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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為有效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職涯發展
方向，能更有目標、動機的加強其職場就業
相關職能，推出「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 

• UCAN結合職業興趣探索及職能診斷，以貼
近產業需求的職能為依據，增加學生對職場
的瞭解，並透過職能自我評估，規劃自我能
力養成計畫，針對能力缺口進行學習，具備
正確的職場職能，提高個人職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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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CAN計畫 



課程地圖 

核心能力： 

課程及活動 

基本素養： 

課程及活動 

UCAN 

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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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CAN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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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能應用(續) 資料來源：UCAN計畫 



使用者 用途 

學生 

 自我評量在職場共通及專業職能所具備的能力。 
 擬定強化各項能力之計劃。 
 了解自我職能缺口，提早為進入職場進行準備。 

教師 

 協助學生了解所需具備的各項能力。 
 可分析學生之專業職能強弱概況，作為規劃相關
課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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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能診斷 資料來源：UCAN計畫 



•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將從原本的「教師本位」
轉為「學生本位」績效責任，更加強調學生
學習成效的品質保證。 

• 教師教學設計從「教什麼」轉變為「學什
麼」。 

來源：評鑑雙月刊2011.7 第32期 

引導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之推動與落實－論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之核心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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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天下雜誌」 生命教育特刊中的調查
顯示，42%的大學生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從事
什麼工作。 

•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前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
會）「2006年大專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報告」
也指出，有過半數的雇主認為大專畢業生的
就業力不足。 

• 如何讓學生更有生涯的方向、更具職場的競
爭力，已是大學教育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來源：評鑑雙月刊2011.9 第33期 

如何利用生涯歷程檔案強化導師輔導效能 

提升學生就業力與學習成效 9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10 

• 教育部政策方向 

—教育部104年3月20日臺教高(二)字第1040035811

號來函。 

—請各校利用UCAN平台之畢業生流向調查，回饋
至招生、課程地圖及系所發展等面向。 

—未來部分競爭型專案計畫，皆要求學校提升學生
就業競爭力及強化學用合一，並納入第3期獎勵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第2階段共同改進事項。 

—結合國內各類保險系統 

 瞭解各校畢業生的就業狀況及薪資水平。 

 檢視各校畢業生學用落差之情形。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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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審
查作業要點： 

—學校所提執行計畫與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提升
之關係。 

—學生學習成效資料取得、收集、儲存、分析之
專業程度。 

—學生學習成效分析系統之設計、開發及應用。 

—學生學習歷程及學習成效資料數位化之落實程
度。 

—學校教學輔導系統與學生學習成效分析之結合
程度。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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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
配及申請要點： 

106年度(調整指標) 105年度(現行指標) 

獎勵指標(60%) : 

1. 辦學特色(74%)→44.40% 

(1)校務發展計畫(42%)→18.65% 

 基礎面向(45%)→8.39% 

 精進特色(55%)→10.26% 

(2)核心指標(58%)→25.75% 

 提升實務經驗師資成效(8%)→2.06% 

 提升學生就業成效(31%)→7.98% 

 學生檢定證照成效(24%)→6.18% 

 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37%)→9.53% 

2. 行政運作(26%)→15.60% 

3. 提升師資待遇成效(不佔比率) 

4. 獎勵調減招生名額(不佔比率) 

獎勵指標(60%) : 

1. 辦學特色(74%)→44.40% 

(1)校務發展計畫(42%)→18.65% 

 基礎面向(45%)→8.39% 

 精進特色(55%)→10.26% 

(2)核心指標(58%)→25.75% 

 提升實務經驗或證照師資成效(25%)→6.44% 

 提升學生就業成效(14%)→3.61% 

 學生檢定證照成效(28%)→7.21% 

 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成效(33%)→8.49% 

2. 行政運作(26%)→15.60% 

3. 提升師資待遇成效(不佔比率)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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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
配及申請要點：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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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技專校院辦理職能專業課程方案」 

—學校所提執行計畫與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提升
之關係。 

—為提升學生之就業力並使其專業能力獲產業認
同，得依下列基準發展學校以就業銜接為導向
之專業課程：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UCAN)」所公
布之專業職能。 

 勞動部「職能發展與應用平臺」（iCAP）所公布
之職能資源（包括職能基準及職能單元）。 

 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暨培訓產業推動網
(iPAS)」所公布之能力鑑定項目（包括民間能力
鑑定採認通過項目）。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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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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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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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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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圖建置流程 

—基本素養：UCAN共通職能 

 為從事為各種不同的職業類型都需要具備的能力。 

—核心能力：UCAN專業職能 

 從事66項專業就業途徑的職業所須具備的專業能力。 

 學生面對未來環境所應具備的才能、知識及技術。 

學生未來的職業 
(結合UCAN) 

Outcome-based 

培養 
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設計 

課程及活動 

提昇 

學習成效 

及就業力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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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特色 

—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Outcome-
based）的教學設計，使學生畢業後就具備
足以應付職場要求的「就業力」。 

—銜接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讓教學更貼近產業之要求。 

—除了規劃「課程」外，還搭配相關的「活
動」，更結合本校「刷卡簽到系統」，計
算學生所獲得的分數，並分別呈現在核心
能力及基本素養的「雷達圖」及「長條圖」
上。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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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效以各種方式展現。 

• 每個人才適合的104人力銀行職缺。 

• 每個人才適合報考的證照─證照地圖。 

• 每個人才適合的課程及活動─學習地圖。 

• 每個人才適合就讀的研究所。 

• 每個人才適合報考的國家考試。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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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效以各種方式展現-總覽(1)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可以選擇要觀看的人才目標 

此人才目標的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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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效以各種方式展現-總覽(2) 

UCAN針對就業途徑的說明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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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效以各種方式展現-總覽(3)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人際互動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新 

工作責任及紀律 

資訊科技應用 

此核心能力或基本素養設定的分數，以及目前得到的分數與完成度。 



此核心能力或基本素養的成長曲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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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效以各種方式展現-總覽(4)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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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圖呈現(可以選擇觀看的年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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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效以各種方式展現-總覽(5) 

• UCAN職能診斷 
— 自我評量在職場共通及專業職能所具備的能力。 

— 了解自我職能缺口，提早為進入職場進行準備。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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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效以各種方式展現-總覽(6) 

• UCAN能力養成計畫 
— 引導學習者依個人所需，規劃個人能力養成計畫。 

— 可針對需強化的職能，查詢校內或其他外部培訓機
構的相關課程。 

已修課程的成績與得分 

尚未修習的課程以及其配分 

5 

UCAN：規劃自我能 
            力養成計畫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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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即時就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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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分縣市及區域 

• 每個人才適合的104人力銀行職缺 

2018-05-24 

2018-05-24 

2018-05-24 

2018-05-24 

2018-05-24 

2018-05-24 

2018-05-24 

2018-05-24 

2018-05-24 

2018-05-24 

2018-05-24 

2018-05-24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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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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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才適合報考的證照─證照地圖 

     ─透過證照地圖，可以查詢課程、證照及工作職稱之間 

          的對應關係。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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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課程 

活動 

• 每個人才適合參加的課程及活動─學習地圖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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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才適合就讀的研究所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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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才適合報考的國家考試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面臨的挑戰 

—各單位無法整合運作 

• 主要措施： 

—校長全力支持 

—中央集權進行管控 

—專責單位負責，各系所安排專人輔導 

—訂定建置時程及明確分配任務 

—建置教學網站， 分享研習教材及教學影音檔 

—定期檢討及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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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單位負責，各系所安排專人輔導 

—諮詢及服務時間 
各系主任及種子老師如有問題，可來電詢問 
相關負責人員，非上班時間可洽詢輪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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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建置時程及明確分配任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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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建置時程及明確分配任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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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教學網站，分享研習教材及教學影音檔 

—檔案放置時間：每週四下午 

—檔案放置網址： 
http://mail.tut.edu.tw/coursemap/ 

 

• 資訊系統教學檔案 

—關於本校各項資訊系統，網資中心均製作詳
細的系統操作手冊及影音教學檔案，並放置
於中心網頁，供全校教職員生參考。 

—教學檔案放置網址： 
網路與資訊中心首頁/資訊系統操作手冊 

36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http://mail.tut.edu.tw/coursemap/
http://mail.tut.edu.tw/cours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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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課程注意事項 

—開設之課程必須依據課程地圖之設計，而不是
依據教師的專長進行開課。 

—教師授課內容必須符合該課程所應培養學生特
定的共通職能(基本素養)及專業職能(核心能
力)。 

—運用教學能量回饋問卷調查後之改進措施： 

 修正課程地圖 

 改善教師授課內容、提高學生職能分數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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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活動注意事項 

—所辦理之活動必須依據課程地圖之規劃，並挑
選適合的活動項目。 

—必須於「活動報名系統」及「活動海報」公佈
該活動可培養之共通職能(基本素養)及專業職
能(核心能力)。 

—活動當天必須採用刷卡簽到系統。 

—活動結束，需將研習學生名單匯入數位歷程檔
案，系統會計算學生所獲得的分數並呈現在雷
達圖上。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結合刷卡簽到系統(1) 
－傳統的人工簽到退方式十分費時，主辦單位 

必須投入大量人力處理簽到退作業及後續檢 

核等工作。 

－刷卡簽到系統之使用方式： 

 透過教職員服務證或學生證即可簽到退。 

 可由主辦單位人員直接輸入職號或學號。 

39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結合刷卡簽到系統(2) 

－刷卡簽到系統之效益： 

 教師部分：可銜接校內各資訊系統，降低
行政單位及教師的負擔。 

 學生部分：可直接呈現在核心能力及基本
素養的雷達圖上。 

 簽到程序自動化及電腦化。 

 可加速研習活動之進行，並大幅節省文書
處理及相關作業流程的時間。 

 不必核發實體研習證明，節省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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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AN就業途徑VS.系目標人才  

• UCAN相關職業VS.系目標人才相關職業 

• UCAN職場共通職能VS.校、院、系基本素養 

• UCAN專業職能VS.系核心能力 

• UCAN證照VS.系專業證照 

• UCAN結合本校資訊系統 

• UCAN結合職涯定向自我檢測平台 

• 利用UCAN各種問卷功能修正課程地圖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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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以資訊管理系-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人才為例 

42 

UCAN網站 

3. 

資料來源：UCAN計畫網站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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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首頁/職能與職業查詢/專業職能查詢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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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資訊管理系-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人才為例 

本校網站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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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資訊管理系-企業資訊管理人才為例 

44 

2. 

3. 

5. 

4. 

UCAN網站 

UCAN首頁/職能與職業查詢/專業職能查詢 1.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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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CAN計畫網站 



• 以資訊管理系-企業資訊管理人才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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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本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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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AN職場共通職能VS.校、院、系基本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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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2. 

3. 

4. 
5. 

• 以資訊管理系-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人才為例 

47 

UCAN網站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資料來源：UCAN計畫網站 

UCAN首頁/職能與職業查詢/專業職能查詢 1. 



• 以資訊管理系-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人才為例 

2. 

1. 

48 

本校網站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以資訊管理系-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人才為例 

49 

2. 

3. 

4. 

5-1. 

5-2. 

UCAN網站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資料來源：UCAN計畫網站 

UCAN首頁/職能與職業查詢/專業職能查詢 1. 



• 以資訊管理系-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人才為例 

1. 

本校網站 

5. 

2. 3. 4.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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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的整合 

—資料的整合 
 單一帳號整合(Single Sign-On) 

全校日間及進修部學生均建置UCAN帳號，
並可由數位歷程檔案系統直接登入UCAN。 

 診斷結果介接服務 
採用Web Service 的方式與UCAN介接，每天
將學生評測結果回傳至數位歷程檔案系統。 

—診斷結果統計分析 
針對學生評測結果，即時產出班級、系所及學
院分析報表。 

• UCAN結合本校資訊系統 

51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UCAN結合職涯定向自我檢測平台(1) 

—學生職涯諮詢預約系統 

—學生基本素養診斷量表 

— PODA人格特質測驗 

—UCAN就業職能平台 

—CPAS職業適性診斷測驗 

—DISC人際風格指標測驗 

—我喜歡做的事興趣量表 

—生涯反思量表 

52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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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AN結合職涯定向自我檢測平台(2) 

—學生職涯諮詢預約系統－填寫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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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AN結合職涯定向自我檢測平台(3) 

—學生職涯諮詢預約系統－諮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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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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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AN結合職涯定向自我檢測平台(4) 

—學生職涯諮詢預約系統－指派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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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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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AN結合職涯定向自我檢測平台(5) 

—學生職涯諮詢預約系統－填寫輔導記錄 

56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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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模式 
― 目前推動方式以學務應用為主。 

― 未來推動方向：教務應用如通識教育及專業課
程的改進。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57 
資料來源：UCAN計畫網站 



• 重要概念 
― 透過意見回饋，檢視課程或學習活動之充足度。 

― 幫助學生養成相關職能，作為課程規劃的參考。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58 
資料來源：UCAN計畫網站 



• 主要流程 
― 依據共通職能診斷、專業職能診斷及就業途徑

與系所相關性，設計A、B、C三類問卷。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59 資料來源：UCAN計畫網站 



題目 你認為學校提供的課程或活動對以下共通職能的養成是否足夠? 

非常不足夠 不足夠 一般 足夠 非常足夠 

(1)溝通表達 

(2)持續學習 

(3)人際互動 

(4)團隊合作 

(5)問題解決 

(6)創新 

(7)工作責任及紀律 

(8)資訊科技應用 60 

• 職能優勢-課程能量二維度分析(一) 
― 幫助學校或系所檢視相關職能的養成是否具有充足性。 

― 此資訊可回饋學校或系所作為教學上的參考。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共通職能項目 

量尺分數 

學校提供課程與活動對應 
八大共通職能養成之充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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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職能優勢-課程能量二維度分析(二) 
― 了解學生共通職能的診斷分數與課程充足度

之關聯性。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職能優勢-課程能量二維度分析(三) 
― 職能優勢-課程能量二維度分析。 

62 

職能項目 診斷分數 課程充足度 二維分析 

溝通表達 2.4 2.1 III.優先改進 

持續學習 4.14 4 I.繼續保持 

人際互動 4.33 3.6 I.繼續保持 

團隊合作 2.3 4 IV.優化調整 

問題解決 3.61 3.5 I.繼續保持 

創新能力 3.62 1.4 II.後續改善 

工作紀律 3.52 1.4 II.後續改善 

資訊科技 2.1 4 IV.優化調整 

以(2.5, 2.5)為錨點 

資料來源：UCAN計畫網站 



1. 了解優、劣勢職能是否確實。 

2. 課程不足的改善措施 

 盤點及調整課程。 

 提昇課程與活動的豐富性與充足度。 

3. 劣勢職能的改善措施 

 調整課程的教學策略及成果評量，以符合能力養成目標。 

 強化輔導機制。 

 激發學生的學習潛能，以提高職能分數。 

 
63 

I.繼續保持 
優勢職能/課程充足 

• 項目(what)：持續
學習、人際互動及
問題解決。 

II.後續改善 
優勢職能/課程不充足 

• 項目 (what)：創新
能力及工作紀律。 

III.優先改進 
劣勢職能/課程不充足 

• 項目 (what)：溝通表
達。 

IV.優化調整 
劣勢職能/課程充足 

• 項目 (what)：團隊
合作及資訊科技。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職能優勢-課程能量二維度分析(四) 

資料來源：UCAN計畫網站 



 「學習經驗」對應八
大共通職能養成幫助 
 專業知識、知能傳授  
 同學及老師人脈  
 課程實務/實作活動  
 業界實習  
 社團活動  
 語言學習  
 參與國際交流活動  
 志工服務服務學習  
 研究或教學助理  
 通識課程  
 其他  

 了解學生認為最有幫
助之學習經驗 

64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養成共通職能之學習經驗(一) 



職能項目 

學生認為最有幫助的學習經驗 

專業知識 
、知能傳授 

同學及老
師人脈 

課程實務 
/實作活動 

業界實習 社團活動 語言學習 
參與國際
交流活動 

其他訓練 

溝通表達 4 42 16 5 41 21 6 2 
持續學習 38 45 36 3 14 41 13 7 
人際互動 29 47 20 34 17 6 17 23 
團隊合作 17 26 29 18 27 16 9 17 
問題解決 33 33 38 6 8 29 8 8 
創新能力 16 13 32 13 16 14 12 16 
工作紀律 21 10 17 36 12 11 12 2 
資訊科技 32 18 35 9 7 8 11 9 

「溝通表達」職能可從「同學老師及人脈」與「社團活動」加強。 

「團隊合作」職能可從「同學老師及人脈」、「課程實務/實作活動」
與「社團活動」加強。 

「資訊科技」職能可從「專業知職、知能傳授」與「課程實務/實作
活動」加強。 

 
65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養成共通職能之學習經驗(二) 



學校可依據此資訊提供學生認為對職能最有幫助的課程或活動。 

66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養成共通職能之學習經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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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養成共通職能之教學滿意度(一) 
― 對學校提供八項共通職能養成之教學滿意度。 

― 對系所提供八項共通職能養成之教學滿意度。 

― 共通職能與課程或活動連結之理解度。 

3.你對於學校提供之八項共通職能養成教學內容的滿意度為何？ 

   □(01)非常不滿意  □(02)不滿意  □(03)普通  □(04)滿意  □(05)非常滿意 

4.你對於系所提供之八項共通職能養成教學內容的滿意度為何？ 

   □(01)非常不滿意  □(02)不滿意  □(03)普通  □(04)滿意  □(05)非常滿意 

5.你清楚你在校內所參加的各門課程或活動與哪些共通職能的養成有關嗎？ 

   □(01)非常不清楚  □(02)不清楚  □(03)清楚  □(04)非常清楚 



職能項目 
學校共通職能 

教學滿意度 

系所共通職能 

教學滿意度 

職能聯結 

理解程度 

溝通表達 

3.56 2.22 3.26 

持續學習 

人際互動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新能力 

工作紀律 

資訊科技 68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養成共通職能之教學滿意度(二) 
― 學生對學校共通職能教學滿意度高於中間數(2.5)，傾向滿意。 

― 學生對系所共通職能教學滿意度低於中間數(2.5)，傾向不滿
意。 

― 學生對共通職能與課程連結之理解程度高於中間數(2.5)，傾
向清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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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屆畢業生增列事項(一) 
― 整體就業準備充分度。 

― 整體就業準備度不夠充分所欠缺的共通職能。 

(若填不充分，則加問此題) 

6.你認為自己的整體就業準備度如何？ 
    註：只問應屆畢業生 
    【回答(01)非常不充分及(02)不充分者，續問7題】 

    □(01)非常不充分  □(02)不充分  □(03)充分  □(04)非常充分 

7.請問你認為自己整體就業準備度不夠充分的原因，是因為缺乏何種未來就
業所需的共通能力？(可複選) 註：只問應屆畢業生 

   □(01)溝通表達      □(02)持續學習  □(03)人際互動 

   □(04)團隊合作      □(05)問題解決  □(06)創新 

   □(07)工作責任及紀律      □(08)資訊科技應用 



職能項目 
整體就業 

準備度 

整體就業缺乏 

的職能(%) 

溝通表達 

1.83 

55 

持續學習 23 

人際互動 67 

團隊合作 20 

問題解決 35 

創新能力 14 

工作紀律 44 

資訊科技 21 
70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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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屆畢業生增列事項(二) 
― 應屆畢業生就業準備度低於中間數(2.5)，表示學生在面臨就

業的準備上明顯不足。 

― 學生缺乏的職能為：溝通表達、人際互動與工作紀律。 

― 提供學校/系所做為「調整課程活動」或「輔導學生」的參
考。 



71 

• 查看「專業職能診斷」結果之前，需完成「職能
教學能量回饋」問卷。 

• 以「資訊科技」職涯中之「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
就業途徑為範例。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需完成28題 

資料來源：UCAN計畫網站 



題目 
你認為學校提供的課程或活動對以下專業職能的

養成是否足夠? 

非常不
足夠 

不足夠 一般 足夠 
非常足
夠 

(1)依據專案需求進行系統分析 

(2)依據專案需求進行系統設計 

(3)執行系統導入 

(4)提供產品維護與客戶支援，以維
護軟體應用程式 

(5)程式測試以確認符合品質要求 

(6)進行程式開發及撰寫 

(7)撰寫技術文件及使用手冊 

(8)確認軟體開發或程式設計之需求 72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 職能優勢-課程能量二維度分析(一) 
― 系所提供課程與活動對應專業職能之養成是否充足。 

專業職能項目 
量尺分數 

系統會依不同就業途徑 
帶出所對應的職能項目 



職涯類型 就業途徑 專業職能面向 職能診斷分數 系所課程充足度 二維分析 

資訊科技 
軟體開發與 
程式設計 

依據專案之需求進行系統分析 2.4 2.1 III.優先改進 

依據專案之需求進行系統設計 4.14 4 I.繼續保持 

執行系統導入 4.33 3.6 I.繼續保持 

提供產品的維護與客戶支援之服務， 
以維護軟體和應用程式的正常運作 

2.3 4 IV.優化調整 

測試程式以確認符合品質要求 3.61 3.5 I.繼續保持 

進行程式開發及撰寫 3.62 1.4 II.後續改善 

撰寫技術文件以及使用手冊 3.52 1.4 II.後續改善 

確認軟體的開發或程式設計之需求 2.1 4 IV.優化調整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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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能優勢-課程能量二維度分析(二) 
― 系所之弱勢職能為「依據專案之需求進行系統分析」，因為

在二維度分析是位於第三象限，應該優先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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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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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能優勢-課程能量二維度分析(三) 
― 優先改進的職能項目：依據專案之需求進行系統分析。 

― 此職能項目系所課程或活動不充足，平均職能分數也低，需
優先改進。 



2.你認為在系所內修讀的專業課程，對你未來就業所需的專業能力(專業職能)養成最有
幫助？(可複選) 
   □(01)依據專案需求進行系統分析        □(02)依據專案需求進行系統設計         □(03)執行系統導入 
   □(04)提供產品維護與客戶支援，以維護軟體應用程式 
   □(05)程式測試以確認符合品質要求    □(06)進行程式開發及撰寫 
   □(07)撰寫技術文件及使用手冊            □(08)確認軟體開發或程式設計之需求 □(97)都沒有幫助 

3.你認為職場體驗(含實習、建教合作等)，對你未來就業所需的專業能力(專業職能)養成
最有幫助？(可複選)  
   □(01)依據專案需求進行系統分析        □(02)依據專案需求進行系統設計         □(03)執行系統導入 
   □(04)提供產品維護與客戶支援，以維護軟體應用程式 
   □(05)程式測試以確認符合品質要求    □(06)進行程式開發及撰寫 
   □(07)撰寫技術文件及使用手冊            □(08)確認軟體開發或程式設計之需求 □(97)都沒有幫助 75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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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成專業職能之有效性分析(一) 
― 系所提供之課程或活動，對未來就業所需的專業職能養成最

有幫助。 

― 職場體驗(實習、建教合作等)，對未來就業所需的專業職能
養成最有幫助。 

系統會依不同就業途徑帶出所對應之職能項目， 
以「軟體開發與程式設計」就業途徑之專業職能為例。 



專業職能面向 
於系所課程獲得最多幫

助的職能(%) 
於職場體驗獲得最多

幫助的職能(%) 

依據專案之需求進行系統分析 15 34 

依據專案之需求進行系統設計 13 14 

執行系統導入 35 41 

提供產品的維護與客戶支援之服務， 
以維護軟體和應用程式的正常運作 

18 26 

測試程式以確認符合品質要求 6 8 

進行程式開發及撰寫 13 16 

撰寫技術文件以及使用手冊 36 12 

確認軟體的開發或程式設計之需求 9 27 76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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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成專業職能之有效性分析(二) 
― 學生於系所課程獲得最多幫助的職能是「執行系統導入」與

「撰寫技術文件以及使用手冊」 。 

― 學生於職場體驗獲得最多幫助的職能是「依據專案之需求進
行系統分析」與「執行系統導入」 。 

― 學生認為「執行系統導入」職能於系所課程與職場體驗皆可
獲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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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成專業職能之教學滿意度(一) 
― 對系所提供專業職能養成之教學滿意度。 

― 「專業職能」及「課程與活動」連結之理解度。 

4.你對於目前就讀系所提供專業職能養成之教學內容滿意度為何？ 

   □(01)非常不滿意  □(02)不滿意  □(03)普通  □ (04)滿意  □ (05)非常滿意 

5.你清楚你在校內所參加的各門課程或活動與哪些專業職能的養成有關嗎？ 

   □(01)非常不清楚  □(02)不清楚  □(03)清楚  □(04)非常清楚 



專業職能
面向 

專業職能 

教學滿意度 

專業職能聯結 

理解程度 

2.22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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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成專業職能之教學滿意度(二) 
― 系所學生對於系所專業職能養成教學滿意度低於中間

數（2.5分），傾向不滿意！ 

― 系所學生對於「專業職能」連結「課程與活動」的理
解程度高於中間數，傾向清楚理解。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0

1

2

3

4

5

系所共通職能教學滿意度 職能聯結理解程度 

軟體開發與程式設計專業職能面向 

專業職能教學滿意度 專業職能聯結理解程度 



6.你認為自己在所學專業領域的整體就業準備度如何？註：只問應屆畢業生 
【回答(01)非常不充分及□(02)不充分者，續問7題】 

    □(01)非常不充分  □(02)不充分  □(03)充分  □(04)非常充分 

7.請問你認為自己整體就業準備度不夠充分的原因，是因為缺乏何種未來就
業所需的專業能力？(可複選)註：只問應屆畢業生 
   □(01)依據專案需求進行系統分析 
   □(02)依據專案需求進行系統設計 
   □(03)執行系統導入 
   □(04)提供產品維護與客戶支援，以維護軟體應用程式 
   □(05)程式測試以確認符合品質要求 
   □(06)進行程式開發及撰寫 
   □(07)撰寫技術文件及使用手冊 
   □(08)確認軟體開發或程式設計之需求 
   □(09)其他職能，請說明_______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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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屆畢業生增列事項(一) 
― 於專業領域之整體就業準備充分度。 

― 整體就業準備度不夠充分所欠缺的專業職能。 

(若填不充分則加問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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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職能面向 
整體就業 

準備度 

整體就業缺乏 

的職能(%) 

系統分析 

1.83 

55 

系統設計 23 

系統導入 67 

產品維護 20 

測試程式 25 

程式開發 14 

撰寫技術文件 44 

確認開發需求 21 80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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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屆畢業生增列事項(二) 
― 專業職能之就業準備度低於中間數(2.5)，表示全體學生

在面臨就業的準備上明顯不足。 

― 學生相對缺乏的職能為：系統分析、系統導入與撰寫
技術文件。 



0 1 2 3 4 5 6

系統分析 

系統設計 

系統導入 

產品維護 

測試程式 

程式開發 

撰寫技術文件 

確認開發需求 就業缺乏職能 

系統課程充足度 

職能診斷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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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分析(就業缺乏職能、課程充足度、職能分數) 
― 學生認為程式開發職能，系所課程充足，但職能分數高，

且就業時不缺乏此職能的能力。 

― 學生認為系統分析職能，系所課程不充足，職能分數也
低，因此覺得就業時缺乏此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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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類問卷可篩選出非適性學習的學生，並瞭解
各系所學生不適性的比例。 

• 幫助學校人員對非適性學習之學生與有意轉校
轉系的學生進行輔導。 

系統自行判斷學生診斷之專業
職能與就讀系所不符。 



系 
年
級 

班 
總
人
數 

完
成
人
數 

選擇與系所無關的途徑做職能診斷之原因(%) 

依職
業興
趣探
索的
診斷
結果 

還未
確定
未來
的職
涯方
向 

目前
就讀
系所
不符
合自
我未
來就
業需
求 

目前
修讀
輔系 

目前
修讀
雙主
修 

未來
預備
轉系 

未來
預備
轉學 

其他 

資訊管
理系 

4 2 115 105 35.9 25.6 11.0 2.0 3.5 2.0 3.5 0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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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系學生不適性原因的比例 
― 最高為依職業興趣探索的診斷結果。 

― 其次是還未確定未來的職涯方向。 

• 請問你為何選擇與目前所讀系所無關的就業途徑
進行專業職能診斷(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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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問你預備以何種方式累積這些就業途徑所需的專業職能(可複選)?  

□(01)修讀校內課程(專業知識、知能傳授)    □(02)職場體驗(含實習、建教合作) 

□(03)校內或校外打工                                       □(04)課外活動(含社團活動、志工服務) 

□(05)自行學習(如參加職業訓練課程、自行修讀、補習) 

□(06)其他原因，請說明_______ 

3.請問你對於學校提供轉系、輔系、雙主修、跨領域學習等之輔導或幫助，你的滿意
度為何? 

□(01)非常不滿意  □(02)不滿意  □(03)普通  □(04)滿意  □(05)非常滿意 

4.整體來說，你對於目前就讀系所提供專業職能養成之教學內容滿意度為何？ 

□(01)非常不滿意  □(02)不滿意  □(03)普通  □(04)滿意  □(05)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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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養成與系所無關之專業職能。 

• 對學校提供轉系、輔系、雙主修、跨領域學習輔
導之滿意度。 

• 對系所提供專業職能之教學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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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或系所可透過此報表輔導各系有意轉校或
轉系的學生。 
― 在養成與系所無關的職能方式主要為自行學習。 

― 學生對於學校提供跨領域學習傾向滿意！ 

― 學生對於系所專業職能的教學內容也傾向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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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用UCAN各種問卷功能修正課程地圖及內容 

• 課程地圖為教學品保機制的基礎 

學生未來的職業 
(結合UCAN) 

Outcome-based 

培養 
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設計 
課程及活動 

提昇 
學習成效 
及就業力 

大數據（Big Data）分析 

UCAN共通職能診斷 

UCAN專業職能診斷 

UCAN職能養成教學能量回饋 

畢業生流向調查 

雇主滿意度調查 

提供各系 
統計報表 

教學品質保證 

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IR）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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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測對象：資訊管理系-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人才。 

• 二維分析如下，其中「團隊合作」列為優先改進。 

學校
名稱  

學
制 

系  年級  班  總人
數  

完成
診斷
人數  

職場共通職能面向  
診斷平均分數 

(最高5)職能優勢 
課程或活動充足度評估

(最高5)課程能量 
二維分析 

台南
應用
科技
大學 

四
技 

資訊
管理
系 

全部 全部 421 372 

溝通表達 4.2 4.11 I.繼續保持 

持續學習 4.13 3.8 I.繼續保持 

人際互動 2.4 3.8 II.後續改善 

團隊合作 2.1 1.86 III.優先改進 

問題解決 3.32 1.56 IV.優化調整 

創新 2.32 3.7 II.後續改善 

工作責任及紀律 3.44 1.9 IV.優化調整 

資訊科技應用 2.28 3.8 II.後續改善 

共通職能(基本素養) 以(2.5, 2.5)為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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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課程名稱 調整前 調整後 

人文通識一 重要 最重要 

人文通識二 重要 最重要 

人文通識三 重要 最重要 

社會通識一 次要 重要 

自然通識一 次要 重要 

• 課程充足度不足具體改善作法：針對培養「團
隊合作」能力之通識課程，請授課教師檢視課
程規劃及學生學習狀況，視評估狀況提升課程
的豐富與充足度。 

通識課程--課程名稱 調整前 調整後 

社會通識二 無 次要 

自然通識二 無 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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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充足度不足具體改善作法：針對培養「團隊
合作」能力之系專業課程，請授課教師檢視課程
規劃及學生學習狀況，視評估狀況提升課程的豐
富與充足度。 

系專業課程--課程名稱 調整前 調整後 

APP實務專題 重要 最重要 

企劃書製作與簡報 重要 最重要 

系統管理 次要 重要 

文化創意導論 次要 重要 

系專業課程--課程名稱 調整前 調整後 

程式設計（一）  無 次要 

程式設計（二）  無 次要 



通識課程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moe.edu.tw 

人文通
識一 

人文通
識二 

人文通
識三 

公民社
會與文
化 

職場倫
理 

多元服
務學習
（一） 

體育
（一） 

全國 

國防
（一） 

團隊合作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 職能分數偏低具體改善作法：請培養「團隊合
作」能力之授課老師改善教學內容，激發學生
學習興趣，以提高職能分數。 

APP實務
專題 

企劃書製
作與簡報 

資訊管理
導論 

系統分析
與設計 

資訊管理
專案研究 

資訊管理
專案設計 

專案管理 

團隊合作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系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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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名稱  

學制 系  
年
級  

班  
總人
數  

完成診
斷人數  專業職能面向  

職能診斷平均
分數 (最高5) 

職能優勢 

系所課程充足
程度評估(最

高5) 

課程能量 

二維分析 

台南
應用
科技
大學 

四技 
資訊
管理
系 

全
部 

全
部 

421 372 

企業營運相關資/通訊環境
的規劃、維持及監控 

1.93 3.7 II.後續改善 

有效收集、處理、評估及傳
達資訊，幫助企業進行決策 

2.3 3.6 II.後續改善 

規畫、執行與控制資訊部門
年度預算 

4.03 3.93 I. 繼續保持 

資/通訊服務水準績效管理 3.4 2.1 IV.優化調整 

專業職能(核心能力) 以(2.5, 2.5)為錨點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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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測對象：資訊管理系-企業資訊管理人才。 

• 課程充足度不足：資/通訊服務水準績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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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專業課程--課程名稱 調整前 調整後 

網頁設計實務 重要 最重要 

計算機概論 重要 最重要 

電子商務 重要 最重要 

• 系專業課程充足度不足具體改善作法：針對培
養「網路通訊安全」能力之系專業課程，請授
課教師檢視課程規劃及學生學習狀況，視評估
狀況提升課程的豐富與充足度。 

系專業課程--課程名稱 調整前 調整後 

網路管理  無 次要 

資料庫系統與管理 無 次要 



學校
名稱  

學制 系  
年
級  

班  
總人
數  

完成診
斷人數  專業職能面向  

職能診斷平均
分數 (最高5) 

職能優勢 

系所課程充足
程度評估(最

高5) 

課程能量 

二維分析 

台南
應用
科技
大學 

四技 
資訊
管理
系 

全
部 

全
部 

421 372 

企業營運相關資/通訊環境
的規劃、維持及監控 

1.93 3.7 II.後續改善 

有效收集、處理、評估及傳
達資訊，幫助企業進行決策 

2.3 3.6 II.後續改善 

規畫、執行與控制資訊部門
年度預算 

4.03 3.93 IV.優化調整 

資/通訊服務水準績效管理 3.4 2.1 I. 繼續保持 

專業職能(核心能力) 以(2.5, 2.5)為錨點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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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測對象：資訊管理系-企業資訊管理人才。 

• 職能分數偏低：企業營運相關資/通訊環境的規
劃、維持及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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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專業職能 
會計資訊
系統  

電子商務 
生產與作
業管理 

資訊管理
專案研究 

資訊管理
專案設計 

企業電子
化應用 

企劃書製
作與簡報 

資訊管理
導論 

資訊管理
個案 

企業流程
e化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 職能分數偏低具體改善作法：請培養「企業流程e

化 」能力之授課老師檢視課程內容，將其調整成
符合學生程度的課程，以提高學生職能分數。 

專業職能(核心能力)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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