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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因應 102年高級中等教育法公布實施，實施多年的「高級職業學

校」學制也隨之兌變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其所呈現的意義不

僅名詞上的改變，更從「職業」培育的教育哲學思維，轉換為以學生

為本位的「技術領域」培育目標，以因應多元且快速變遷的產業結構，

如圖 1，透過課程教學培育學生具備核心專業能力之外，更具備跨領

域學習能力，且能兼顧人文與科技素養的有機學習個體，也更彰顯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新課綱「以學生為本位，落實多元彈性選修與培育

核心素養」的理念實踐必要性。 

 

圖 1、技職教育培育目標轉換 

而為建立技術及職業教育人才培育制度，培養正確職業觀念，落

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培育各行業人才，104 年 1 月 14 日公布

之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四條更規定略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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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06年 3

月公布之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明定技職教育係以培養具備實作

力、創新力及就業力之專業技術人才為願景，如圖 2所示，期待透過

職業試探教育、職業準備教育及職業繼續教育之實施，讓技職教育成



 

 

為國家經濟發展、社會融合及技術傳承與產業創新之重要支柱。 

 
圖 2、技職教育政策綱領概念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並規範職業試探教育、職業準備教育與職業繼

續教育的區別，除了明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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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外，也明確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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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應安排學生至相關產業

參訪。此外，該法也明訂高級中等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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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學生為主體的技職教育整體發展已可勾勒出圖 3以

國小高年級到國民中學階段的職業試探教育、以技術型高中到技專校

院階段的職業準備教育，以及從技專校院銜接到職場社會的職業繼續

教育三大階段，其中，職業試探教育以協助學生職業認知與對職業的



 

 

認識為主，因此，教育部近年來在各縣市發展設置國民中學區域職業

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其功能主要就在於落實國小高年級、國一（七

年級）學生的技職教育初探，並銜接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透過職

業體驗輔導學生適性選擇，並針對具備技藝傾向學生開辦技藝教育課

程，以達到職業試探目的。 

 

圖 3、技職教育階段目標 

職業準備教育階段則以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為主體，透過學用合

一與務實致用的實踐，透過銜接技專校院與產業，落實職業繼續教育

階段目標，培育學生具備核心專業能力，保有繼續進修動力，以適應

職場變化，確保職涯進路發展。 

108年教育局配合台中市政府為落實人才培育及輔導青年就業創

業，針對「就業/創業導師計畫」、「提升青年就業/創業競爭力」及「產

官學合作」三大策略，積極研擬相關計畫以協助青年就業及創業。盧

市長也表示，青年是她從政至今最重視的項目，青年剛從學校畢業、

在社會剛剛起步，相關資源及社會經驗均不足，就業、創業的過程需



 

 

要特別的輔導與幫忙，所以她競選市長的政見白皮書中，提出「青秀

台中」青年政策。 

「產官學合作」方面，市府規劃成立青年就業/創業諮詢委員會，

由各界優秀青年代表組成，提供市府青年政策相關建言。由市府領銜，

媒合傑出企業家與各領域卓越成就者，作為臺中各大專院校之就業導

師，鼓勵企業主和社會菁英開放實習培圳計畫，透過企業合作創造就

業出路；以政府角色主動協調，推出產官學合作的實習平臺，讓產業

需求變成學校課程規劃，學生在學即培訓就業基本能力，讓年輕人畢

業即就業。 

綜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為使青年未來具備足夠就業力及創業先

備基礎，即針對學生在高中階段，加強現行各項競賽之培訓，如專題

製作競賽或全國科學展覽競賽，以及配合 108年課綱的實施，著重學

生實作能力的培養。期能投入資源培育學生參加競賽並能取得優秀成

績；具創新創意能力，輔導學生專利取得及募資平台的導入，讓學生

具備創業基礎；發展多元創新產學合作模式，讓產學共同培育所需之

未來技術及工程人才。透過一連的策略，讓在地青年能在地發展，並

擁有具競爭力的就業/創業能力，以培育國家產業之優質人才。 

 

 



 

 

貳、願景與目標 

一、 願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5年世界教育論壇提出「面向 2030年教育：

仁川宣言」，以「通過育教改變人生」為世界教育新願景，就技職教

育發展理念而言，更應在此新願景上實踐有溫度的智慧創新教育，以

成就每個孩子的教育新思維。因此，臺中市技職教育以前述思維為主

軸，推動「讓臺中青年俊秀圓夢」之願景，期能實踐臺中市「在地青

年，在地培育；在地產業，在地用才；臺中扎根，國際視野」的技職

教育核心價值，落實「青秀臺中，適性飛揚」人才培育新契機。 

二、 目標 

實踐臺中市「在地青年，在地培育；在地產業，在地用才；臺中

扎根，國際視野」的技職教育核心價值，讓臺中市青年能夠「技術教

育適性發展、青年務實致用能力、產學攜手培育人才、國際競爭創新

未來」，朝向技術職業教育八大發展目標規劃前進。 

(一) 扎根生涯試探體驗 

(二) 活化創新智慧學習 

(三) 務實專業技術培育 

(四) 鏈結產學雙贏合作 

(五) 導正積極就業觀念 

(六) 永續職場進修精進 

(七) 優化技職教育環境 

(八) 培育技職國際人力 

  



 

 

參、計畫內容 

一、 架構 

本計畫架構圖如下圖 

 

 

 

 

 

 

 

 

 

 

圖 臺中市多元創新產學合作計畫藍圖 

二、 推動方式 

• (一)建立推動機制 

    為研擬年度推動方向，並提供諮詢服務，以研定總體執行

計畫。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將本案送技職教育諮詢委員會討論修

正，邀集專家學者與學校夥伴共同參與，以發揮智庫功能，引

領本市技職教育之發展。 

(二)技職教師產學合作新概念 

    藉由推廣臺中市技職教育產學合作多元創新模式，強化技



 

 

術型高中教師對技職教育與產業界間的鏈結，為學生增進實務

業界實作經驗。除規劃辦理學校辦理產學合作多元創新模式說

明外，鼓勵教師積極與業界交流及合作，共同專業交流與分享，

以培育新世代技術人才。 

(三)善用資訊科技 

    建置產業百工職場實務影音媒體知識庫、彙整分析創意募

集平台多元發展措施，引進現行資訊科技及平台，共創國際競

爭能力與創新未來產業。 

(四)發展融入課程 

    技職教育之推動結合 108新課綱實行，強調融入素養導向

課程設計與教學，應進一步落實到學校課程與教學中，以深化

產學合作教育之實行。 

三、實施主軸、策略及計畫 

以「技術教育適性發展、青年務實致用能力、產學攜手培育人才、

國際競爭創新未來」為目標，配合市長施政方向，分別規劃 8大主軸、

18 項策略計畫，並符應市長施政方向，據此並訂定推動期程及 KPI

如後附件所示。 

（一） 扎根生涯試探體驗 

1. 推廣臺中市技職教育產學合作多元創新模式 

積極規劃產學合作創新優質模式，歸納產學合作可行模式區

分為專業基礎式產學合作、契合技術式產學合作及客製專精

式產學合作：專業基礎式產學合作─指學生在學校依教育部

課程綱要教學內容學習專業領域基本技能，培養良好的工作



 

 

態度與職業道德。學生透過產學合作進入職場實習後，依產

業合作廠商對人才（力）需求量與殷切程度，實施在職培育

進修。 

契合技術式產學合作─由產業提出人才需求之特定技術內涵，

學校依產業需求技術別成立專班，並規劃學生在校修習之必

要技術實習課程，輔以產業業師協同教學，共同培育未來能

立即上手之專精專業技術人才之合作模式。 

客製專精式產學合作─部分產業需求特定稀有技術人才雖極

為殷切（如木工裝潢、木模、壓花等），但整體需求數量並無

法達成專班之教育規模，由學校協助規劃產業在職培育的一

種產學合作模式。 

2. 建置產業百工職場實務影音媒體知識庫 

建置職涯探索及專業實習實務影音教學影片，充實中等教育

階段職涯及性向未定學生參考。 

3. 結合區域產業特色與技職學校，建置區域產業亮點展示中心 

海線區域有幼獅工業區、關聯工業區、鄰近中部科學園區及

台中工業區，對在職進修及新與科技人才培育有需求，規劃

成立海線產業髜點展示中心，並設置成立在職專業進修學院

（與大甲高工策略聯盟，提供場地）。 

（二） 活化創新智慧學習 

1. 結合大學校院精進技職學校專業教師創意教學與評估，建立

就業啟蒙導師輔導機制 

延續辦理高中職學生工藝巧技培育營隊與論壇的能量，結合



 

 

在地大學校院專業教師的能量，提供本市學生參加科展或創

意發明展後，能夠繼續提供資源與輔導，建立一個常態性就

業啟蒙導師的輔導機制，讓學生日後了解募集與創業的發

展。 

2. 技職學校集中式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專班 

結合地區大學校院資源，針對產業提出人才需求之特定技術

內涵，學校依產業需求技術別成立專班，並規劃學生在校修

習之必要技術實習課程，輔以產業業師協同教學，落實產學

訓用人才培育 

（三） 務實專業技術培育 

1. 結合科展及專題創意實作競賽，辦理高中職學生工藝巧技培

育營隊與論壇 

針對臺中市高中職生準備科學展覽競賽與專題製作競賽，給

予創意發想、募資平台概念分享、競賽經驗分享及歷屆作品

介紹，讓師生能夠對競賽更加瞭解。 

2. 推動精技獎勵措施，激勵技職學生展現精湛專業 

訂定臺中市政府補助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訓練經費作業要

點，推動精技標竿獎勵措施，激勵技職學生展現精湛專業，

藉由補助學校學生當年度代表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前年度全

國技能競賽前三名次者／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金

手獎名次，得於補助參加明年度技藝競賽/技能競賽等項目，

訓練期間學生所需之工具及材料費用。 

學校學生當年度代表參加國際技能競賽，補助競賽期間所需



 

 

增加指導團隊老師的差旅膳宿機票等費用。 

學校就參加當年度代表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全國技能競賽前

三名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金手獎前三名次結

束後，指導老師與選手參加國際各項交流活動費用。 

學校欲參加當年度國際技能競賽／全國技能競賽／全國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或同等級全國競賽等賽事，得於補助

訓練期間學生所需之工具及材料費用、教師課後指導鐘點費、

交流訓練賽相關費用。 

3. 推動區域技術教學中心引進業界專業實務教學 

成立海線數值控制加工技術教學中心，引進業界師資協同教

學，並提供業界在職進修、技術交流園地。 

（四） 鏈結產學雙贏合作 

1. 精進技職學校專業實習教學環境設施與設備 

針對本市七所技術型高中，專案補助實習教學設備及教學環

境 

2. 建置推動技職產學合作青年俊秀多元揚才培育策略模式 

積極規劃產學合作創新優質模式，並操作本市產學合作可行

模式區分為專業基礎式產學合作、契合技術式產學合作及客

製專精式產學合作專班模式。 

（五） 導正積極就業觀念 

1. 建置臺中市產業公協會產學實習合作平台(資料庫)，蒐集產

業人才及合作實習需求 

目前技術型高中，為落實學用合一精神，需積極與產業界合



 

 

作，讓學生得以在學校實習過程中，即接觸到業界生產技術、

生產設備、了解業界職場工作內容等事項，所以蒐集並建置

優質產業公協會會員廠商來合作，讓學校能替學生安排赴業

界進行各項合作及實習。 

2. 發展臺中市技職教育產學合作多元創新模式，落實就業能力

培訓 

藉由多元優質產學合作專班的推動，有效提昇學生畢業後的

就業能力，並契合業界人才所需。 

（六） 永續職場進修精進 

1. 精實推動技職產學專班實習職場師徒制 

仿效德國的雙軌教育，落實各領域的專業，例如電工技師、

烘焙師，都有專業證書。因為只有產學緊密結合的雙軌職場

師徒制，才能培養出業界所需的專才！透過職場師父的培訓

認證成「職場師父」，即可現場指導學徒，一旦學生通過測驗

取得學徒認證，期望公司會樂於繼續聘用一手栽培出來的學

徒。 

2. 結合大學校院推動跨校式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專班 

結合中部各大學校院的教學與環境，推動本市高中生參與跨

校式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專班，例如 AI程式專班。讓學子能夠

學習契合新興科技的技術與就業能力。 

（七） 優化技職教育環境 

1. 推動臺中市技職國際接軌人才培育專班 

規劃本市具技藝傾向學生，加強語言訓練及技藝專精訓練，



 

 

由市政府推薦安排赴國外半年或一年與國際接軌的海外實

習。 

2. 培育技能競賽選手國際交流 

規劃本市得獎之選手及教練，前往日本交流工具機組裝加工、

刀具、量具及學校訓練四個面向做短期交流。 

（八） 培育技職國際人力 

1. 彙整分析創意募集平台多元發展措施 

彙整分析適合本市師生之國內外創業資源，啟蒙學生創業精

神。 

規劃本市青年創意及創業平台交流園地，讓本市學生能與大

學相關科系合作，相互交流創新作品或創業商品及模式。 

針對本市創新及創業平台發展，滾動式精進本市輔導學生創

意創業能力。 

2. 推廣國際化線上課程學習學分 

針對本市學生推廣國際化線上課程學習，配合未來雙語趨勢

做準備，並增進學生對國際教育及英語能力的長期培養。 

四、預期效益 

(一) 促進本市學生實作能力的培養、參加各類競賽並能取得優

秀成績。 

(二) 提升本市學生創新創意能力，能讓學生具備創業基礎。 

(三) 強化多元創新產學合作模式，產學共同培育未來技術及工

程人才。 



 

 

(四) 在地青年能在地發展，以培育國家產業之優質人才，讓產

業根留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