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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學生參加技能檢定因素之研究

廖錦文
＊
  關志昱

＊＊
   

張逸蓁
＊＊＊

  陳治豪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學生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因素。為達上述研究目

的，採用問卷調查法，根據文獻探討結果，發展「學生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影響因素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針對應屆畢業生，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寄

發問卷1,010份，有效問卷計848份。所蒐集資料以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及雪費法事後多重比較等統計方法處理與分析。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所得結果如下：    

(1)學生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受「父母期望」因素之影響程度最大。

(2)私立學校學生受影響之程度大於公立學校學生。

(3)「成就動機」因素對選擇升學學生之影響程度大於選擇就業之學生。    

關鍵字：電機與電子群、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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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論

近十幾年來，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情勢變遷快速，整體業界已逐

漸朝向高科技化、資訊化、自動化等方向發展。

技職教育與技能檢定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取得技能檢定職業證照之學

生，可依其證照專長作為畢業升學加分或未來就業之保證（鄭理謙，2009）。全

面證照化已成為先進國家的條件之一，所以職業證照逐漸受到中等職業學校技能

教學重視，於是技職教育加強推動技能檢定證照，為當前重要之教育政策（張吉

成、饒達欽，2010）。

教育部（2009）指出，為了落實專業證照制度，以不影響教學正常化為原

則，鼓勵高職學生能在兼顧質與量的情況下，參加在校生專案丙級技術士技能檢

定取得技術士證，提升技能水準，為將來畢業後就業作準備；並進而鼓勵高職學

生報名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讓專業技術能力更上一層樓，以利將來在職場

上發揮所長。

研究者本身長期在高職電機與電子群擔任專業科目及實習教學，掌握教育現

場現況訊息，擬透過科學研究歷程，深入瞭解學生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影

響因素，以作為政府相關單位施政之參考。

2.文獻探討   

2.1技術士技能檢定之意義與分級

「證」與「照」是不一樣的兩回事，「證」通常由其承辦單位或承辦單位之

主管機關發給，並不具特殊法律效力，只能作為個人之能力證明；至於「照」則

必須經由該事業主管機關控管發給，具有特殊法律效用（譚仰光，2007）。

我國現行之技術士技能檢定分級，依據其專業知能範圍與專精熟練程度分為

甲、乙、丙等3個等級，「乙級技術士」則應同時具備應用、分析該職類相關專業

知識並精熟作業、技能設計、規劃及指導等能力，視為熟練工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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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影響學生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之因素

學生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之意願及其影響因素研究與社會學理論有相關，最

主要的影響因素是個人成就動機、父母與教師期望3個因素（蕭源都，1994）。

學生的行為、態度與價值觀，受同儕所影響相當深遠（林清江，1980）。從

文化的觀點來看，學校行政支援也屬於次級文化的一種（林清江，1994），對學

生在校學習成就表現有絕對影響。粽合上述，本研究將學生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

檢定之影響因素分為下述六個層面：

2.2.1成就動機

「成就動機」是一種促使個人追求自我成就的內在動力（張春興，1999）。

2.2.2父母期望

 「期望」是個人自我本身或他人對自己所形成意識或潛意識之評價  (Finn，

1972)。

2.2.3教師期望

 係指教師基於仔細觀察學生人格特質、個人態度與價值觀念後，給予學生之

評價與期望（鄭斐娟，2000）。

2.2.4學校行政支援

 「學校行政」為學校機關對校內人、事、財、物、時等條件，做出妥善而有

效之規劃與運用一種歷程。

2.2.5同儕影響

 Dav i s（1989）認為，「同儕」在青少年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力。黃中科

（1990）發現，在學的青少年課餘時間參與任何休閒活動時，同伴是「同

儕」的機率往往高於家人與其他人。

2.2.6技術士證效用

 依「高級中等學校技（藝）能優良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實施要點」規

定，持有乙級技術士證者，增加甄審實得總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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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自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教育部，2010）規定，持有乙級技術士

證者，得以參加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

依「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教育部，2010）第7條規定，專科

以上學校畢業，經取乙級技術士證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工作四年以

上，得以遴聘為講師級專業及技術教師。 

依據現行之「職業學校技術及專業教師甄審登記遴聘辦法」（教育部，

2010）規定，經取得與其預定登記學科同類科乙級技術士證，具有性質相關之專

業技術實際工作2年以上，且經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得以遴聘為職業學校技術及

專業教師。

國防部（2006）對持有中華民國技術士證之國軍官兵，將按其技能專長給予

優先分發之權利。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10）對通過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者，

發與新台幣5,000元之獎勵金。

綜上所述，現行之法律規章制度對於通過技術士技能檢定者無論在學生畢業

升學或未來就業上均給予相當大的實質優待，足以影響高職學生是否參加乙級技

術士技能檢定。

3.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高三應屆畢業生為研究對象，共4,757人，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

寄發問卷1,010份，回收933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85份，有效問卷計848份，有效

問卷比率為83.96％，如表1所示。

表1 樣本分佈資料統計表

背景變項 因素 人數 百分比％

公私立
公立 339 39.98

私立 509 60.02

註：N=848

3.1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自行編製之「學生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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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

3.2資料處理

(1)獨立樣本t檢定（t-test）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以獨立

樣本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背景之高職電機與電子群學生受各項影

響因素影響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差異情形。

(2)薛費法（Scheffé method）: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考驗。

(3)本研究各項統計考驗水準均設定為α=.05。

4.結果與討論

4.1影響學生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因素之分析

統計分析結果彙整如表2所示，在6個層面中以「父母期望」層面的影響因素得分

最高達3.96分，而「教師期望」層面的影響因素得分最低，僅3.56分。

4.2學校背景變項與影響因素之關係

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影響因素經統計分析與整理後，彙整如表3所示：

表2 學生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影響因素現況綜合分析表

名稱 排序 程度 百分比(％)

成就動機 2 大部分有影響 75.12

父母期望 1 大部分有影響 76.65

教師期望 6 大部分有影響 68.86

同儕影響 5 大部分有影響 70.15

學校行政支援 4 大部分有影響 72.56

技術士證效用 3 大部分有影響 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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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背景變項與各層面影響因素現況差異綜合分析表

層面名稱 學校屬性（公、私立）

成就動機

父母期望 (2)>(1)

教師期望 (2)>(1)

同儕影響 (2)>(1)

學校行政支援 (2)>(1)

技術士證效用

整體影響因素 (2)>(1)

5.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1)學生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受「父母期望」影響因素之影響程度最大。    

( 2 )私立學校之學生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受「父母期望」、「教師期

望」、「同儕影響」及「學校行政支援」等影響因素之影響程度大於公立

學校之學生。    

(3)畢業後職涯進路規劃選擇升學之學生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受「成就動

機」影響因素之影響程度大於畢業後職涯進路規劃選擇就業之學生。   

5.2建議

(1)對學校方面：主動向學生宣導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訊息提供完善硬體

設備開設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訓練課程。

(2)對教師方面：教師本身可取得該職類乙級技術士證教師於課堂上分享乙級

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訊息。

(3)對未來研究方面：建議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考慮對部分抽樣同學進行訪

談法或實驗法，對學生的影響因素作更深入的研究並提高研究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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