費用範圍如下： 

一、重大傷病證明所載傷病，或經診治醫師認定與該傷病相關之治療。 

二、因重大傷病門診，當次由同一醫師併行其他治療。 

三、因重大傷病住院須併行他科治療，或住院期間依病情需要，併行重大 

    傷病之診療。 

保險對象如因重大傷病住院，並於住院期間申請獲准發給該項重大傷病證 

明者，其當次住院免自行負擔費用；如住院期間之檢驗報告，於出院後始 

經確定診斷屬於重大傷病，並據以申請獲准發給該項重大傷病證明，其施 

行該確定診斷檢驗之當次住院及出院後之相關門診，亦免自行負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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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住院免自行負擔之期間，以自當次住院之第一日起算，至其重大傷病 

證明有效期間屆滿；同一疾病係由急診轉住院者，以急診第一日起算。 

第 7 條 

保險對象因分娩就醫者，免自行負擔費用。因分娩引起之合併症或生產後 

於當次住院中併行其他疾病之治療者，得免自行負擔費用。 

第 8 條 

保險對象於山地離島地區醫院、診所門診、急診、住院或接受居家照護服 

務者，免自行負擔費用。 

前項山地離島地區之範圍如附表六。 

第 9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155



�������	
��������������

104� 12� 31���� 
ICD-9-CM!
2001�"

����� #$%�&'
��
����

140-208 

��()*+,�-./0

12

3456

Malignant neoplasm 7�

8�9:4;<=>?@2 AB

286.0 C�D9:4EF;<=>

?@GAH<I�J2
Congenital factor  disorder�

286.1 C8D9:4EK;<=>

?@GBH<I�J2
Congenital factor  disorder�

286.2 CLD9:4EM�;<=

>?@GCH<I
�J2

Congenital factor XI deficiency 

286.3 CND�O;<=>9:4

PQ1?@2

Congenital deficiency of other 
clotting factors 

L�R�S<4�TUVW

4X<G<YZ[\-.]

^_\@`a 8gm/dlbc]
dUe\@`a 12gm/dlb
cfJ2

7�

282 C�Dgh4S<4X< Hereditary hemolytic anemias 

283 C8Di:4S<4X< Acquired hemolytic anemias 

284 CLDTUVW4X< Aplastic anemias 

585 

N�j4klmGno1J]

pqrst�uv-.f2

C�Dj4klm Chronic Renal failure 
�End-stage renal disease�

AB wx
yz{t
(t�u
vf2

403.01�403.11�
403.91 
404.02�404.03�
404.12�404.13�
404.92�404.93 

C8D|<}4k~���

klm

CLD|<}4�~�k~

���klm

Hypertensive renal disease with 
renal failure 
Hypertensive heart and renal 
disease with renal failure 

L�� w
xy��
�{t(
t�uv
f

行政院公報 第 021 卷 第 234 期  20151214  衛生勞動篇 

 

 

156



7�(��-./��4�

���1��2

AB

710.0 C�DY�4��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710.1 C8D��4��1 Systemic sclerosis 
714.0�
714.30~714.33 

CLD������G��

1987�������
��/ ¡¢£]¤

¥�H�����

�J  

Rheumatoid arthritis  
Rheumatoid arthritis juvenile 

710.4 CND¦§4¨� Polymyositis 
710.3 C7D©¨� Dermatomyositis 

CªD<«� Vasculitis 
446.0 1.¬�¦®¯� Polyarteritis nodosa 
446.2 2.°±4<«� Hypersensitivity angiitis 
446.4 3.²³´µ¶·5 Wegener’s granulomatosis 
446.5 4.¸¹º®¯� Giant cell arteritis 
443.1 5.<»¼½4<«� Thromboangiitis obliterans

�Buerger’s disease�
446.7 6.¼½¾®¯� Takayasus’s disease 

446.1 7.¿4§À4ÁÂ©Ã
ÄÅ¬Æ��CÇÈ

�D

Kawasaki disease 

136.1 8.ÉÊËµ� Behcet’s disease 
694.4 CÌD:Í� Pemphigus 
710.2 CFDÎÏ1 Sjogren’s syndrome 
555 CKDÐÑµ1 Crohn’s disease 

556.0~556.6�
556.8~556.9 

CMDj4ÒÓ4¬Ô� Ulcerative colitis 

ª�j4ÕÖ�G��bc

 ¡]×�Øz\j4�

f]ÙEC�D�Ú]�Û

ÕÖÜÝÜÞßàáâ/ 

¡ãäåæÝÜÞß�çJ

290 C�Dè���éè��êë

4ÕÖ�ìí�ÛÕÖ

Senile and presenile organic 
psychotic conditions 

AB

行政院公報 第 021 卷 第 234 期  20151214  衛生勞動篇 

 

157



Ü+Ö\ÜÝÜÞßá

â/ ¡ãäåæÝÜ

Þß�çî

293.1 C8Dï¿4ðñ Subacute delirium ª��Cò
ª���
dóôD

294 CLD�Oêë4ÕÖ�ì Other organic psychotic conditions
�chronic�

8� õö
AB ÷§

295 CNDøùúû1 Schizophrenic disorders AB

296 C7DØü4ÕÖ� Affective psychoses 8� õö
AB ÷§

297 CªDñýì Paranoid states  8� õö
AB ÷§

299 CÌDþ�e��/ÕÖ� Psychoses with origin specific to 
childhood 

299.0 1. �e�¼1 Infantile autism 7� õö
AB ÷§

299.1 2. ��4ÕÖ� Disintegrative psychoses 7� õö
AB ÷§

299.8 3. �Oþ§ae��
/ÕÖ�

Other specified early childhood 
psychoses 

7� õö
AB ÷§

299.9 4. [���Oþ§a
e��/ÕÖ�

Psychoses with origin specific to 
childhood unspecified 

L� õö
7� ÷§
7� T§
AB EN
öbi

Ì�9:4d��	?@%

�GG6PD�	?@ÙÚJ
AB

243 
250.01�250.03�
250.11�250.13�
250.21�250.23�
250.31�250.33�
250.41�250.43�
250.51�250.53�
250.61�250.63�
250.71�250.73�
250.81�250.83�
250.91�250.93�

C�D9:4
��V�

C8D��Z��H�n�

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Type I diabetes mell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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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congenital anomalies of 
circulatory system 

L�

748.4 Congenital cystic lung disease AB

748.5 CªD-PQ15^V��5

^?@

Agenesis, hypoplasi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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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pecific diseases, e.g., End 
stage heart failure, chronic 
pulmonary diseases, primary 
neuromuscular diseases, chronic 
hypoventilation syndrome, which 
require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for 21 or more days. 

§
�� EL
öbi

MN

C�D=Ô���Ù+ú

��pq/R�&

'VWf]� �¡¯

&'z¢°LM:]|

�ØzS£tì]¤

¥¦§¨��z©�

�&'f2

C8D�Oj4%�/R�

&'VWf]� �¡

¯&'z¢°LM

:]|�ØzS£t

ì]¤¥¦§¨��z

©��&'f2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severe 
malnutrition due to major 
enterectomy, intestinal failure 
already on a fully intravenous diet 
for 30 days, and unable to obtain 
sufficient nutrition through an oral 
diet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severe  
malnutrition due to other chronic 
disease already on a fully 
intravenous diet for 30 days, and 
unable to obtain sufficient  
nutrition through an oral diet 

L�� õ
ö
L� ÷§

  
M7�=ª«�+¬}V

pq/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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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Ö\12/X§1|(,�

-.f2

993.3 C�D¬}� Decompression sickness AB

958.0 C8D®�»E1 Air embolism L�

358.0 Mª��1¨�¯1 Myasthenia gravis L�

MÌ�9:4��V�1 7�

279.00�279.06 
C�D`°±:²v<1 Hypogammaglobulinemia 

279.08  C8D³´4��:²vP

Q�Xµ¶·�/ü

6

Selective immunoglobulin 
deficiency combined with repeated 
related infection 

279.1 CLD¹º4��PQ1 Deficiency of cell-mediated 
immunity 

279.2 CND¸�H��PQ1 Combined immunity deficiency  
279.3 C7D¹º¹º�`c1 Phagocyte deficiency( 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 ) 
279.8 CªD�O��%� Other specified disorder of 

immune mechanism  
MF�thf�+��àp

q/Ö\�¨¶�©Ã�/

0��-��n�Ô.3/

X§1fC���)*3r

s=db�fD

AB

806 C�Dt»/¼]��th�

½

Fracture of vertebral column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952 

336 

C8D��¾t¿f�/t

h�g

CLD�Oth��

Spinal cord injury without 
evidence of spinal bone injury 
Other disease of spinal cord 

    
MK�ÀÁ�

CbÂÃ
�ÄÅELMN

ÄE��Æt/ÀÁ�±�

�àÇÀÁ�ÈÉÊ�V�

�ËÌ�zÍÎ/[âÂÃ

Occupational disease L� õö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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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_�Ð/
�Ë

ÌVâÂÃ
�Ï
�_�

Ðf]Ñ�ÂÃ
�ÀÁ�

ÒÞÆtÓÔ]Õ��Ö�

×_UÞ.Ø�D

500 C�DÙÚÃ_Û-1 Coal workers’ pneumoconiosis   
501 C8DÜÝÞß1 Asbestosis  
502 CLD�OàÜ+àáàâ 

      /Û-1
Pneumoconiosis due to other silica 
or silicates 

503 CND�O�ã4Ûäàâ

/Û-1

Pneumoconiosis due to other 
inorganic dust 

505 C7DÛ-1 Pneumoconiosis  

4304 
431�432 
433�434 
435~437 

8M�¿48<«%�C�

¿4§åi���æD

C�DçèÂcéê<

C8D8æê<

CLD8ëE

CND�O8<«%�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cute  
stage)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Cerebral infarction 
Other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4§å

i���

æÛÞß

ìÖít

�wx�

�

340 8M��¦§4��1 Multiple sclerosis 7�

359.0�359.1 8M8�9:4¨¶îï1 Congenital muscular dystrophy 
AB

757.39 

757.9 

757.1 

8ML�Ú©/9:45

C�D9:4«ð4�©ñ

ò1

C8D9:4/Ú©45

CLD9:4óôõ1Cö÷

    
1D

Congenital anomalies integument 

Congenital epidermolysis bullosa 

Congenital anomalies of the 
integument  
Ichthyosis congenita

AB

030 8MN�øU� Leprosy�Hansen’s disease� AB

571.2� 571.5�
571.6

8M7����1]X�c

�Ø5/�f 

Liver cirrhosis with complication 7�

C�Dù«��úû Ascites with poor control  
C8D§�+.¡¯üýê< Esophageal or gastric varicosis 

bleeding 
CLD�þ�+���V� Hepatic coma or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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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scompensated 
8Mª���eàpq/Ö

\�¨¶�/0��~�-

~3/X§12

765.90 C�D��eêUiL��

æ=Ö\�¨¶�/

0��~�-~C¤

��«D3/X§1

��f

Neurological, muscular, skeletal, 
cardiac or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due to premature 
infants to have admission care 
within three months birth. 

ÛÞßì

Öít�

wx��

765.99 C8D��eêU�L��

i]\��)*3r

ó	Ê=db�]


���e�§/�

�)*K�f

Neurological, muscular, skeletal, 
cardiac or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due to premature 
infants certified to have moderate 
impairments three months of age. 

L�

985.1 8MÌ�������/o

4å�C���D

Toxic effect of arsenic and its 
compounds (black foot disease) 

AB

335.2 8MF��®Ö\�%��

��)*3rs=db�+

q����êfí�\Ö\

æÜÝÜÞß ¡Ê¨îï

4����1f

C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ICD-9-CM  335.20D]Vs�
��)*3rs=db�+

q����ê/�ûî2

Motor neuron disease AB

046.1 8MK���µ� Jakob -Creutzfeldt disease AB

LM�\�_��/��%

�]�z�[�8MK�f

ÙÚ2

Rare disease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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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

 
$%&'!"'%()*%+! 
,"!-�" 

����� #$%�&' 
�����
� 

 ��()*+,�-./012  
%./  
 
%""0"'%"102�
%"20"'%!"02�
%!,'%!-03 
%#"0"!!'%#"02,2 
 
%#/0"'%#/02�%## 
 
%""0"'%2102 
4V¤ %./�%2-0-�
%2-015 

4�5
�3456 
 
485¤é�¤6�c63456E

�� 
 
4L5!73456E�� 
 
4N5>893456E�� 
 
475ÙC�D:CND/�O345

6 

(;<=>?;?@ ?ABC<;DE BF 
@GHIB=J ><;?J 
(;<=>?;?@ ?ABC<;DE BF 
BI;< K;L=@HMBIBCG;IH?N 
;?J GHCBCG;IH?N D@;>A $ 
(;<=>?;?@ ?ABC<;DE BF 
OIA;D@ D@;>A $ 
(;<=>?;?@ ?ABC<;DE BF 
KAIL=N P@AI= D@;>A $ 
B@GAI E;<=>?;?@ ?ABC<;DE 
 

L� 
 
L� 
 
 
L� 
 
L� 
 
7� 
 
 

 8�gh4;<=>PQ2  AB 
&11 C�Dgh4EQ;<=>PQ1 RAIAJ=@;IH F;K@BI S$$$ 

JAF=K=A?KH  
&1. C8Dgh4ET;<=>PQ1 RAIAJ=@;IH F;K@BI $U 

JAF=K=A?KH  
&130! 
 
&130, 

CLDgh4E U$;<=>PQ1 
 
CND�Ogh4;<=>PQ1 
 

RAIAJ=@;IH F;K@BI U$ 
JAF=K=A?KH 
RAIAJ=@;IH JAF=K=A?KH BF 
B@GAI K<B@@=?> F;K@BID 

 

 L�R�S<4�TUVW4X<
G<YZ[\-.]^_\@`a
3>E)J<bc]dUe\@`a
!,>E)J<bcfJ2 

 7� 
 
 
 

&##0"'&#302 C�Dgh4S<4X< RAIAJ=@;IH GAEB<H@=K 
;?AE=;D  

&#20"'&#202 C8Di:4S<4X< VKWP=IAJ GAEB<H@=K 
;?AE=;D  

&-10-�&1"0"'&1"02�
&1!0"!'&1!02 

CLDTUVW4X< 
 

VC<;D@=K ;?AE=;D 
 

 
 
X!30#�X!301 
 
$!,0" 

N�j4klmGno1J]pqr
st�uv-.f2 
C�Dj4k~%� 
 
C8D|<}4j4k~���E

7�j4k�+��k� 

 
 
%GIB?=K Y=J?AH J=DA;DA 
 
RHCAI@A?D=LA KGIB?=K 
Y=J?AH J=DA;DA Z=@G 
D@;>A # KGIB?=K Y=J?AH 
J=DA;DA BI A?J D@;>A 
IA?;< J=DA;DA 
 

AB wxy
z{t(t
�uvf 
L�� wx
y���{
t(t�u
vf 
 
 

行政院公報 第 021 卷 第 234 期  20151214  衛生勞動篇 

 

166



$!/0!!�$!/0, CLD|<}4�~�j4k~�
���~lm�E7�j4
k�+��k�4|<}4
�~�j4k~�[���
~lm�XE7�j4k�
+��k�5 

RHCAI@A?D=LA GA;I@ ;?J 
KGIB?=K Y=J?AH J=DA;DA 
Z=@G GA;I@ F;=<PIA ;?J 
Z=@G D@;>A # KGIB?=K 
Y=J?AH J=DA;DAM BI A?J 
D@;>A IA?;< J=DA;DA 

  4RHCAI@A?D=LA GA;I@ ;?J 
KGIB?=K Y=J?AH J=DA;DA 
Z=@GBP@ GA;I@ F;=<PIAM 
Z=@G D@;>A # KGIB?=K 
Y=J?AH J=DA;DAM BI A?J 
D@;>A IA?;< J=DA;DA5 

 
 
 
(/,0"'(/,02 
 
(/-0"' (/-02 
 
("#0."'("10"2�
("10,"'("10/2�
("103"'("1032�
("102�("30""'("3022 
 
(//0,"'(//0,2 
 
(//0""'(//0!2 
�(//02"'(//022�
(/10" 

7�(��-./��4����
1��2 
 
C�D��4Y��� 
 
C8D��4��1 
 
CLD������G�� !23.� 
     ��������/ ¡¢  
     £]¤¥�H������J 
 
 
CND¦§4¨� 
 
C7D©¦¨� 

 
 
 
+HD@AE=K <PCPD 
AIH@GAE;@BDPD 4+[\5 
+HD@AE=K DK<AIBD=D 
 
]GAPE;@B=J ;I@GI=@=D 
4]GAPE;@B=J ;I@GI=@=D 
^PLA?=<A5 
 
 
*B<HEHBD=@=D 
 
&AIE;@BCB<HEHBD=@=D 
 

AB 
 
 
 

 

 CªD<«� S;DKP<=@=D 
(/"0"�(/"0,�(/"03       !0¬�¦®¯� *B<H;I@AI=@=D ?BJBD; 
(/!0"       ,0°±4<«� RHCAIDA?D=@=L=@H 

;?>==@=D  
(/!0/"�(/!0/!       /0²³´µ¶·5 _A>A?AI`D 

>I;?P<BE;@BD=D  
(/!0#�(/!01       -0¸¹º®¯� a=;?@ KA<< ;I@AI=@=D 
$./0!       #0<»¼½4<«� bGIBEOB;?>==@=D 

BO<=@AI;?D 4cPAI>AI`D 
J=DA;DA5 

 

(/!0-       10d®¯e1�� VBI@=K ;IKG DH?JIBEA 
4b;Y;H;DP5  

(/"0/       .0©ÃfÂÄÅ¬g�1   
       CÇÈ�D 

h;Z;D;Y= J=DA;DA 
 

(/#0, 
 

      30ÉÊËµ� cAGKA@`D J=DA;DA 
 

[!"0"'[!"02 CÌD:Í� *AECG=>PD 

行政院公報 第 021 卷 第 234 期  20151214  衛生勞動篇 

 

167



(/#0""'(/#0"2 CFDÎÏ1 +=KK; DH?JIBEA 
h#"0""'h#"02!2 
 
h#!0""'h#!02!2 

CKDÐÑµ1 
 
CMDj4ÒÓ4¬Ô� 

%IBG?`D J=DA;DA 
 
i<KAI;@=LA KB<=@=D 

 

 ª�j4ÕÖ�G��bc ¡]
×�Øz\j4�f]ÙEC�D
�Ú]�ÛÕÖÜÝÜÞßàáâ
/ ¡ãäåæÝÜÞß�çJ 

 

 

j"!0#"�j"!0#!�
j"/02"�j"/02! 

C�Dúk14âêë4�ì5í� 
      ÛÕÖÜ+Ö\ÜÝÜÞß 
      áâ/ ¡ãäåæÝÜÞ 
      ß�çî 

i?DCAK=F=AJ JAEA?@=; AB 

j"# C8DUÔlàâ/ðñ &A<=I=PE JPA @B Y?BZ? 
CGHD=B<B>=K;< KB?J=@=B? 

ª��Còª

���dó

ôD 

 

j",03"�j",03!�
j"10"�j"10!�j"103 

CLD�OUÔlàâ/�OÕ 
      Ö%m 

n@GAI EA?@;< J=DBIJAID 
JPA @B Y?BZ? 
CGHD=B<B>=K;< KB?J=@=B? 

8� õö 

AB ÷§ 

 

 

 

j,"0"'j,"02�
j,#0"'j,#02 

CNDøùúû1 +KG=oBCGIA?=; AB 

j/"0!"'j/"0!/�

j/"0,'j/"02�

j/!0"'j/!02�

j/,0,'j/,02�

j//0,'j//02 

C7DØü4%m VFFAK@=LA J=DBIJAID 8� õö 

AB ÷§ 

j,, CªDñý4%m &A<PD=B?;< J=DBIJAID  8� õö 

AB ÷§ 

 CÌDpq4§r%m *AIL;D=LA JALA<BCEA?@;< 
J=DBIJAID  

j3-0"       !0�¼4%m VP@=D@=K J=DBIJAI 7� õö 

 AB ÷§ 

j3-0/ 
 
 
j3-0#�j3-03 
 
 
 
 
j3-02 
 

      ,0�Oe����%m 
 
 
      /0�Opq4§r%m4¤ 
        ïst³1��5 
 
 
 
      -0[��/pq4§r%m 
 

n@GAI KG=<JGBBJ 
J=D=?@A>I;@=LA J=DBIJAI 
 
n@GAI CAIL;D=LA 
JALA<BCEA?@;< 
J=DBIJAID4VDCAI>AIuD 
DH?JIBEA5 
 
*AIL;D=LA JALA<BCEA?@;< 
J=DBIJAIMP?DCAK=F=AJ 
 

7� õö 

AB ÷§ 

 

7� õö 

AB ÷§ 

 

 

 

L� õö 

7� ÷§ 

7� T§ 

AB EN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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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Ì�9:4d��	?@%�Ga1*&
�	?@ÙÚJ 

 AB 
 
 

\""0"'\""02�\"/0"�
\"/0! 
 
 
 

C�D9:4Pv1��4¤9:4 
     
�`c5 
 

%B?>A?=@;< 
=BJ=?A'JAF=K=A?KH 
DH?JIBEA4%B?>A?=@;< 
GHCB@GHIB=J=DE5 

 

\!"0!"'\!"02 
 
\,/0, 
 
\,#0"'\,#02 
 
\."0"'\.!0,�
\.,0""'\.,0#!�
\.,0#2�\.,03�\.,02 
 
\.-0""'\.-0"2 
 
\.-0,"'\.-0,2 
 
\.30! 
 
\330! 
 

C8D��Z��H�n� 
 
CLDn�1 
 
CNDk��4Uwê%m 
 
C7D�������	/úû 
 
 
 
CªD��xy%� 
 
CÌD !�<1 
 
CFD"|L�#$z<1 
 
CKD%ëú'1 

bHCA ! J=;OA@AD EA<<=@PD 
 
&=;OA@AD =?D=C=JPD 
 
VJIA?B>A?=@;< J=DBIJAID 
 
&=DBIJAID BF ;E=?B';K=J 
@I;?DCBI@ ;?J EA@;OB<=DE 
 
 
a<HKB>A? D@BI;>A J=DA;DA 
 
a;<;K@BDAE=; 
 
*PIA GHCAI><HKAI=JAE=; 
 
[=CBJHD@IBCGH 

 
 

\.#0,!'\.#0,,�

\.#0,-"'\.#0,-2�

\.#0/�\..0"'\..02 

 

\.#01�\.30."�\.302 
 

CMDÖ\%ë�	%m 
 
 
 
CM�D%ë�	%m 

&=DBIJAID BF 
DCG=?>B<=C=J EA@;OB<=DE 
 
 
&=DBIJAID BF <=CB=J 
EA@;OB<=DE 

\3/0""'\3/0"2 CM8D+�	%m &=DBIJAID BF KBCCAI 
EA@;OB<=DE  

\,"0!�\3/0#"'\3/0#2�

\3/03! 

CMLD,�	%m &=DBIJAID BF K;<K=PE 
EA@;OB<=DE  

&3!0/�&3!0#�
\.20!'\.202 

CMND{|�}~�	%m &=DBIJAID BF CPI=?A ;?J 
CHI=E=J=?A EA@;OB<=DE   

\.10"!'\.102 CM7D��������	%m &=DBIJAID BF 
><HKBD;E=?B><HK;? 
EA@;OB<=DE 

 

\.!0/!"'\.!0#-3�

\3"0/�\330-"'\33032�

R-203!!'R-203!2 

 

CMªD�OËt/d��	%m 
 
 
 

n@GAI DCAK=F=AJ 
J=DBIJAID BF EA@;O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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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 
 

CMÌDd��	%m (A@;OB<=K J=DBIJAIM 
P?DCAK=F=AJ 

 F���-�.Ô�k~�Ö\�
/0123/9:445�67�
?@ 

 

 

�""0"'�""0, C�D�81��945 V?A?KACG;<H ;?J D=E=<;I 
E;<FBIE;@=B?D 

AB 

a2"0!��"!0"'�"-02�
�"10"'�"102��".03�
�".02 
 
�,"0"'�,-02 

C8DÖ\12/�O9:445 
 
 
 
CLD9:4�:G;<J��~ 
      =>¼�/45+�~/� 
      O9:445 

n@GAI KB?>A?=@;< 
;?BE;<=AD BF ?AILBPD 
DHD@AE 
 
cP<OPD KBIJ=D ;?BE;<=AD 
;?J ;?BE;<=AD BF K;IJ=;K 
DAC@;< K<BDPIA BI B@GAI 
KB?>A?=@;< ;?BE;<=AD BF 
GA;I@ 

L� 
 
 
 
L� 

�,#0"'�,302 CND?@12/�O9:445 n@GAI KB?>A?=@;< 
;?BE;<=AD BF K=IKP<;@BIH 
DHD@AE 

L� 

�//0" C7D9:4-A5 %B?>A?=@;< KHD@=K <P?> AB 
 

�//0/��//01 CªD-PQ15^V��5^? 
      @ 

V>A?AD=DM GHCBC<;D=; ;?J 
JHDC<;D=; BF <P?> 

AB 
 
 
 

�//03��//02 CÌD-/�O45 n@GAI KB?>A?=@;< 
E;<FBIE;@=B?D BF <P?> 

AB 
 

�-!0"'�-#02 CFDB�12/�O9:445 n@GAI KB?>A?=@;< 
;?BE;<=AD BF J=>AD@=LA 
DHD@AE 

AB 

�1"0"'�1"01 CKDk�§��k�Oï¬PF ]A?;< ;>A?AD=D ;?J B@GAI 
IAJPK@=B? JAFAK@D BF 
Y=J?AH 

AB 

�1!0""'�1!02 CMDkA54%� %HD@=K Y=J?AH J=DA;DA AB 
�1,0"'�1,0/2 CM�D9:4kC��n«/D 

        E4PF 
%B?>A?=@;< nOD@IPK@=LA 
JAFAK@D BF IA?;< CA<L=D 
;?J PIA@AI 

AB 

�1/0"'�1/02 CM8D9:4k�O45 n@GAI KB?>A?=@;< 
E;<FBIE;@=B?D  
BF Y=J?AH 

AB 

�..0"'�..0,��..0-�
�..0#��..0.'�..02�
�.30- 
 
�2"0"'�220!��2203�
�2202 

CMLD/G/§�VW��« 
        /�t¿U,PF 
 
 
CMND67�?@ 
 

nD@ABKGB?JIBJHDC<;D=; 
Z=@G JAFAK@D BF >IBZ@G BF 
@POP<;I OB?AD ;?J DC=?A 
 
%GIBEBDBE;< 
;O?BIE;<=@=AD 

AB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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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UV'b,102,UV4
E .e!qÊ V5 
 

C8DWR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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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 BF F;KA ;?J GA;JM 
JAAC ?AKIBD=D BF 
P?JAI<H=?> @=DDPA 4JAAC 
@G=IJ JA>IAA5 Z=@G <BDD 
BF ; OBJH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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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Dk~jkKLi/lm-. h=J?AH @I;?DC<;?@ D@;@PD AB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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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03- 
 

C8D�~jkKLi/lm-. 
 
CLD-~jkKLi/lm-. 
 
CND�~jkKLi/lm-. 
 
C7D/hjkKLi/lm-. 

RA;I@ @I;?DC<;?@ D@;@PD 
 
[P?> @I;?DC<;?@ D@;@PD 
 
[=LAI @I;?DC<;?@ D@;@PD 
 
cB?A @I;?DC<;?@ D@;@PD 

AB 
 
AB 
 
AB 
 
7� 

�2-03/ 
 
�2-03, 

CªD�~jkKLi/lm-. 
 
CÌDiÔjkKLi/lm-. 
 

*;?KIA;D @I;?DC<;?@ 
D@;@PD 
$?@AD@=?A @I;?DC<;?@ 
D@;@PD 

AB 
 
AB 

b310!"'b310!2 CFDk~jkX§1 %BEC<=K;@=B? BF Y=J?AH 
@I;?DC<;?@ 

AB 

b310-"'b310-2 CKD�~jkX§1 %BEC<=K;@=B? BF <=LAI 
@I;?DC<;?@ 

AB 

b310,"'b310,/�
b310,2"'b310,23 
 
b3103!"'b3103!2 

CMD�~jkX§1 
 
 
CM�D-~jkX§1 

%BEC<=K;@=B? BF GA;I@ 
@I;?DC<;?@ 
 
%BEC<=K;@=B? BF <P?> 
@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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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7.07.02 14:19 

法規名稱：全民健康保險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11 月 29 日 

第 43 條 

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門診或急診費用之百分之二十，居家照護醫療費用之 

百分之五。但不經轉診，於地區醫院、區域醫院、醫學中心門診就醫者， 

應分別負擔其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五十。 

前項應自行負擔之費用，於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得予減免。 

第一項應自行負擔之費用，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依診所及各級醫院前一 

年平均門診費用及第一項所定比率，以定額方式收取，並每年公告其金額 

。 

第一項之轉診實施辦法及第二項醫療資源缺乏地區之條件，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 47 條 

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之住院費用如下： 

一、急性病房：三十日以內，百分之十；逾三十日至第六十日，百分之二 

    十；逾六十日起，百分之三十。 

二、慢性病房：三十日以內，百分之五；逾三十日至第九十日，百分之十 

    ；逾九十日至第一百八十日，百分之二十；逾一百八十日起，百分之 

    三十。 

保險對象於急性病房住院三十日以內或於慢性病房住院一百八十日以內， 

同一疾病每次住院應自行負擔費用之 高金額及全年累計應自行負擔費用 

之 高金額，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48 條 

保險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依第四十三條及前條規定自行負擔費用： 

一、重大傷病。 

二、分娩。 

三、山地離島地區之就醫。 

前項免自行負擔費用範圍、重大傷病之項目、申請重大傷病證明之程序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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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7.05.03 11:08 

法規名稱：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8 月 11 日 

第 3 條 

專業及技術教師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及 

講師級四級。 

第 12 條 

專業及技術教師之解聘、停聘、不續聘及申訴等有關事項，比照教師之規 

定。 

第 13 條 

專任專業及技術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依其專業性質、聘任之等級，比照教 

師之規定。 

第 14 條 

專任專業及技術教師之待遇、福利、休假研究、進修、退休、撫卹、資遣 

、年資晉薪及其他權益等事項，依其聘任之等級，比照教師之規定。 

兼任專業及技術教師之兼課鐘點費，按同級教師支給標準給與。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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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7.05.17 16:43 

法規名稱：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11 月 29 日 

第 1 條 

為促進運動產業之發展，營造運動產業良好的經營環境，積極提升競爭力 

與國際接軌，並為國人建構優質運動休閒環境，特制定本條例。 

運動產業之發展，依本條例之規定。其他法律規定有較本條例更有利者， 

從其規定。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運動事業，指從事運動產業之法人、合夥、獨資或個人。 

本條例所稱體育團體，指以體育推展為宗旨，依法設立之非營利性組織。 

第 4 條 

本條例所稱運動產業，指提供民眾從事運動或運動觀賞所需產品或服務， 

或可促進運動推展之支援性服務，而具有增進國民身心健康、提升體能及 

生活品質之下列產業： 

一、職業或業餘運動業。 

二、運動休閒教育服務業。 

三、運動傳播媒體或資訊出版業。 

四、運動表演業。 

五、運動旅遊業。 

六、電子競技業。 

七、運動博弈業。 

八、運動經紀、管理顧問或行政管理業。 

九、運動場館或設施營建業。 

十、運動用品或器材製造、批發及零售業。 

十一、運動用品或器材租賃業。 

十二、運動保健業。 

十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 

前項各款產業內容及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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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本條例所稱大型運動設施，指因供重大國際賽會使用且在一定規模以上之 

運動建設；其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6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運動產業發展方向及產業 

發展計畫，每四年檢討修正，報請行政院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置運動產業統計資料庫，並 

定期公告之。 

第 7 條 

為促進職業運動產業之發展，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 

運動產業發展計畫進行投資，其股份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前項投資之規範及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8 條 

主管機關為推展運動產業發展，對於下列事項，得採取適當之輔導或獎助 

措施： 

一、建立異業合作模式，提供創新商品或創新服務。 

二、拓展國際市場、建立自有品牌。 

三、辦理運動產業產學合作、創業育成及輔導。 

四、培植運動產業專業人才。 

五、建立產業媒合及交流資訊平台、蒐集產業市場資訊。 

六、運用資訊科技提升運動產業服務品質或提高運動產業競爭力。 

七、提供運動產業貸款利息補貼及信用保證。 

八、提升重大國際賽事之觀賞人口。 

九、民眾從事觀賞性或參與性運動消費支出。 

十、整合地方資源推動運動產業發展。 

十一、運動場館設施之興整建與營運。 

十二、推展運動產業研發、生產、行銷、推廣及授權等產業活動。 

十三、其他促進運動產業發展之事項。 

前項輔導或獎助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申請程序、獎助方式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運動事業或營利事業聘用績優運動選手從事有助運動推展 

或提供運動相關服務等事項，其薪資支出金額百分之三十限度內，得專案 

編列經費補助之，每人累計補助期間以五年為限。 

前項運動事業、營利事業及績優運動選手之對象、範圍、認定基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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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序、額度、方式、限制、撤銷或廢止之事由、追繳及其他應遵行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為培育運動事業人才，政府應充分開發、運用運動事業人力資源，整合各 

種教學與研究資源，鼓勵大專校院及運動產業進行產官學合作研究及人才 

培訓。 

政府得協助地方政府、大專校院及運動事業充實運動事業人才或體育專業 

人員，並鼓勵其建置相關設施，開設相關課程，或興辦競賽、觀摩、創作 

，與展演。 

第 11 條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運動產業發展需要，委託或輔導補助民間機 

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並促進國際相互承認，以作為民間單位人 

才培訓、延攬及能力鑑定之參考。 

前項委託或輔導補助之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申請程序、核定機關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12 條 

為培養國民運動習慣，並振興運動產業，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補助學生參 

與或觀賞運動競技或表演。 

前項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3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及信用保證機構，建立運動 

產業發展投資之優惠融資管道及信用保證機制，協助運動事業取得推展運 

動業務所需資金。 

第 14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運動事業引進運動產業相關之關鍵技術、發展國際或自有 

品牌，並有助運動產業之創新及發展者，得補助之，並提供相關國際市場 

拓展及推廣銷售之協助。 

前項補助之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申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經濟部定之。 

第 15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公民營事業、法人或自然人 

依法設置運動產業園區，並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給予必要之輔導 

、補助、獎勵。 

前項輔導、補助、獎勵之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申請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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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專業輔導資源，協助重點運動賽事之申辦、籌備及運 

作管理。 

前項重點運動賽事擇定及協助作業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刪除） 

第 18 條 

（刪除） 

第 19 條 

公有公共運輸系統之場站或相關設施之主管機關，應保留該場站或相關設 

施一定比率之廣告空間，優先提供予運動產品或服務，以優惠價格使用； 

其比率及使用費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運動產業之從業人員，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 

作者，得依據大學法第十七條第四項及專科學校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應聘擔任學校相關課程之教職，不受教師聘任有關學歷限制之規定。 

第 21 條 

為協助運動產業發展並因應相關事業環境變動俾利延攬外籍專門性或技術 

性工作人員來臺，外籍從事運動產業之人員來臺從事短期商務活動、技術 

指導、專業表演等，並未受僱我國內之任一雇主，得憑停留簽證同意其停 

留期限十四日以下免申請工作許可。 

運動產業聘僱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其申請 

工作許可之雇主及受僱人條件及應備書件，得比照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 

准投資或設立事業，聘僱外籍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人員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22 條 

為促進運動產業之發展，政府得以出租、授權或其他方式，提供其管理之 

圖書、史料、典藏文物或影音資料等公有資產。但不得違反智慧財產權相 

關法令規定。 

依前項規定提供公有資產之管理機關，應將對外提供之公有資產造冊，並 

以適當之方式對外公開。 

管理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收益，得保留部分作為管理維護、技術研發 

與人才培育之費用，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政府公有財產管理法令 

規定之限制。 

利用人係為非營利目的而使用公有資產時，管理機關得採優惠計價方式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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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資產之出租、授權、收益保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運動事業舉辦運動賽事、活動或展演場所需使用公有非公用不動產，經中 

央主管機關轉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動產管理機關得逕予出 

租，不受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及地方政府公有財產管理法令相關出租之 

限制。 

第 24 條 

體育團體舉辦之運動賽事或活動，符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 

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者，其門票收入免徵營業稅。 

前項運動賽事、活動範圍及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 25 條 

為促進運動產業發展，公司投資於運動產品或服務之研究、發展支出金額 

，得依有關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減免稅捐。 

第 26 條 

營利事業合於下列之捐贈，得依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以費用列 

支，不受金額限制： 

一、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育團體。 

二、培養支援運動團隊或運動員。 

三、推行事業單位本身員工體育活動。 

四、捐贈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興設運動場館設施或運動器材用品。 

五、購買於國內所舉辦運動賽事門票，並經由學校或非營利性之團體捐贈 

    學生或弱勢團體。 

前項實施辦法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 26-1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培養支援運動員，得設置專戶，辦理個人對運動員捐贈有 

關事宜。 

個人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運動員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 

，得依下列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 

一、未指定捐贈特定之運動員者，為對政府之捐贈，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 

    。 

二、指定捐贈特定之運動員，視同對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教育 

    、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捐贈，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二目之一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 

個人符合前項所得稅列舉扣除之金額，不計入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贈與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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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 

項運動員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個人列舉扣除之範圍、減除方法、應 

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 27 條 

民間機構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四條規定者，其參與興建重大公 

共建設之運動設施，得依同法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一條規定辦理。 

第 28 條 

民間機構開發經營大型運動設施經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者，其範圍內 

所需之公有土地之取得等相關事宜，應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 

第 29 條 

民間機構開發經營大型運動設施經主管機關核定者，其範圍內所需用地如 

涉及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應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都 

市計畫法及區域計畫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第 30 條 

民間機構開發經營大型運動設施經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者，其所需之 

聯外道路得由主管機關協調該管道路主管機關、地方政府及其他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興建之。 

第 31 條 

為促進運動場館業之發展，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重大投資案件，設置單一 

窗口，會同中央有關機關辦理。 

前項所稱重大投資案件，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有關機關定之。 

第 32 條 

主管機關對於發展運動產業建設所需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依法申請徵收私 

有土地或撥用公有土地。 

第 33 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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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7.07.16 09:57 

法規名稱：教育部補助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06 年 06 月 0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民間機構，指依法立案或登記之法人、團體及大專校院。 

本辦法所稱職能基準，指為完成特定職業或職類工作任務，所應具備之能 

力，包括該特定職業或職類之各主要工作任務、對應行為指標、工作產出 

、知識、技術、態度等職能內涵。 

第 4 條 

依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補助之職能基準類別、申請期限及相關事項 

，由本部公告之。 

第 5 條 

民間機構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向本部申請補助： 

一、設立三年以上。 

二、最近三年無欠繳應納稅捐。 

三、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 

四、最近三年內未有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五、未曾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或雖受停權處分而其停權期間已 

    屆滿。 

六、對政府未有違約舊案或財務責任未清之情況。 

七、同一申請補助案件，未依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申請獎勵或補助。 

第 6 條 

民間機構申請補助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計畫書 

、登記或立案證明文件，符合前條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於第四條申請期 

限內，向本部提出。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運動產業發展方向及市場需求評估。 

二、運動產業人才類別及現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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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草案初稿。 

四、計畫執行之方式、程序及可行性分析。 

五、參與計畫人員之學歷、經歷及專長。 

六、所需經費預算。 

七、執行期程。 

八、預期效益。 

前項第三款職能基準草案初稿之擬訂，應依勞動部公告之職能基準品質認 

證作業規範辦理。 

第二項第六款所需經費預算之編列，應依相關補助經費法令規定辦理。 

第 7 條 

申請人應備之文件、資料有欠缺者，本部應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 8 條 

本部得邀集體育運動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運動產業界人士及機關代表， 

組成審查小組，審查第六條第一項申請案。 

前項審查小組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 9 條 

申請案之審查基準如下： 

一、計畫完整性。 

二、經費合理性。 

三、計畫可行性。 

四、計畫效益性。 

前項申請案，本部得按核定補助經費，全部或一部補助。 

第 10 條 

申請案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由本部核定計畫書及補助金額，並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 

第 11 條 

申請人應依前條核定之計畫書執行，並於計畫結束前一個月內，檢送職能 

基準草案及成果報告，報本部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由本部核定後，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 

前項職能基準草案，由本部核定後，以本部名義送勞動部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登錄及公告事宜。 

第 12 條 

補助款撥付及核結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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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期：申請人收受第十條之書面通知後，應檢具書面通知及領據， 

    報本部按核定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十撥付補助款。 

二、第二期：申請人收受前條之書面通知後，應檢具書面通知、收支結算 

    表及原始憑證，報本部按核定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十撥付補助款。 

第 13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不予補助；已補助者，撤銷或廢止其補助，並得 

視情節輕重，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命申請人返還全部或一部之補助款： 

一、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 

二、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或有虛報、浮報之情事。 

三、未依核定計畫書執行或進度嚴重落後，且未能於本部通知之期限內完 

    成改善。 

四、依第十一條提送之職能基準草案及成果報告，經審查不通過。 

有前項情形之一者，本部得依情節輕重，五年內不受理申請人依本辦法所 

提之申請案。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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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7.07.16 09:58 

法規名稱：職能發展及應用推動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5 月 06 日 

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部發展署）為協調整合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所定職能基準，鼓勵民間應用，推動培訓產業發展，強化 

    職業訓練內涵及成效，提升從業人員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職業：指符合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或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所列之 

      項目。 

（二）職類：指應用相近技術、知識之工作或職務之集合。 

（三）職能：指完成某項工作任務或為提高個人與組織現在及未來績效所 

      應具備之知識、技術、態度或其他特質之能力組合。 

（四）職能分析：指以系統化方式就完成某類型工作、職業或職類所應具 

      備能力之分析。 

（五）職能基準：指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本部發展署所發展，為 

      完成特定職業或職類工作任務，所應具備之能力組合，包括該特定 

      職業或職類之各主要工作任務、對應行為指標、工作產出、知識、 

      技術、態度等職能內涵。 

（六）職能基準單元：指組成職能基準之各主要工作任務及其所對應行為 

      指標、工作產出、知識、技術、態度等能力組合。 

（七）職能導向課程：指以職能基準或透過職能需求分析為依據所發展之 

      訓練課程統稱，包含職能基準課程、職能基準單元課程及職能課程 

      等三類。 

（八）職能基準課程：指依本部發展署採認公告之職能基準所發展之訓練 

      課程，其應涵蓋該基準所有職能基準單元，使學習者可習得各單元 

      所應具備之職能內涵，並具備能展現所有行為指標之能力水準。 

（九）職能基準單元課程：指依本部發展署採認公告之職能基準，其中部 

      分職能基準單元為依據所發展之訓練課程。學習者可習得所對應職 

      能基準單元應具備之職能內涵，並具備能展現所對應行為指標之能 

      力水準。 

（十）職能課程：指因應產業或特定組織之需要，透過職能分析所建構的 

      職能模型為依據所發展之訓練課程。其規劃需明確對應至全部或部 

      分職能單元。學習者可習得所對應職能應具備之職能內涵，並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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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展現所對應行為指標之能力水準。 

三、為有效協調整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職能基準及推動相關工 

    作，本部發展署得邀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討論下列事項： 

（一）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職能基準及相關推動之協調整合。 

（二）民間團體發展職能基準及職能導向課程之輔導及補助。 

（三）職能基準及職能導向課程品質之管理。 

（四）其他與職能基準發展及應用有關業務之推動。 

四、職能基準應依下列規定明定其發展範疇： 

（一）行業：以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為發展範疇。 

（二）職業：以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之小類或細類職業名稱，或職業分 

      類典之職業名稱，或產業慣用之職業名稱為發展範疇。 

（三）職類：以應用相近技術、知識之工作或職務之集合為發展範疇。 

五、職業或職類之職能基準內涵，應包括該特定職業或職類之主要工作任 

    務、行為指標、工作產出、對應之知識、技術、態度及職能級別。 

    前項職能基準內涵及說明，由本部發展署公告之。 

六、為確保職能基準品質，本部發展署應參照投入、過程及產出等構面品 

    質訂定審查標準，以作為審查職能基準之依據。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民間團體發展職能基準，得參酌前項審查 

    標準，並於完成後向本部發展署申請審查。 

    本部發展署辦理職能基準審查，得邀請相關專家依據審查標準進行審 

    查。審查結果應通知申請人。 

    有關職能基準審查之相關規定，由本部發展署公告之。 

七、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之機構，或依 

    工業團體法及商業團體法設立之工業團體及商業團體，得申請職能基 

    準審查。 

    前項工業團體及商業團體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設立三年以上。 

（二）最近三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三）最近三年內未有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四）未曾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或雖曾受停權處分，但其停權 

      期間已屆滿。 

（五）對本部未有違約舊案或財務責任未清之情況。 

（六）最近一年內未發生違反勞動法令之情事。 

    前二項單位得協同其他國內或國外法人或團體共同發展職能基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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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發展單位應以符合前項各款規定者為限。 

    本部發展署為辦理審查得請申請單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單位應 

    配合提供。 

八、通過審查之職能基準，由本部發展署辦理登錄，並公告於專屬資訊平 

    台（以下簡稱資訊平台）。 

九、已登錄之職能基準，每三年應依下列規定定期更新： 

（一）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展者：由本部發展署通知各主管機關評 

      估是否更新，有更新需求者，由各主管機關依規劃進行更新。 

（二）由本部發展署補助發展者：由本部發展署延請相關專家評估是否更 

      新。有更新需求者，原發展單位得申請補助更新。未依限更新之基 

      準，自資訊平台移除，並開放由其他具申請資格者更新。 

    職能基準更新後，應重新申請審查。 

十、職能導向課程之發展範疇如下： 

（一）依據已公告通過審查之職能基準，發展對應之職能基準課程。 

（二）依據已公告通過審查之職能基準之個別職能基準單元，發展對應之 

      職能基準單元課程。 

（三）透過職能分析流程進行訓練需求分析後，發展對應之職能課程。 

十一、職能導向課程之規劃內涵，應包括課程名稱、目標對象、先備條件 

      、引用職能內涵、課程地圖、課程目標、內容大綱、教學方法、教 

      材教具、教學資源、師資資格條件、學習成果評量方式及證據等課 

      程發展設計內涵項目。 

十二、為確保職能導向課程品質，本部發展署應訂定審查標準作為審查依 

      據，該標準應兼顧需求分析、課程設計及教學、成果評量等構面之 

      品質。 

      辦理訓練之單位（以下稱辦訓單位）應參酌審查標準發展職能導向 

      課程，並完成實際開班及學員學習成果評量後，併附該課程係自行 

      發展之切結，送本部發展署進行審查。 

      職能導向課程內容涉及智慧財產權爭議者，應由辦訓單位自行負責 

      。 

      本部發展署受理後，由相關專家依據審查標準進行審查。審查結果 

      應通知申請單位。 

      有關職能導向課程品質審查之相關規定，由本部發展署公告之。 

十三、辦訓單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職能導向課程審查： 

  （一）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登記之學術團體、專業機構、工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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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團體、職業工會或協會。 

  （二）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登記或許可設立之公、私立職業 

        訓練機構。 

  （三）公私立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 

  （四）依公司法設立之法人。 

      辦訓單位應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設立三年以上。 

  （二）最近三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三）組織章程中包含教育或訓練相關項目。 

  （四）通過訓練品質評核系統（TTQS）評核達銅牌以上。 

  （五）最近三年內未有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六）未曾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或雖曾受停權處分，但其停 

        權期間已屆滿。 

  （七）對本部未有違約舊案或財務責任未清之情況。 

  （八）最近一年內未發生違反勞動法令之情事。 

      辦訓單位得以其他國內或國外法人或團體為協同發展單位，共同發 

      展職能導向課程，但協同發展單位應以符合前項第四款以外各款者 

      為限。 

      本部發展署為辦理審查得請申請單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單位 

      應配合提供。 

十四、通過職能導向課程審查之辦訓單位及協同發展單位為「認可職能訓 

      練組織」，由本部發展署核發有效期限三年之職能導向課程品質標 

      章，並登錄公告於資訊平台。 

十五、通過職能導向課程審查之辦訓單位應遵守下列規定，本部發展署得 

      不定期查證，違反者廢止其通過審查決定，繳回品質標章，並於五 

      年內不得申請職能導向課程審查： 

  （一）開辦課程之內容、教學、師資、設備、評量等符合申請文件所載 

        。 

  （二）每年依規定檢送辦理狀況及含職能導向課程證號之合格結訓學員 

        名單。 

  （三）每年接受本部發展署不定期抽查。 

十六、通過職能導向課程審查之辦訓單位於三年有效期間，其訓練品質評 

      核系統（TTQS）未達銅牌以上等級者，本部發展署應廢止辦訓單位 

      通過審查之決定，追回品質標章，並公告於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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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職能導向課程品質標章有效期到期後，標章失其效力，課程相關資 

      訊自資訊平台移除。 

      辦訓單位得於標章到期前，經維護更新後重新申請審查。 

十八、本部發展署得對參與發展職能基準或職能導向課程者辦理輔導或補 

      助措施，輔導及補助相關計畫另定之。 

      依本要點規定通過職能導向課程審查之辦訓單位，於申請本部發展 

      署其他訓練補助相關計畫時，得優先給予補助或提高其補助額度。 

十九、本要點所規定之書表格式，由本部發展署定之。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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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LawBank                  匯出時間：107.07.16 09:58 

法規名稱：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公布日期：民國 104 年 01 月 14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建立技術及職業教育（以下簡稱技職教育）人才培育制度，培養國人正 

確職業觀念，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培育各行業人才，特制定本法 

。 

第 2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辦理。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職業試探教育：指提供學生對職業之認識、探索及體驗教育。 

二、職業準備教育：指提供學生進入職場所需之專業知識、技術及職業倫 

    理涵養教育，及建立技職專業之榮譽感。 

三、職業繼續教育：指提供在職者或轉業者，再學習職場所需之專業技術 

    或職業訓練教育。 

四、技職校院：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 

    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 

五、技專校院：指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六、職業訓練機構：指依職業訓練法登記或許可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 

   第 二 章 技職教育之規劃及管理 

第 4 條 

為培育符合國家經濟及產業發展需求之人才，制定宏觀技職教育政策綱領 

，行政院應定期邀集教育部、勞動部、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其他相 

關部會首長，召開技職教育審議會；其委員之遴聘、組織及運作辦法，由 

行政院定之。 

前項綱領，至少每二年應通盤檢討一次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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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行、委任或委託學校、法人、機關（構）或團體，進行 

技職教育相關資料之調查及統計。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彙整所轄產業人才需求相關資料，並提供產業人 

才需求調查及推估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公告第一項技職教育統計資料與各級各類產業、職業 

發展及人力需求資訊。 

第 6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三年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技職教育報告， 

由中央主管機關據以訂定技職教育發展報告。 

第 7 條 

主管機關應衡酌區域產業及個人就業需求，配合社會、經濟及技術發展， 

規劃所轄學校技職教育之實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技職教育具有成效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提 

撥經費予以獎勵；其獎勵之條件、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8 條 

主管機關應邀請政府相關單位、學者專家、社會人士、企業界代表、學校 

代表、教師團體代表、產業（職業）公會或工會等單位之代表，組成技職 

教育諮詢會，提供技職教育相關事項之諮詢。 

前項技職教育諮詢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之三 

分之一。 

   第 三 章 技職教育之實施 

      第 一 節 職業試探教育 

第 9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或採融入式之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提供學 

生職業試探機會，建立正確之職業價值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綱要，應納入職業認識與探索相關內容；高級 

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應安排學生至相關產業參訪。 

第 10 條 

國民中學為實施職業試探教育，得與技職校院或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技 

藝教育；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中學與職業訓練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定之，並由學校報 

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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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契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 

      第 二 節 職業準備教育 

第 11 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辦理職業準備教育，其專業課程得由 

學校與產業共同設計，建構合宜之課程安排，且兼顧學生職業倫理之培養 

與職涯發展、勞動及技術法規之認識，並定期更新課程設計。 

前項專業課程，學校得參採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進 

行規劃設計，提供學生就業所需之職能。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產業創新條例所定職能基準應視社會發展及產 

業變遷情況，至少每二年檢討更新、整併調整，並於專屬資訊平臺公告。 

技專校院應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每年檢討課程內容 

。 

第 12 條 

學校得依科、系、所、學程之性質，開設相關實習課程。 

前項實習課程，如為校外實習時，其實施方式、實習場所、師資、學分採 

計、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學校定之。 

學校辦理校外實習課程，需由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提供實習名 

額時，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政府機關（構）：由學校檢附校外實習課程計畫書，專案報學校主管 

    機關會商相關政府機關（構）核定。 

二、公營事業機構：學校主管機關得會商公營事業主管機關轉洽所屬事業 

    機構，提供實習之名額、對象及方式，並由學校主管機關依會商結果 

    彙總公告校外實習課程計畫及實習技術生之招募訊息，經評選或甄選 

    決定之。 

第 13 條 

主管機關應就學校辦理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量；其評量之內容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辦理實習課程績優之學校、合作機構及其相關人員，主管機關得予獎勵。 

學校辦理校外實習之合作機構，長期提供學校實習名額，且實習學生畢業 

後經一定程序獲聘為該機構正式員工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比率者，主 

管機關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轉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獎勵。 

第 14 條 

學校得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195



前項業界專家之認定、權利義務、管理、學校開設課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對有大量員工參與學校實務教學之企業，應予獎勵。 

第 15 條 

學校應鼓勵教師及學生參與技藝競賽或取得與所學及就業相關之證照，提 

升學生就業能力；辦理績效卓著之學校，主管機關得予獎勵。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彙整所轄產業之證照，送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 

告。 

前二項證照之認定、第一項獎勵之條件、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及綜合型高級中 

等學校專門學程為培育特定產業基層技術人力，得專案擬訂計畫，報學校 

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專班。 

前項專班不受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六章、第七章關於學生資格、入學方式、 

就學區劃分、課程及學習評量規定之限制。 

第 17 條 

專科以上學校為辦理職業準備教育，得與產業合作開設專班。 

前項專班之授課師資、課程設計、辦理方式、學分採計、職場實習及輔導 

等事項，由專科以上學校擬訂實施計畫，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第 18 條 

技專校院應強化職能導向課程，並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 

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共同建立課程銜接機 

制，以利學生職能培養。 

第 19 條 

技專校院得優先招收具一定實務工作經驗之學生，並於招生相關章則增列 

實務工作經驗之採認及優惠規定，經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後實施。 

      第 三 節 職業繼續教育 

第 20 條 

職業繼續教育，得由學校或職業訓練機構辦理。 

職業繼續教育依其辦理性質，由學校提供學位證書、畢業證書、學分證明 

或學習時數證明。 

職業繼續教育應以開設在職者或轉業者職場所需課程為主；其課程得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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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進行規劃設計，並定期更新。 

前項職業繼續教育之招生對象、課程設計、學習評量、資格條件、招生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必要時，得會商中央 

勞動主管機關，不受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條入學方式、第 

七章課程及學習評量，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招生方式及大學法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後段招生方式之限制。 

第 21 條 

學校辦理職業繼續教育，得安排學生至職場接受教育及訓練課程。 

前項職場教育及訓練課程，應由學校及合作機構共同規劃、設計，並與學 

生簽訂職場教育訓練契約。 

前項職場教育訓練契約應載明教育訓練內容、學校、合作機構及學生之權 

利義務、學習評量、畢業條件等。 

前項契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 

學生依第一項規定至職場接受教育及訓練課程時，學校主管機關得視需要 

，進行實地訪視；其訪視結果，得作為核定學校年度調整科、系、所、學 

程、班或經費獎勵之參考。 

第 22 條 

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職業繼續教育時，應就授課師資、課程、辦理方式、學 

分採計等，擬訂職業繼續教育實施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前項職業繼續教育課程之認可、學習成就之採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職業訓練機構所辦職業繼續教育，主管機關得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 

構辦理評鑑或訪視，並公告其結果；其評鑑、訪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四 章 技職教育之師資 

第 24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將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 

科目列為必修學分。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括時數至少十八小時之業 

界實習，由師資培育大學安排之。 

第 25 條 

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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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但本法施行前已在職之專任合格教師，不在此限。 

前項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26 條 

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 

每任教滿六年應至與技職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至 

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相關研習或研究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研習或研究期間，技職校院應保留職務、支付薪給、給予公假，並事 

先簽訂契約書，約定研習或研究起迄年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 

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等事項。 

技職校院因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教師、專業及技術人 

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至與技職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研習 

或研究，其辦理方式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產業研習或研究，由技職校院邀請合作機構或相關職業團體、產業 

，共同規劃辦理；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協助之。 

技職校院推動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 

師定期至產業研習或研究，辦理績效卓著者，主管機關得予獎勵。 

   第 五 章 附則 

第 27 條 

私人或團體對於技職教育教學設備研發、捐贈學習或實驗設備、提供實習 

機會及對學生施以職業技能訓練著有貢獻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獎勵。 

第 28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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