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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主旨 

一、研究主題與緣起 

會議展覽產業即會議（Meeting）、獎勵旅遊（Incentive）、大型國際會議（Convention）

以及展覽（Exhibition）的合稱，又稱為 MICE 產業，其定義為「凡提供會議、獎勵旅

遊、展覽等活動相關服務之業者的統稱」。因為會展活動具備媒合產業發展櫥窗和展

示商品進行宣傳活動等多重功能，不但能提升國家和產業之國際形象，也能帶動區域

經濟的發展，因此會展產業已成為全球許多國家積極發展的策略性產業。然而產業的

成功發展，需要人力的適時投入，尤其是符合品質要求的人力非常重要。因此，找到會

展人才應具備的職能條件，對於帶動整體產業的發展非常重要。 

職能基準是「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勞動署所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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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台網站，

2014）。因為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未來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將由以工作為基礎，轉換

為以職能為基礎，組織才能在變動快速的外在環境，藉由吸引具備足以因應組織任務

能力的人才，以及提升組織內的素質與能力，來達到活用人力資源，強化競爭優勢的

目的（溫金豐，2013）。職能基準可以將人力需求的條件清楚載明，讓供需雙方能有清

楚的平台可以溝通，因此對於提出未來培育業界專業人才的模式與驗證的條件就更為

重要。 

目前於經濟部產業專業人力發展資訊平台網站的職能基準，分別來自於經濟部、

內政部、文化部、勞動部、環保署、農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衛福部等各專

業領域所建立。經濟部國貿局於 105 年開始建置會議業與展覽業的職能基準，106 年度

建置場地管理業與獎勵旅遊業的職能基準，107 年度建置設計裝潢業與會展活動管理

業的職能基準，至 107 年度為止，已將會展產業中重要的幾個產業類別的重要職務建

置出職能基準。但為了能配合經濟的發展與產業的變遷，適時的修正職能基準，對於

帶動產業發展更為重要。唯有提供正確且與時俱進的職能基準，才能更了解會展業所

需的人才條件，並提供適當的訓練與培育課程，以提昇會展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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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上閔，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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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品質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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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管理機制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需要不斷的根據職業的發展現況進行調整與

修正，並透過員工的績效驗證，得到正確的職能基準內容。有了正確的職能基準，才能

提供員工招募與培訓的正確指標。勞動部訂定的職能發展及應用要點的第 12條中加以

規定，已登錄之職能基準，應至少每三年由原發展單位評估是否更新，並將評估結果

以書面方式通知本部發展署。依第九點規定通過審查之職能基準，於更新後應重新申

請審查。未依前項規定更新之職能基準，自職能平台移除，並開放由其他具申請資格

者更新。因此職能基準必須在完成建置後的第三年開始，評估是否需要更新。 

因為正確的職能基準，才能提供員工招募與培訓的正確指標，同時因為 109 年的

新冠疫情影響下，疫情的不穩定性造成展覽延期的連鎖效應，國內外企業及專業人士

認為空間較為封閉的交通工具、旅途接觸者的不確定性等有感染新冠肺炎之風險，再

者航空公司減少航班、航點拒絕某些國籍者入境等規定，造成參加會展活動非常不方

便（葉曉蒨、周霞麗，2020），對於設計裝潢業者與會展活動管理業者有相當大的衝

擊，員工所具備的職能也需要重新審視並加以調整。因此，本研究針對 107 年度建置

的設計裝潢業與會展活動管理業的 5 個職務別（設計裝潢業：展場設計師、展場會場

設計業務、展場工務人員；會展活動管理業：活動專案經理、活動專案人員）進行職能

基準的更新，希望能透過針對員工的驗證模式，修正調整職能基準的內容，以確認該

職能基準的正確性。 

同時，由於國際上許多先進國家均有執行職能基準的調查，加上國際會展組織辦

理會展人才培訓認證制度之經驗，本研究將納入先進國家的職能基準進行比對參照，

並且參考國際會展組織之人才培訓認證經驗，希望能藉由國際經驗的協助，將我國會

展產業職能基準建置更新與國際接軌。 

二、研究目的 

為了能更瞭解會展產業對人才的職能條件，本研究擬針對已經建置完成的設計裝

潢業與會展活動管理業的 5 個職務別進行職能基準更新工作，以確認是否在職的員工

於具備哪些職能基準的條件後，可以在工作上更為得心應手。企業可以由此招募到更

好的員工，求職者也知道自己應當要補強哪些工作條件。 

因此，本研究可以歸納出本年度預期達到的四個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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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對業界的訪談與問卷調查，更新 107 年度建置之職能基準，包含展場設

計師、展場會場設計業務、展場工務人員、活動專案經理、活動專案人員等

5項，並持續依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等活動分別建立其專業類別、職能基準

及認證機制。 

（二）納入先進國家的職能基準進行比對參照，將職能基準建置與國際接軌。 

（三）透過研究彙整資料，提出對我國會展教育開課及認證標準建立之參考。 

（四）蒐集國際會展活動組織（例如 IAEE，UFI，EIC，MPI，ILEA，PCMA）辦理

會展人才培訓之認證制度，透過研究彙整資料，提出對我國會展教育開課及

引入國際證照之參考，以利瞭解全球會展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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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背景與有關研究之整理與探討 

一、研究範疇 

會展產業的細部分類，主要是根據國內外研究與經濟部商業司「會議展覽服務業

發展計畫」中，對於會展產業的定義，將會展產業範圍界定為包含 17個相關產業，包

括專業會議籌組公司、專業展覽籌組公司（含辦展公協會）、專業活動業籌組公司、場

地管理者、旅館業、旅行業、會展運輸物流業、會展翻譯業、口譯業、設計裝潢產業、

餐飲業、會展設備租賃業、廣告業、資訊業、印刷業與禮品供應商。在此針對本次進行

職能基準修正的兩個產業說明如下： 

（一）設計裝潢業 

設計裝潢業為提供會議活動、展覽活動及其他會展活動中所需之空間設

計及裝潢服務，包括場所、攤位、舞臺等等。 

（二）會展活動管理業 

為策劃舉辦會議或小型展覽，以及在會議、展覽中辦理各型活動和媒體

宣傳與行銷之活動公司。 

本研究擬針對上述兩個產業進行職能基準的修正作業，包括設計裝潢業所包含的

展場設計師、展場會場設計業務與展場工務人員；以及會展活動管理業所包含的活動

專案經理與活動專案人員。 

二、專業職能 

以國家、產業及企業等層次分別來看，專業職能包括公部門職系職能、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職能、國家技能檢定能力標準、職業職能、職類職能（如教育部 UCAN以

66項職類為標的發展每項職類所需具備的專業能力）、民間證照能力標準、私部門職

務職能等。而職類是指應用相近技術、知識之工作或職務之集合。以餐飲業的各類從

業人員為例，相關的餐飲從業人員所執行的細部工作內容雖不盡相同，但是在餐飲衛

生、作業品質、成本、環境、專業及親切之服務，以及有效處理客訴等，都是在這個職

類中應當具備的職能，因此可以歸類為「餐飲管理」職類來發展職類職能。同時，在教

育與訓練方面，目前學校或職前養成教育，及教育部建置之「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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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也是以職類為標的，透過職能自我評估協助學生瞭解自我職能缺口，進而有

目標的進行學習。 

為了瞭解專業職能，必須以結構化的方式從部門所被賦予的任務去做組織能力的

展開。透過組織能力的展開與分工後，可以確定不同職位別的職能資格設定標準。有

效展開組織能力可以由應執行的工作內容來進行思考，要做好此工作應具備哪方面的

知識能力。做為人才培育的課程規劃內容，一般可區分三類： 

（一）技法類：指的是有效執行該項工作所需具備的學理基礎或工具運用或系統工

具等。 

（二）產出資料類：指的是執行該項工作所產出的紀錄、工作報告等知識文件。 

（三）作業標準類或操作系統：指的是執行該項工作相關的作業標準。 

技法類項目內容可以轉變為訓練體系的專業職能訓練項目內容，可由人資統籌辦

理的內訓課程或外訓課程。產出數據類和作業標準類，這兩者則是部門重要的在職訓

練的方向。透過有結構式的盤點展開，結合部門分工，則每一個職務別的專業職能要

求都被有效設定後，一樣連結到人員的發展性評量。每一年員工會被要求在能力不足

的部分要自我提升，或是透過部門在職訓練，或參加內外訓。來年度進行考核時，就可

以驗證員工是否有所成長。因此，專業職能的展開除可讓人員找出應具備的能力外，

還可讓人員找出能力不足之處，進而進行培訓，並提升工作績效。 

三、職能基準 

隨著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產業結構與技術快速變遷，為促進產業創新，

改善產業環境，提升產業競爭力，我國於 99 年 5月通過「產業創新條例」。因為人才

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在產業創新條例的第 18條中，明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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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在協助提升產業所需人才素質。 

產業職能基準的內涵中，職能的建置必須考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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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職能基準不以特定工作任務為侷限，而是以數個職能基準單元，

以一個職業或職類為範疇，框整出其工作範圍描述、發展出其工作任務，展現以產業

為範疇所需要能力內涵的共通性與必要性（如圖 2-1）。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BB%84%E7%BB%87%E8%83%BD%E5%8A%9B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9F%A5%E8%AF%86%E8%83%BD%E5%8A%9B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9C%89%E6%95%88%E6%89%A7%E8%A1%8C
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D%9C%E4%B8%9A%E6%A0%87%E5%87%86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83%BD%E5%8A%9B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87%AA%E6%88%91%E6%8F%90%E5%8D%87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B9%B4%E5%BA%A6%E8%80%83%E6%A0%B8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9F%B9%E8%AE%AD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B7%A5%E4%BD%9C%E7%BB%A9%E6%95%88


 

6 

圖 2-1 職能基準介紹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經濟部為協助產業專業人才的發展，推動建置產業職能基準，並將其應用於能力

鑑定，才將「職能基準」一詞正式使用（賴昶樺，2013）。在職能的分類上，是專業職

能，闡述專業職能是員工從事特定專業工作（依部門）所需具備的能力。因此，運用

「職能基準」，可以針對職業的基本資料（職稱、所屬行業別）、工作內涵（工作描

述、入門水準、工作職責、工作任務、工作產出等），及能力內涵（知識、技能、態度、

行為指標等），有系統地記錄下來；其「職能基準」所使用的特殊專有名詞，其內涵如

下表 2-1： 

表 2-1 職能基準內涵 

項目 說明 

職能基準項目 

即一般通稱的職業，如廚師、司機。 

由於坊間對同一職業的說法眾多，為一致起見，故以行政院主計總處

訂頒之「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所定名稱為準。 

所屬行業別 

即一般所稱的行業，如旅遊業、大眾傳播業。 

由於坊間對同一行業的說法眾多，為一致起見，故以行政院主計總處

訂頒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所定名稱為準。 

同一職業人員，常會分布於不同行業，例如出納員在製造業、營造業、

零售業等各行業均會出現，其工作內容可能不盡相同，因此需要註明

該職業所屬的行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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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工作描述 針對此職業的工作內容及重要產出，進行整體描述。 

入門水準 

要擔任此職業之必要學經歷及能力最低門檻。 

（例如：大專以上畢業且具備3年以上人力資源管理或教育訓練工作

經驗） 

工作職責 指工作中所負責的範圍，和所承擔的相應責任。 

工作任務 指工作中為達到一定目的所從事的一系列活動。 

行為指標 
具體描述在執行工作任務時，應有的行為表現（可用來評估是否成功

完成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指執行某工作任務最主要的工作產出，包含過程及最終的產出。 

職能內涵 執行某工作任務所需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職能級別 

由於各項工作任務的難易度不同（或者所需能力層次不同），因此訂

定級別，以作為訓練規劃的參考；也可讓一般人有個概念，知道要從

事某職業大概需要的能力程度。 

目前職能級別分為6級，主要是參考國外現況及學理而研訂。 

基準級別 

一個職能基準通常包含許多工作任務，而每個工作任務所需的能力層

次（級別）可能不同。以最主要或最多數工作任務所對應的職能級別，

訂為整個職能基準的級別。 

例如：機械設計工程師的工作任務中，可能包含3級、4級、5級等不同

級別的任務，但因幾項較主要任務的級別為4，故基準級別訂為4級。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職能基準展現以產業為範疇所需要能力內涵的共通性與必要性，各職類若能完成

職能基準的建置，就可以因應產業結構與技術快速變遷，找到執行職務所需要的專業

知識、技能與態度，使學校、政府部門或訓練機構可以因應職務所需，提供相關之訓

練，有效掌握產業與勞工的需求，避免產生學訓用落差。 

建置職能基準的流程，根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建議，總共有四大流程，各流

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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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職能基準發展流程 

流程 步驟 實施說明 

  找到值得發展的行業方向。 

列出標的行業方向相關的領域範疇中必要且重要的關

鍵職業（類）清單。 

 定位關鍵職位藍圖中之各個職業。 

選出欲發展之職業（或職類）。 

預先規劃選定職業（或職類）所發展的職能基準之未

來應用方式、影響對象及其預期效益。 

 選出合適與科學方法進行職能分析。 

依選定方法進行職能分析。 

完成分析後產出之職能基準， 須具備之格式內容。 

 結合職能分析方法，綜合性評估選用適當的驗證方

法。 

以驗證問卷範例格式檢驗所列職能項目之正確性與重

要度；並評估行為指標與工作產出之合適性，以確認

職能分析產出之有效性。 

根據驗證結果，修正職能基準並請專家確認，完成職能

基準。 

1-1確認行業範疇 

1-2規劃關鍵職業 （或職類）

清單 

流程一、分析需求 

流程二、選定發展項目 

流程四、驗證職能 

流程三、進行分析作業 

2-1蒐集關鍵職業（或職類）資

訊 

2-3應用規劃 

2-2選定職業（或職類） 

4-1決定驗證方法 

4-3修正及完成職能基準 

4-2實施驗證 

3-1選用考量與分析方法選擇 

3-3產出職能基準 

3-2進行職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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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流程中可以得知，在得到職能基準後，還需要經過職能基準驗證的流程，

才能確認該職能基準的正確性。因此要以驗證問卷來進行職能項目的確認，了解哪些

職能才是真正影響員工執行該職務時的關鍵職能，哪些職能具有鑑別能力，非常重要。 

會展活動成敗關鍵，取決於人力資源的質量問題（李右婷，2011），會展專業職能

的模式，不僅是數量的配合，也要尋找精進會展人力素質的方法，來提升會展產業績

效。因此，需要針對已經建置的職能基準進行驗證，希望能透過再次訪談員工及問卷

調查的過程，找出影響員工績效表現的職能條件，並找出可以透過哪些方法加以補強，

並給予適當培訓，才能有效帶動會展產業的發展。同時，會展產業也面臨世界各國的

競爭，了解國際間對於會展職能基準的建置，與國際接軌，才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四、各國職能基準推動狀況 

目前國外已有多個國家建置職能基準並推動，像是英國、韓國、澳洲、美國、日本

以及新加坡等。其中英國建置職能基準時間最早，但澳洲卻是成熟度最高的國家。此

外，鄰近臺灣的亞洲國家，如韓國、日本與新加坡，更是大力推動職能基準（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2010）。目前各國職能基準發展概況大致如下： 

（一）美國：美國於 1994 年通過「國家技能標準法案」（National Skills Standards 

Act），同時成立國家技能標準委員會（National Skills Standards Board，NSSB），

負責發展五大經濟部門的產業技能標準。2003年時，政府發現技能標準發展

情況與 NSSB 設立精神有所差異，而宣布終止運作，改設立國家技能標準機

構（National Skill Standars Board Institute，NSSBI），進行產業技能標準。同

時，建置美國職業資訊網 O*NET，與產業職能模型持續扮演國家職能推動的

角色。 

O*NET的架構分為六個面向，包括工作者特性、工作者條件、經驗要求、

勞動力特性、職業條件訊息與職業要求等。產業職能模型，則將職能分為 1~5

個區塊，第 1~3層級稱為基礎職能（Functional Competencies），是進入職場

需要具備的基礎能力；第 4~5 層級稱為產業職能（Industry Related Competency），

包括整個產業與特定次產業的特定技術職能；第 6~9 層級是在產業中的專門

職能，包括特定職業的知識、技術、必要需要條件、管理等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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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日本政府在 1979年，根據職業能力開發促進法，成立的日本中央職業

能力開發協會，簡稱 JAVADA，成立宗旨為推動職業技能檢定。厚生勞動省

在 2002 年開始委託 JAVADA 建置不同產業的職業能力評價基準。這個職業

能力評價基準是依據業種、職種與職務，包括有：職種（類）、職責、能力

要素、能力細項、職務達成的標準與必要知識等內容。之後再依據職責與工

作難易程度，細分為員工、資深員工、管理者/專業人員、資深管理者/資深專

業人員等四個層級標準，讓職業能力評價基準成為可信賴的企業使用指導方

針。 

（三）澳洲：澳洲是建立職能標準制度成熟度最高的國家，主要機制包括「澳洲資

歷架構」（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AQF）與訓練套件（Training 

Package）、澳洲品質訓練架構（Australina Quality Training Framework， 

AQTF），建構出澳洲國家訓練體系（National Skills Framework）。這個訓練

體系是以 AQF為基礎，讓學校教育、職業訓練與高等教育之間有銜接通路，

也讓教育、訓練與就業之間能無縫接軌。 

澳洲的資歷架構基於知識、技術與應用的學習成果，將資歷認證劃分為

10個等級，由第 1~4及種類是證書；第 5級是文憑；第 6級是進階文憑/副學

士學位；第 7級是學士學位；第 8級是學士榮譽學位/研究所證書/職業研究所

證書/研究所文憑/職業研究所文憑；第 9級是碩士學位；第 10級是博士學位。 

（四）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於 2000 年開辦國家職能認證系統（National Skills 

Recognition System，NSRS），期初由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和工商

部（Ministry of Trade & Industry）負責規劃各行業所需要的職業職能。到了

2004 年，勞動力發展署以國家職能認證制度為基礎，再行規劃更完善的職能

訓練架構，稱為勞動力技能資歷架構（Workforce Skills Qualification，WSQ）。

新加坡同時規劃許多相關配套措施，如訓練教育總體計畫（Contiu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sterplan），結合大專院校及其他經認證的訓練機構，

讓職業訓練與教育資源及就業市場結合。 

WSQ內涵屬於三個不同的技能層級，包括基本技能、產業技能與職業技

能。同時，勞動力技能資歷證照共涵蓋七種層級，分別是證書、高等證書、

進階證書、文憑/專業文憑、專家文憑、研究所證書、研究所文憑等。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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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產業的 WSQ中，勞動力發展署會依據不同的核心能力，再行組合編排

出技能模組。 

（五）香港：香港是由香港教育統籌局（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2007年

1 月後改名成為教育部），於 2002 年開始籌畫建立職業能力標準制度。於

2007 年 10 月成立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負責學術課程及職業資歷的

評審。香港的資歷架構分為 7 個等級，分別是中三、會考程度、文憑、副學

士/高級文憑、學士、碩士、博士等。在資歷級別通用指標中，則包括 4個面

向，分別為：「知識及智力技能」、「過程」、「應用能力、自主性及問責

性及溝通能力」、「運用資訊能力及運算能力」。 

在職能基準的運作方式，各國的負責單位、職能基準名稱與級別也有所不同，在

此以表 2-3說明。 

表 2-3 各國職能基準比較 

國家 推動時間 負責單位 職能基準名稱 職能層級 

美國 2003 

國家技能標準機構 

（ National Skill Standars 

Board Institute，NSSBI） 

美國國家職業技能標準架構 9 

日本 2002 日本職能研究會 日本職能模型 4 

澳洲 2000 

澳洲資歷架構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AQF） 

澳 洲 資 歷 架 構 （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 

AQF） 

10 

新加坡 2000 

新加坡勞動力發展局 

（ Singapore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 

WDA） 

勞 動 力 技 能 資 歷 架 構

（ workforce skills 

qualification， WSQ） 

3 

香港 2007 教育部 香港資歷架構 7 

資料來源：各國國家職能標準制度介紹-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台 

由各國的資料中也可以看出，要推動職能基準的建置，必須要由政府由上而下帶

領，與民間共同建置。這也可以顯示出職能基準對於一國人力資源的發展影響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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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產、官、學、公協會等一起進行，才能推動職能模型的發展，並推廣到各界廣泛使

用。 

五、職能基準建置流程 

經濟部工業局在職能基準與能力鑑定作業手冊內（如圖 2-2）建議其流程為： 

（一）擇定發展之重點產業 

（二）發展產業職能藍圖，界定關鍵專業人才發展項目 

（三）邀請學者、研究機構、企業代表、公協會代表，籌組產學研職能基準專家小

組 

（四）召開職能基準專家會議，進行職能分析 

（五）採取量化（成熟產業）或質化（新興產業）方法進行職能基準驗證 

（六）完成職能基準 

圖 2-2 經濟部工業局職能基準建置流程 

職能基準的建置有分成幾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屬於職能的分級，也就是該職務

別在能力的區分。在此以表 2-4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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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勞動部職能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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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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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執行職能基準更新時，主要的目的是需要透過反推回目前在該職務上的員工，究

竟具備何種職能為前題來進行調查。因此在職能基準更新時，如下圖 3-1所示，可以將

研究流程區分為五個階段，茲分述如下： 

第一步驟為進行文獻整理，蒐集職能基準更新之相關資料。 

第二步驟採用質化調查方式，藉由高階主管的訪談，確認具備何種職能的員工，

能得到較好的績效。以 107 年報告結果為基礎，訪談單位主管時，主要的目的在確認

哪些職能會對員工的績效表現產生關鍵性的影響，透過職能與工作績效的連結，得到

哪些職能是屬於執行該職務所需要的關鍵職能，更新工作之職能是否需因產業或趨勢

所需進行修正。 

第三步驟則是根據主管訪談結果，作為設計員工問卷之基礎。藉由對現場工作員

工的問卷調查，調查關鍵職務別對於工作績效的影響性，以確認該職能基準對工作任

務與工作產出的影響結果。透過問卷發放之量化調查方法，由任職於該職位的員工自

評技能與態度之養成程度。 

第四步驟為綜合主管訪談以及員工自評，同時可參考國外建置有會展職能基準的

國家，對於會展職能基準的要求，來了解國際間對於會展人力培訓的重點。經由主管

面向、員工面向以及外國職能等多面向質量化評估過程，完成職能基準更新初稿。 

第五步驟為召開專家座談會，透過專家學者之學術與實務建議，重新調整對於職

能基準建置的內容。 

第六步驟為提供研究報告，透過產官學意見收集與歸納，完成職能基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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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更新會展職能基準流程 

二、研究方法 

（一）主管訪談 

本次研究訪談主要針對已經建置的職能基準進行修正。因此，針對主管

進行深度訪談是要釐清執行該職務的員工，要具備哪些關鍵職能，才能在工

作表現上有較為突出的表現。訪談大綱大致如下： 

1.請參閱目前所列出的職能基準，請協助判定該職能基準在工作職責與工作

任務切割的正確性，是否有不屬於這個職務所需執行的工作，或是平常有

在執行的工作但未被列入？ 

2.請問您覺得在工作上需要具備的專業知識與職能基準所列是否相符？ 

3.請問您覺得在工作上需要具備的技能與職能基準所列是否相符？ 

4.請問您覺得在工作上需要具備的態度與職能基準所列是否相符？ 

5.請問您覺得在工作上的應聘條件與職能基準所列是否相符？ 

6.請問您覺得 COVID-19 對於工作上的影響如何？ 

在此進行訪談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找到「關鍵職能」，哪些職能是屬

於這個職務所專屬的，特別需要具備的，必須透過與工作績效的連結才能得

以釐清。本研究於每次訪談時均會以錄音紀錄，並於訪談後製作逐字稿，以

歸納整理與之前職能基準的差異。此次訪談主要的目的在於確認已經編列完

成的工作職責、工作任務、工作產出與行為指標是否適當，是否需要增減，

或是重新命名（表 3-1與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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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工作任務分析表 

表單代號 F4-2 表單名稱 職能問卷驗證格式表 

流程代號 4-2 流程名稱 實施驗證 

目的 

檢驗所列職能要能夠涵蓋該職業（或職類）應具有的職能（完整性），

分析職能對應於職業之重要度（重要性），從正確性與重要性的檢驗，

加以確認職能分析的成果有效性。 

★行為指標項目之重要性與難易度評估 

行為指標項目 重要性 完整度 

工作任務 1：T1.1 獲得色彩與色彩理

論的資訊 

P1.1.1 確認並取得色彩與色彩理論的

資訊來源 

P1.1.2 評估並整理資訊，以建立色彩

及其應用在不同脈絡的知識 

P1.1.3 參考現在流行元素 

□重要 

□尚需補充（請說明）：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工作任務 2：T1.2 實驗色彩 

P1.2.1 藉由實驗法測試各種色彩與色

彩組合 

P1.2.2 使用自己的想法作為測試、挑

戰或確認色彩理論的方法 

P1.2.3 在色彩實驗過程中，確保材

質、工具和設備的安全使用 

□重要 

□尚需補充（請說明）：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工作任務 3：T1.3 藉由色彩的使用， 

傳達概念與想法 

P1.3.1 使用顏色來傳達特定想法或概

念 

P1.3.2 選擇有關想法或概念的材質、

工具和設備 

□重要 

□尚需補充（請說明）：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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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3 以色彩知識與色彩理論，應用

色彩傳達概念或想法的方式 

P1.3.4 評量並反映色彩的使用及其傳

達的內容 

P1.3.5 尋求並取得有關色彩使用方式

及概念傳達的成效回饋 

P1.3.6 考量專業簡報方法並儲存工作

範例 

★行為指標項目之職能內涵完整度評估  

1.請針對各工作任務所對應相關知識、相關技能、相關態度之完整度進行評估。若不完整，您

覺得需要調整內容有哪些？是否有缺漏或重複？請說明。  

2.知識：指執行某項任務所需了解可應用於該領域的原則與事實。  

3.技能：指執行某項任務所需具備可幫助任務程序性進行的認知層面能力，或技術操作層面的

能力。  

4.態度：指執行某項任務所需具備會影響績效表現的態度。  

 

表 3-2 職能內涵分析表 

工作職責 職能內涵 完整度評估 

工作項目 1： 

T1探索色彩的使用 

知識 

K01色彩屬性與色彩關係 

K02不同色彩理論及不同情境應用 

K03色彩的情緒、文化與情境面向 

K04有關色彩使用的解釋和選擇 

K05試驗色彩所需的材質、工具和

設備 

K06其他業者使用色彩的方式 

K07具尺寸測量概念，讓 3D設計

圖與現場施工精準符合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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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職能內涵 完整度評估 

技能 

S01 閱讀並解讀有關色彩理論資訊

的讀寫能力 

S02 計算不同色彩數量與比例的計

算能力 

S03 進行不同色彩搭配和不同元素

搭配調整的視覺能力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態度 

A01工作熱忱 

A02自我意識低才能符合/理解客戶

需求 

A03自我管理與提升 

A04謹慎細心 

A05追求卓越 

A06能應對不明狀況 

A07好奇開放 

A08抗壓性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0正向積極誠信負責 

A11風險安全意識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工作項目 2： 

T2 探索並應用 3D

形式的創意設計流 

程 

知識 

K08智慧財產相關議題與勞安法規

對設計面向的影響 

K09設計流程的創意思維技巧 

K10應用於 3D 形式的設計元 

素與原則 

K11設計 3D形式所需的材質、工

具與設備 

K12對於概念與設計流程的選擇與

解讀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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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職能內涵 完整度評估 

K13 3D 設計的挑戰與議題 

K07具尺寸測量概念，讓 3D設計

圖與現場施工精準符合 

K14具搭建材質的概念 

K15色彩敏感度 

K16設計元素和原則 

K17展會裝潢趨勢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K32力學結構安全原則 

K33人體工學基礎概念 

技能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5 理解與閱讀能力 

S06 3D視覺設計運用能力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態度 

A01工作熱忱 

A02自我意識低才能符合/理解客戶

需求 

A03自我管理與提升 

A04謹慎細心 

A05追求卓越 

A06能應對不明狀況 

A07好奇開放 

A08抗壓性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0正向積極誠信負責 

A11風險安全意識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工作項目 3： 

製作視覺插圖 
知識 

K16設計元素和原則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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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職能內涵 完整度評估 

K19有關視覺陳列的相關法規 

K20視覺陳列的色彩心理學 

技能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態度 

A01工作熱忱 

A02自我意識低才能符合/理解客戶

需求 

A03自我管理與提升 

A04謹慎細心 

A05追求卓越 

A06能應對不明狀況 

A07好奇開放 

A08抗壓性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0正向積極誠信負責 

A11風險安全意識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工作項目 4： 

T4 發展視覺概念 知識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1視覺概念表現的產業標準 

K22描繪素材和媒介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技能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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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職能內涵 完整度評估 

態度 

A01工作熱忱 

A02自我意識低才能符合/理解客戶

需求 

A03自我管理與提升 

A04謹慎細心 

A05追求卓越 

A06能應對不明狀況 

A07好奇開放 

A08抗壓性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0正向積極誠信負責 

A11風險安全意識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工作項目 5： 

T5 設計並 製 作

2D  平 面與 3D 

配置 

知識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3場地架構設計功能 

K24規劃安全的場地環境的方法 

K25有關設計平面配置相關的工作

守則和法律 

K26 3D設計需符合動線、容量與安

全考量 

K27光線需符合現場需求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技能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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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職能內涵 完整度評估 

態度 

A01工作熱忱 

A02自我意識低才能符合/理解客戶

需求 

A03自我管理與提升 

A04謹慎細心 

A05追求卓越 

A06能應對不明狀況 

A07好奇開放 

A08抗壓性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0正向積極誠信負責 

A11風險安全意識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工作項目 6： 

T6 設計調整 

知識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8表達技巧 

K29空間概念 

K30顧客關係管理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技能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S11 正確傾聽能力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13 表達說服能力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態度 

A01工作熱忱 

A02自我意識低才能符合/理解客戶

需求 

□已完整  

□尚需補充（請說明）： 



 

23 

工作職責 職能內涵 完整度評估 

A03自我管理與提升 

A04謹慎細心 

A05追求卓越 

A06能應對不明狀況 

A07好奇開放 

A08抗壓性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0正向積極誠信負責 

A11風險安全意識 

（二）員工問卷調查 

除了針對主管進行訪談外，也希望能針對在職員工進行抽樣調查，由員

工自評擔任目前職務在技能與態度方面之擁有程度。設計裝潢業之問卷範例

如下（表 3-3）。 

表 3-3 問卷修正範例 

在經過員工訪談、員工問卷調查與主管訪談後，確認職能基準是否正確，

是否需要新增工作任務與專業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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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納入國際經驗 

1.目前國外已有多個國家建置職能基準並推動，本研究納入先進國家的職能

基準進行比對參照，透過了解先進國家對於會展人才的職能基準的定義，

以釐清職能基準建置方向是否正確，同時可以與國際接軌。以美國之佈景

與展覽設計師（Set and Exhibit Designers）以及會議活動策劃者（Meeting， 

Convention，and Event Planners），作為我國設計裝潢業之展場設計師以及

會展活動管理業之活動專案經理之職能基礎參考依據。 

2.國際證照：在此比較各主要國際會展相關學協會，如 IAEE，UFI，EIC，

MPI，ILEA 以及 PCMA 等，將國內尚未引進的國際證照加以討論，以利

後續國內推動國際專業證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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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主管訪談 

本研究今年度完成 2 種產業類別（設計裝潢業與會展活動管理業）的職能基準修

正，員工訪談需透過受訪單位的確認與推薦，以 107 年度執行職能基準建置時，所調

查的受訪單位為基礎，再加上期中報告委員推薦受訪對象，共計完成 6 家設計裝潢業

與 8家會展活動管理業。詳細名單請參見表 4-1所示： 

表 4-1 深度訪談名單 

產業類別 訪談單位 

設計裝潢業 

歐立利國際展覽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歐也空間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歐原形象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安益國際展覽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設計研究院 

光洋波斯特國際展覽股份有限公司 

會展活動管理業 

威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揆眾展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人才天下有限公司 

遠雄創藝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集思創意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摩奇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禾豐體驗行銷有限公司 

漾起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主管訪談後得到的主要意見大致如下： 

（一）相較於設計裝潢業業者，會展活動管理業的進入門檻較低，較無畢業科系以

及專業證照之要求與限制，實作經驗以及熱情扮演重要角色。 

（二）這五項工作都非常重視溝通能力，不害怕面對客戶，可以協助解決客戶問題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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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新進人員的角度，特別是會展活動管理業，許多工作必須要先跟著資深人

員或是主管學習，先依照 SOP 順利完成工作，累積經驗，不會一開始就獨力

承擔。 

（四）由於疫情影響，許多展覽以線上方式進行，數位科技設備應用能力愈顯重要。 

因訪談資料龐大，逐字稿訪談紀錄資料請參見附錄一。 

二、員工職能調查 

進行員工問卷調查的主要目的，在於確認編列的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是否與我

們要求的有落差，同時希望透過問卷了解，當年資與職級進展時，是否會帶來職能的

改善。由於疫情因素，採取線上問卷方式進行，非紙本問卷發放，研究結果區分為設計

裝潢業與會展活動管理業分別說明之。 

（一）設計裝潢業 

1.設計裝潢業問卷回收概況 

由表 4-2可得知，共回收 84份樣本，無效（填答同一答案）3 份，有

效問卷 81份，有效率 96.43%。 

表 4-2 設計裝潢業總樣本數、有效樣本、無效樣本之數量 

類別 數量 

總回收樣本 84 

有效樣本 81 

無效樣本 3 

2.資料統計結果 

由表 4-3 可得知，此次問卷受測者以女性居多，為 48 人（59.3%），

男性則是 33人次（40.2%）。 

表 4-3 設計裝潢業性別次數分析結果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33 40.2 

女性 48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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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可得知，此次問卷受測者年齡大多以 31~35歲（26人，31.7%）

居多，其次則為 41 歲以上（19 人，23.2%）以及 36 歲~40 歲（16 人，

19.5%）。 

表 4-4 設計裝潢業年齡次數分析結果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25歲以下 6 7.4 

26~30歲 14 17.1 

31~35歲 26 31.7 

36~40歲 16 19.5 

41歲以上 19 23.2 

由表 4-5 可得知，此次問卷受測者擔任工作類別次數以展場會場設計

業務居多，為 37人（45.1%），其次為其他類別（23人，28.4%）。 

表 4-5 設計裝潢業擔任工作類別次數分析結果 

擔任工作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展場設計師 17 20.7 

展場會場設計業務 37 45.1 

展場工務人員 4 4.9 

其他 23 28.4 

由表 4-6可得知，此次問卷受測者目前職位年資 3年以上之員工最多，

共 52人（63.4%），其餘選項少數。 

表 4-6 設計裝潢業目前職位年資次數分析結果 

目前職位年資 人數 百分比 

0~6個月 10 12.3 

7~12個月 6 7.3 

1~2年 5 6.1 

2~3年 8 9.8 

3年以上 52 63.4 

由表 4-7 可得知，此次問卷受測者職級以基層員工為居多，為 43 人

（53.1%），其次為中階管理者（29人，35.4%）。 

表 4-7 設計裝潢業職級次數分析結果 

職級 人數 百分比 

基層員工 43 53.1 

中階管理者 29 35.4 

高階管理者 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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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資料在技能與態度統計分布圖 

由圖 4-1 可知，設計裝潢業中，男生與女性員工在技能與態度之自評

結果大多是無顯著差異。 

圖 4-1 設計裝潢業性別在技能與態度分布圖 

由圖 4-2 可知，在設計裝潢業中，年齡在技能與態度之自評自評結果

大多是無顯著差異。 

圖 4-2 設計裝潢業年齡在技能與態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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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3 可知，在設計裝潢業中，工作類別在技能與態度之自評結果

唯有展場工務人員分數較低，其餘工作類別大多無顯著差異。 

圖 4-3 設計裝潢業工作類別在技能與態度分布圖  

由圖 4-4 可知，在設計裝潢業中，目前職位年資在技能與態度之自評

結果唯有年資 7~12 個月在技能項目中的「閱讀並解讀有關色彩理論資訊

的讀寫能力」是技能分數較低，其餘大多無顯著差異。 

圖 4-4 設計裝潢業目前職位年資在技能與態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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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5 可知，在設計裝潢業中，職級在技能與態度之自評結果有差

異，基層員工自評分數低於中階管理者與高階管理者，中階管理者低於高

階管理者。 

圖 4-5 設計裝潢業職級在技能與態度分布圖 

（二）會展活動管理業 

1.會展活動管理業問卷回收概況 

由表 4-8可得知，共回收 86份樣本，無效（填答同一答案）5 份，有

效問卷 81份，有效率 94.19%。 

表 4-8 會展活動管理業總樣本數、有效樣本、無效樣本之數量 

類別 數量 

總回收樣本 86 

有效樣本 81 

無效樣本 5 

2.基本資料統計結果 

由表 4-9 可得知，此次問卷受測者以女性居多，為 52 人（64.2%），

男性則是 29人次（35.4%）。 

表 4-9 會展活動管理業性別次數分析結果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29 35.4 

女性 52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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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0可得知，此次問卷受測者年齡大多以 26~30歲（26人，31.7%）

居多，其次為 25歲以下（17人，20.7%）以及 41歲以上（16人，19.8%）。 

表 4-10 會展活動管理業年齡次數分析結果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25歲以下 17 20.7 

26~30歲 26 31.7 

31~35歲 10 12.2 

36~40歲 12 14.6 

41歲以上 16 19.8 

由表 4-11 可得知，此次問卷受測者擔任工作類別次數以其他類別居

多，為 38人（46.3%），而活動專案經理類別與活動專案人員類別次數差

距不遠。 

表 4-11 會展活動管理業擔任工作類別次數分析結果 

擔任工作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活動專案經理 20 24.7 

活動專案人員 23 28.0 

其他 38 46.3 

由表 4-12 可得知，此次問卷受測者目前職位年資 3 年以上之員工最

多，共 42人（51.9%），其餘選項少數。 

表 4-12 會展活動管理業目前職位年資次數分析結果 

目前職位年資 人數 百分比 

0~6個月 11 13.4 

7~12個月 7 8.5 

1~2年 13 15.9 

2~3年 8 9.8 

3年以上 42 51.9 

由表 4-13 可得知，此次問卷受測者職級以基層員工為居多，為 42 人

（51.2%），其次為中階管理者（28人，34.1%）。 

表 4-13 會展活動管理業職級次數分析結果 

職級 人數 百分比 

基層員工 42 51.2 

中階管理者 28 34.1 

高階管理者 11 13.6 

3.基本資料在技能與態度統計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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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6 可知，會展活動管理業中，男生與女性員工在技能與態度之

自評結果大多是無差異的。 

圖 4-6 會展活動管理業性別在技能與態度分布圖 

由圖 4-7 可知，在會展活動管理業中，年齡在技能與態度之自評結果

是無差異的。 

圖 4-7 會展活動管理業年齡在技能與態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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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8 可知，在會展活動管理業中，工作類別在技能與態度之自評

結果，活動專案經理分數普遍較高。 

圖 4-8 會展活動管理業工作類別在技能與態度分布圖 

由圖 4-9 可知，在會展活動管理業中，目前職位年資在技能與態度之

自評結果是無差異的。 

圖 4-9 會展活動管理業目前職位年資在技能與態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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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10可知，在會展活動管理業中，職級在技能與態度之自評結果

有差異，基層員工自評分數低於中階管理者與高階管理者，中階管理者低

於高階管理者。 

圖 4-10 會展活動管理業產業職級在技能與態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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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能基準更新 

透過主管訪談與員工的問卷調查，以及人力銀行的實際職缺招募條件，重新對設計裝潢業與會展活動管理業的職能基準加以

更新。本研究共更新五項職務之職能基準，分別說明如下： 

（一）設計裝潢業 

1.展場設計師 

本研究經職能分析流程，定義出場展場設計師的工作內容為：與展場會場設計業務溝通，與協調客戶裝潢需求、

展場以及工程結構，以進行設計與完稿。並確認展場設計師所需的入門水準為 5級，以及將展場設計師的工作職責區

分為 6項，分別是：探索色彩的使用、探索並應用 3D形式的創意設計流程、製作視覺插圖、發展視覺概念、設計並

製作 2D 平面與 3D 配置以及設計調整。並以此 6 項工作職責為基礎，發展出 16 項工作任務。110 年度更新說明如

下，詳細更新後之職能基準資料請參閱附錄三。 

說明 

110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BAS3439-002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展場設計師 

所屬類別 

職類別 企業經營管理 職類別代碼 BAS 

職務別 其他藝術及文化有關助理專業人員 職務別代碼 3439 

行業別 支援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N8202 

工作描述 與展場會場設計業務溝通，與協調客戶裝潢需求、展場以及工程結構，以進行設計與完稿。 

基準級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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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BAS3439-002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展場設計師 

所屬類別 

職類別 企業經營管理 職類別代碼 BAS 

職務別 其他藝術及文化有關助理專業人員 職務別代碼 3439 

行業別 支援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N8202 

工作描述 與展場會場設計業務溝通與協調客戶在裝潢之需求，以進行設計與完稿。 

基準級別 3 

修正內容 

1.關於工作描述方面，依據訪談者工作經驗，增加「展場以及工程結構」之描述。 

2.展場設計師需在複雜變動的情況中，自主完成工作，依據訪談者建議將基準級別由 3級提升至 5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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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1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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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色彩的

使用 

T1.1 獲得色彩與

色彩理論的資訊 
 

P1.1.1 確認並取得色彩與色彩

理論的資訊來源 

P1.1.2 評估並整理資訊，以建立

色彩及其應用在不同脈絡的知

識 

P1.1.3 參考現在流行元素 

5 

K01色彩屬性與色彩關係 

K02 不同色彩理論及不同情

境應用 

K03 色彩的情緒、文化與情

境面向 

K04 有關色彩使用的解釋和

選擇 

K05 試驗色彩所需的材質、

工具和設備 

K06其他業者使用色彩的方式 

K07具尺寸測量概念，讓 3D

設計圖與現場施工精準符合 

S01 閱讀並解讀有關色彩理

論資訊的讀寫能力 

S02 計算不同色彩數量與比

例的計算能力 

S03 進行不同色彩搭配和不

同元素搭配調整的視覺能力 

T1.2 實驗色彩  

P1.2.1 藉由實驗法測試各種色

彩與色彩組合 

P1.2.2 使用自己的想法作為測

試、挑戰或確認色彩理論的方法 

P1.2.3 在色彩實驗過程中，確保

材質、工具和設備的安全使用 

T1.3 藉由色彩的

使用， 傳達概念與

想法 

O1.3.1 色

彩使用範

例簡報資

P1.3.1 使用顏色來傳達特定想

法或概念 

P1.3.2 選擇有關想法或概念的

材質、工具和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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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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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庫 P1.3.3 以色彩知識與色彩理論，

應用色彩傳達概念或想法的方

式 

P1.3.4 評量並反映色彩的使用

及其傳達的內容 

P1.3.5 尋求並取得有關色彩使

用方式及概念傳達的成效回饋 

P1.3.6 考量專業簡報方法並儲存

工作範例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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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色彩的

使用 

T1.1 獲得色彩與

色彩理論的資訊 
 

P1.1.1 確認並取得色彩與色彩理

論的資訊來源 

P1.1.2 評估並整理資訊，以建立

色彩及其應用在不同脈絡的知識 

P1.1.3 參考現在流行元素 

4 

K01色彩屬性與色彩關係 

K02 不同色彩理論及不同情

境應用 

K03 色彩的情緒、文化與情

S01 閱讀並解讀有關色彩理

論資訊的讀寫能力 

S02 計算不同色彩數量與比

例的計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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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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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2 實驗色彩  

P1.2.1 藉由實驗法測試各種色彩

與色彩組合 

P1.2.2 使用自己的想法作為測

試、挑戰或確認色彩理論的方法 

P1.2.3 在色彩實驗過程中，確保

材質、工具和設備的安全使用 

境面向 

K04 有關色彩使用的解釋和

選擇 

K05 試驗色彩所需的材質、

工具和設備 

K06其他業者使用色彩的方式 

K07具尺寸測量概念，讓 3D

設計圖與現場施工精準符合 

S03 進行不同色彩搭配和不

同元素搭配調整的視覺能力 

T1.3 藉由色彩的

使用， 傳達概念與

想法 

O1.3.1 色

彩使用範

例簡報資

料庫 

P1.3.1 使用顏色來傳達特定想法

或概念 

P1.3.2 選擇有關想法或概念的材

質、工具和設備 

P1.3.3 以色彩知識與色彩理論，

應用色彩傳達概念或想法的方式 

P1.3.4 評量並反映色彩的使用及

其傳達的內容 

P1.3.5 尋求並取得有關色彩使用

方式及概念傳達的成效回饋 

P1.3.6 考量專業簡報方法並儲存

工作範例 

修正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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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2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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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探索並應用

3D 形式的創意

設計流程 

T2.1 取得 3D 設

計資訊 
 

P2.1.1 確認並取得  3D 設計相

關的資訊來源 

P2.1.2 評估並整理資訊，以建立 

3D設計知識 

5 

K07具尺寸測量概念，讓 3D

設計圖與現場施工精準符合 

K08 智慧財產相關議題與勞

安法規對設計面向的影響 

K09設計流程的創意思維技巧 

K10 應用於 3D 形式的設計

元素與原則 

K11 設計 3D 形式所需的材

質、工具與設備 

K12 對於概念與設計流程的

選擇與解讀 

K13 3D 設計的挑戰與議題 

K14具搭建材質的概念 

K15色彩敏感度 

K16設計元素和原則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5 理解與閱讀能力 

S06 3D視覺設計運用能力 

T2.2 探索 3D 創

意設計流程 
 

P2.2.1 運用創意思考技巧產生想

法 

P2.2.2 運用實驗以探索不同的想

法 

P2.2.3 挑戰假設、反映想法並精

進方法 

P2.2.4 有意識地改變觀點，並以

新方式評估想法與狀況 

T2.3 藉由 3D 設

計流程之運用，傳

達概念或想法 

O2.3.1 運

用 3D設計

概念的溝

通 

P2.3.1 研究並反映如何以  3D 

形式傳達特定概念或想法 

P2.3.2 選擇有關的材質、工具和

設備，以實現概念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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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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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3.3 運用創意設計流程，產製

一系列 3D 概念 

P2.3.4 檢視以設計流程傳達概念

的成效 

P2.3.5 尋求並取得有關  3D 形

式及其在傳達概念的回饋想法 

P2.3.6 簡報並儲存概念的實現或

範例 

K17會展裝潢趨勢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K32力學結構安全原則 

K33人體工學基礎概念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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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探索並應用

3D 形式的創意

設計流程 

T2.1 取得 3D 設

計資訊 
 

P2.1.1 確認並取得  3D 設計相

關的資訊來源 

P2.1.2 評估並整理資訊，以建立 

3D設計知識 

3 

K07具尺寸測量概念，讓 3D

設計圖與現場施工精準符

合 

K08 智慧財產相關議題與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5 理解與閱讀能力 

S06 3D視覺設計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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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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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2 探索 3D 創

意設計流程 
 

P2.2.1 運用創意思考技巧產生想

法 

P2.2.2 運用實驗以探索不同的想

法 

P2.2.3 挑戰假設、反映想法並精

進方法 

P2.2.4 有意識地改變觀點，並以

新方式評估想法與狀況 

勞安法規對設計面向的影

響 

K09 設計流程的創意思維技

巧 

K10 應用於 3D 形式的設

計元素與原則 

K11設計 3D形式所需的材

質、工具與設備 

K12 對於概念與設計流程

的選擇與解讀 

K13 3D 設計的挑戰與議題 

K14具搭建材質的概念 

K15色彩敏感度 

K16設計元素和原則 

K17展會裝潢趨勢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T2.3 藉由 3D 設

計流程之運用，傳

達概念或想法 

O2.3.1 運

用 3D設計

概念的溝

通 

P2.3.1 研究並反映如何以  3D 

形式傳達特定概念或想法 

P2.3.2 選擇有關的材質、工具和

設備，以實現概念或想法 

P2.3.3 運用創意設計流程，產製

一系列 3D 概念 

P2.3.4 檢視以設計流程傳達概念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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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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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3.5 尋求並取得有關  3D 形

式及其在傳達概念的回饋想法 

P2.3.6 簡報並儲存概念的實現或

範例 

K32力學結構安全原則 

K33人體工學基礎概念 

修正內容 

1.錯別字修正，將「K17展會裝潢趨勢」修正為「K17會展裝潢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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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3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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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製作視覺插

圖 

T3.1 製作場地插

圖 

O3.1.1 場

地視覺插

圖草稿 

P3.1.1 使用插圖技術及相關設

備材料，準確描述所觀察的場地 

P3.1.2 應用陰影、色調比例、外

形、線條變化、留白平衡空間以

描述產品 

P3.1.3 正確反映出場地裝潢的色

彩與成品 

P3.1.4 以正確的比例和顧客之

規格來描繪產品 

5 

K16設計元素和原則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業務能力） 

K19 有關視覺陳列的相關法

規 

K20 視覺陳列的色彩心理

學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T3.2 製作物件及

其內部的圖形 

O3.2.1 場

地內部草

圖 

P3.2.1 在素描插圖使用準確的

比例觀察 

P3.2.2 以透視法繪製物件及內

部草圖 

P3.2.3 展現素描插圖有效的色

調對比、色彩和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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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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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3 製作內部及

外觀的配色設計 

O3.3.1 設

計成本預

算表 

O3.3.2 場

地外觀樣

板（包含配

色、紋理） 

P3.3.1 製作樣板以確保外觀設

計配色和紋理，符合企業的形

象、目標市場和促銷主題 

P3.3.2 以準確規格和色調渲染

來製作場 

地裝潢的色彩概念，以達到客戶

要求 

T3.4 為宣傳製作

配色設計 

O3.4.1 視

覺識別設

計草圖 

P3.4.1 製作配色設計，以滿足特

定的視覺陳列的宣傳主題 

P3.4.2 為宣傳的視覺識別設計

草圖，以反映所需的設計元素 

P3.4.3 使用色彩視覺草圖以展

示配色設計如何在現場出現 

T3.5 製作快速草

圖 

O.3.5.1 視

覺快速草

圖 

P3.5.1 使用各種方法、技巧和效

果以描述固定裝置、產品展示和

顯示點 

P3.5.2 製作適合產業表現的草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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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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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製作視覺插

圖 

T3.1 製作場地插

圖 

O3.1.1 場

地視覺插

圖草稿 

P3.1.1 使用插圖技術及相關設

備材料，準確描述所觀察的場地 

P3.1.2 應用陰影、色調比例、外

形、線條變化、留白平衡空間以

描述產品 

P3.1.3 正確反映出場地裝潢的色

彩與成品 

P3.1.4 以正確的比例和顧客之

規格來描繪產品 
3 

K16設計元素和原則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19 有關視覺陳列的相關法

規 

K20 視覺陳列的色彩心理

學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T3.2 製作物件及

其內部的圖形 

O3.2.1 場

地內部草

圖 

P3.2.1 在素描插圖使用準確的

比例觀察 

P3.2.2 以透視法繪製物件及內

部草圖 

P3.2.3 展現素描插圖有效的色

調對比、色彩和平面 

T3.3 製作內部及

外觀的配色設計 

O3.3.1 設

計成本預

P3.3.1 製作樣板以確保外觀設

計配色和紋理，符合企業的形

象、目標市場和促銷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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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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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表 

O3.3.2 場

地外觀樣

板（包含

配色、紋

理） 

P3.3.2 以準確規格和色調渲染

來製作場 

地裝潢的色彩概念，以達到客戶

要求 

T3.4 為宣傳製作

配色設計 

O3.4.1 視

覺識別設

計草圖 

P3.4.1 製作配色設計，以滿足特

定的視覺陳列的宣傳主題 

P3.4.2 為宣傳的視覺識別設計

草圖，以反映所需的設計元素 

P3.4.3 使用色彩視覺草圖以展

示配色設計如何在現場出現 

T3.5 製作快速草

圖 

O.3.5.1 視

覺快速草

圖 

P3.5.1 使用各種方法、技巧和效

果以描述固定裝置、產品展示和

顯示點 

P3.5.2 製作適合產業表現的草

圖 

修正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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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4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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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發展視覺概

念 

T4.1 研究並製作

多種描繪成品 

O4.1.1 視

覺設計提

案草圖 

P4.1.1 選擇適合的描繪素材和

媒介以描述客戶所要求之形象 

P4.1.2 製造與專案規格相關塑

料、木料、玻璃、織品和石材的

模擬繪圖 

5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1 視覺概念表現的產業

標準 

K22描繪素材和媒介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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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發展視覺概

念 

T4.1 研究並製作

多種描繪成品 

O4.1.1 視

覺設計提

案草圖 

P4.1.1 選擇適合的描繪素材和

媒介以描述客戶所要求之形象 

P4.1.2 製造與專案規格相關塑

料、木料、玻璃、織品和石材的

模擬繪圖 

2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1 視覺概念表現的產業

標準 

K22描繪素材和媒介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修正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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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5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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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 設計並製作

2D 平面與 3D 

配置 

T5.1 製作 2D 平

面配置 

O5.1.1 2D

平面配置

圖 

P5.1.1 根據客戶要求，分析並確

認規劃，要有順序條理的進行簡

報 

P5.1.2 設計符合比例的平面配

置，標明尺寸、動線、容量、位

置，讓客戶清楚瞭解是否符合其

需求 

P5.1.3 2D平面簡報計畫，包括配

置的分析與原理 
5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3場地架構設計功能 

K24 規劃安全的場地環境

的方法 

K25 有關設計平面配置相

關的工作守則和法律 

K26 3D設計需符合動線、

容量與安全考量 

K27光線需符合現場需求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T5.2 製作 3D 配

置 

O5.2.1 3D

配置圖 

P5.2.1 根據客戶要求，分析並確

認規劃的工作簡報 

P5.2.2 設計符合比例的平面配

置，標明構成物及與參觀者互動

方式 

P5.2.3 3D簡報計畫，包括配置的

分析與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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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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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 設計並製作

2D 平面與 3D 

配置 

T5.1 製作 2D 平

面配置 

O5.1.1 2D

平面配置

圖 

P5.1.1 根據客戶要求，分析並確

認規劃，要有順序條理的進行簡

報 

P5.1.2 設計符合比例的平面配

置，標明尺寸、動線、容量、位

置，讓客戶清楚瞭解是否符合其

需求 

P5.1.3 2D平面簡報計畫，包括配

置的分析與原理 
3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3場地架構設計功能 

K24 規劃安全的場地環境

的方法 

K2 有關設計平面配置相關

的工作守則和法律 

K26 3D 設計需符合動線、

容量與安全考量 

K27光線需符合現場需求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T5.2 製作 3D 配

置 

O5.2.1 3D

配置圖 

P5.2.1 根據客戶要求，分析並確

認規劃的工作簡報 

P5.2.2 設計符合比例的平面配

置，標明構成物及與參觀者互動

方式 

P5.2.3 3D簡報計畫，包括配置的

分析與原理 

修正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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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6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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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設計調整 

T6.1 調整 2D 平

面配置 

O6.1.1 2D

平面配置

調整圖 

P6.1.1 根據客戶調整意見，進行

2D平面配置圖調整 

5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8表達技巧 

K29空間概念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S11 正確傾聽能力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13 表達說服能力 

T6.2 調整 3D 配

置 

O6.2.1 3D

配置調整

圖 

P6.2.1 根據客戶調整意見，進行

3D配置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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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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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 設計調整 

T6.1 調整 2D 平

面配置 

O6.1.1 2D

平面配置

調整圖 

P6.1.1 根據客戶調整意見，進行

2D平面配置圖調整 

3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8表達技巧 

K29空間概念 

K30顧客關係管理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S11 正確傾聽能力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13 表達說服能力 

T6.2 調整 3D 配

置 

O6.2.1 3D

配置調整

圖 

P6.2.1 根據客戶調整意見，進行

3D配置圖調整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K30顧客關係管理」屬於業務工作，非設計施工作，刪除之。 

 

態度 

110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1工作熱忱 

A02理解顧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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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3自我管理 

A04謹慎細心 

A05追求卓越 

A06危機處理 

A07好奇開放 

A08壓力容忍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0正向積極誠信負責 

A11風險管理意識 

 

107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1工作熱忱 

A02自我意識低才能符合/理解客戶需求 

A03自我管理 

A04謹慎細心 

A05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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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6能應對不明狀況 

A07好奇開放 

A08壓力容忍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0正向積極誠信負責 

A11風險安全意識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1.將「A02自我意識低才能符合/理解客戶需求」修正為「A02理解顧客需求」。 

2.將「A06能應對不明」狀況修正為「A06危機處理」。 

3.將「A11風險安全意識」修正為「A11風險管理意識」。 

 

說明與補充事項 

110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畢業科系：美工設計、室內設計 

工作經歷：有作品集、具美感與藝術性、3年以上設計工作經驗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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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語文能力：具備英語溝通能力(特別是國際展覽)，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3D MAX繪圖技巧、室內設計、AutoCAD、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證照，動畫軟體 

其他要求：無 

 

107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畢業科系：工業設計、美工設計、室內設計 

工作經歷：有作品集、具美感與藝術性、1年以上實習或工作經驗優先錄取 

語文能力：具備簡單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3D MAX繪圖技巧、室內設計、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或甲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法定資格之證照在錄取後

公司排考、AutoCAD、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證照） 

其他要求：無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經驗，修正如下：  

1.畢業科系：較少設計師工業設計畢業，因此刪除「工業設計」之說明。 

2.設計師非常重視實務經驗，修正文字說明。 

3.證照或能力要求：將「具備簡單的英語溝通能力」修正為「具備英語溝通能力(特別是國際展覽) 」，增加動畫軟體，刪除乙級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員或甲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法定資格之證照在錄取後公司排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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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場會場設計業務 

本研究經職能分析流程，定義出展場會場設計業務的工作內容為：負責開發新客戶與維護舊客戶，與客戶接洽展

場會場設計業務，協助客戶與設計師、工務人員溝通協調，以滿足客戶展場會場設計需求，並於展場施工及客戶進場

期間確認符合客戶需求。並確認展場會場設計業務所需的入門水準為 4級，以及將展場會場設計業務的工作職責區分

為 5 項，分別是：客戶聯繫、場地場勘、場地設計報價與簽約、現場施工協助以及結案。並以此 5 項工作職責為基

礎，發展出 18項工作任務。110年度更新說明如下，詳細更新後之職能基準資料請參閱附錄三。 

說明 

110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BAS3332-003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展場會場設計業務 

所屬類別 

職類別 企業經營管理 職類別代碼 BAS 

職務別 會議及活動規劃人員 職務別代碼 3332 

行業別 支援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N8202 

工作描述 
負責開發新客戶與維護舊客戶，與客戶接洽展場會場設計業務，協助客戶與設計師、工務人員溝通協調，以滿

足客戶展場會場設計需求，並於展場施工及客戶進場期間確認符合客戶需求。 

基準級別 4 

107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BAS3332-003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展場會場設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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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類別 

職類別 企業經營管理 職類別代碼 BAS 

職務別 會議及活動規劃人員 職務別代碼 3332 

行業別 支援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N8202 

工作描述 
負責開發新客戶與維護舊客戶，與客戶接洽展場會場設計業務，協助客戶與設計師、工務人員溝通協調，以滿

足客戶展場會場設計需求，並於展場施工及客戶進場期間確認符合客戶需求。 

基準級別 4 

修正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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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1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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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聯繫 

T1.1 開發新客戶 

O1.1.1 新

客戶拜訪

紀錄表 

P1.1.1 主動打電話進行陌生客

戶開發，並詢問是否有展場會場

設計需求 

P1.1.2 開發新客戶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4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電腦輔助設計）概

念 

K28 表達技巧 

K35 業務開發技巧 

K36 市場敏感度 

K15 色彩敏感度 

K29 空間概念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37 銷售技巧 

K38 業務邏輯性 

K46 品牌企劃概念 

K14 具搭建材質的概念 

S14 溝通 

S11 正確傾聽能力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13 表達說服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15 業務拓展與客戶開發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6 人脈建立 

T1.2 維繫舊客戶

關係 

O1.2.1 舊

客戶拜訪

紀錄表 

P1.2.1 定期拜訪舊客戶 

P1.2.2 記錄客戶的特殊需求 

T1.3 設計提案或

比稿 

O.1.3.1 提

案建議書 

P1.3.1 與客戶協商條款和預算

限制 

P1.3.2 與平面、3D 設計師溝通

依客戶需求，將 2D 設計圖合成

為 3D 設計圖 

P1.3.3 依據客戶需求進行設計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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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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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聯繫 

T1.1 開發新客戶 
O1.1.1 新客

戶拜訪紀錄表 

P1.1.1 主動打電話進行陌生

客戶拜訪，並詢問是否有展場

會場設計需求 

P1.1.2 拜訪開發新客戶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4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電腦輔助設計）概

念 

K28 表達技巧 

K35 業務開發技巧 

K36 市場敏感度 

K15 色彩敏感度 

K29 空間概念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37 銷售技巧 

K38 業務邏輯性 

K46 品牌企劃概念 

K14 具搭建材質的概念 

S14 溝通 

S11 正確傾聽能力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13 表達說服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15 業務拓展與客戶開發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6 人脈建立 

T1.2 維繫舊客戶

關係 

O1.2.1 舊客

戶拜訪紀錄表 

P1.2.1 定期拜訪舊客戶 

P1.2.2 記錄客戶的特殊需求 

T1.3 設計提案或

比稿 

O.1.3.1 提案

建議書 

P1.3.1 與客戶協商條款和預

算限制 

P1.3.2 與平面、3D 設計師溝

通依客戶需求，將 2D 設計

圖合成為 3D 設計圖 

P1.3.3 依據客戶需求進行設

計提案 

修正內容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委員意見，修正如下： 

1.將「P1.1.1 主動打電話進行陌生客戶拜訪，並詢問是否有展場會場設計需求」修正為「P1.1.1 主動打電話進行陌生客戶開發，並詢問是否有展場會場

設計需求」。 

2.將「P1.1.2」拜訪開發新客戶”修正為「P1.1.2 開發新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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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2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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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場地場勘 

T2.1 場地測量 
O2.1.1 場地

照片 
P2.1.1 到展場會場進行拍照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8 表達技巧 

K29 空間概念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39 攝影技巧 

K40整合技巧 

K47 消防安全法規 

K48 大會規範 

S14 溝通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23 整合能力 

S24 詞彙編撰能力 

S30 創新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31 理解能力 

T2.2 整體場地規

劃與場勘 

O2.2.1 場地

平面圖 
P2.3.1 瞭解場地空間配置 

T2.3 場地使用規

範確認 

O2.3.1 場地

指引規範 

P2.4.1 提供指引規範，協助廠

商場地規劃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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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場地場勘 T2.1 場地測量 
O2.1.1 場地

照片 
P2.1.1 到展場會場進行拍照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8 表達技巧 

S14 溝通 

S07 有效連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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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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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2 整體場地規

劃與場勘 

O2.2.1 場地

平面圖 
P2.2.1 瞭解場地空間配置 

K29 空間概念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39 攝影技巧 

K40整合技巧 

K47 消防安全法規 

K48 大會規範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23 整合能力 

S24 詞彙編撰能力 

S30 創新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31 理解能力 

T2.3 進出場確認 
O2.3.1 場地

指引規範 

P2.3.1 提供指引規範，協助廠

商場地規劃 

修正內容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將「T2.3 進出場確認」修正為「T2.3 場地使用規範確認」。 

  



 

62 

工作職責 3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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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場地設計報

價與簽約 

T3.1 報價 
O3.1.1 報價

單 

P3.1.1 提供客戶場地設計

報價單 

P3.1.2 符合客戶預算需求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41 專案管理 

K42 談判技巧與協商策略 

K43 商業套裝軟體技巧 

K44 簡報表達技巧 

K31 成本與利潤概念 

K49 法律常識 

S14 溝通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10 資訊科技能力 

S17 合作協調 

S18 時間管理 

S05 理解與閱讀能力 

S24 詞彙編撰能力 

T3.2 簽訂合約 
O3.2.1 合約

書 

P3.2.1 與客戶確認需求與

價格（審圖） 

P3.2.2 進行簽約 

T3.3 預收訂金 
O3.3.1 合法

憑證 

P3.3.1 完成簽約手續後，預

收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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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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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場地設計報

價與簽約 

T3.1 報價 
O3.1.1 報價

單 

P3.1.1 提供客戶場地設計

報價單 

P3.1.2 符合客戶預算需求 

3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41 專案管理 

K42 談判技巧與協商策略 

K43 商業套裝軟體技巧 

K44 簡報表達技巧 

K31 成本與利潤概念 

K49 法律常識 

S S14 溝通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10 資訊科技能力 

S17 合作協調 

S18 時間管理 

S05 理解與閱讀能力 

S24 詞彙編撰能力 

T3.2 簽訂合約 
O3.2.1 合約

書 

P3.2.1 與客戶確認需求與

價格（審圖） 

P3.2.2 進行簽約 

T3.3 預收訂金 
O3.3.1 合法

憑證 

P3.3.1 完成簽約手續後，預

收訂金 

修正內容 

無。 

  



 

64 

工作職責 4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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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現場施工協

助 

T4.1 確認客戶需

求內容是否落實 

O4.1.1 客戶需

求紀錄表 

O4.1.2 缺失檢

討表 

P4.1.1 於現場協助客戶確

認於洽談時所提出的需

求，工務人員是否正確施

工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45 安全意識 

S14 溝通 

S08 顧客導向 

S17 合作協調 

S19 問題分析 

S20 問題解決 

S21 組織規劃能力 

S22 緊急應變能力 

T4.2 提供現場支

援 

O4.2.1 追加變

更需求紀錄表 

P4.2.1 協助工務人員滿足

客戶臨時需求 

T4.3 進度回報 
O4.3.1 進度回

報表 
P4.3.1 填寫現場施工進度 

T4.4 驗收 O4.4.1 驗收單 
P4.4.1 告知客戶施工完

成，並配合客戶進行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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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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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現場施工協

助 

T4.1 確認客戶需

求內容是否落實 

O4.1.1 客戶需

求紀錄表 

O4.1.2 缺失檢

討表 

O4.1.3 未來合

作計畫 

P4.1.1 於現場協助客戶確

認於洽談時所提出的需

求，工務人員是否正確施

工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45 安全意識 

S14 溝通 

S08 顧客導向 

S17 合作協調 

S19 問題分析 

S20 問題解決 

S21 組織規劃能力 

S22 緊急應變能力 

T4.2 提供現場支

援 

O4.2.1 追加變

更需求紀錄表 

P4.2.1 協助工務人員滿足

客戶臨時需求 

T4.3 進度回報 
O4.3.1 進度回

報表 
P4.3.1 填寫現場施工進度 

T4.4 驗收 O4.4.1 驗收單 
P4.4.1 告知客戶施工完

成，並配合客戶進行驗收 

修正內容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將「O4.1.3未來合作計畫」移至「T5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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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5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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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結案 

T5.1 滿意度調查 

O5.1.1 滿意度

調查記錄 

O5.1.2 未來合

作計畫 

P5.1.1 客戶使用後，須詢

問對設計、施工的滿意度 

P.5.1.2 詢問客戶未來合作

規劃 

4 K43 商業套裝軟體技巧 
S10 資訊科技能力 

S24 詞彙編撰能力 
T5.2 文件紀錄 

O5.2.1 結案報

告 

O5.2.2 缺失調

查表 

P5.2.1 將客戶往來之文件

進行歸檔保存 

P5.2.2 針對設計、施工缺

失之調查 

T5.3 履行合約付

款 

O5.3.1 合法憑

證 

P5.3.1 協助客戶完成合約

款項付清 

T5.4 客戶安撫 
O5.4.1 客戶安

撫紀錄 

P5.4.1 客戶對於設計或施

工不滿意部份予以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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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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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結案 

T5.1 滿意度調查 
O5.1.1 滿意度

調查記錄 

P5.1.1 客戶使用後，須詢

問對設計、施工的滿意度 

3 K43 商業套裝軟體技巧 
S10 資訊科技能力 

S24 詞彙編撰能力 

T5.2 文件紀錄 

O5.2.1 結案報

告 

O5.2.2 缺失調

查表 

P5.2.1 將客戶往來之文

件進行歸檔保存 

P5.2.2 針對設計、施工缺

失之調查 

T5.3 履行合約付

款 

O5.3.1 合法憑

證 

P5.3.1 協助客戶完成合

約款項付清 

T5.4 客戶安撫 
O5.4.1 客戶安

撫紀錄 

P5.4.1 客戶對於設計或

施工不滿意部份予以安

撫 

修正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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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 

110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12 對會展產業具有熱忱 

A13 正直誠實 

A03 自我管理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4 高 EQ 

A08 壓力容忍 

A15 自我提升 

A16 活潑外向 

A17 主動積極 

A06 危機處理 

A18 喜歡溝通 

A11 風險管理意識 

A19 企圖心 

A20 績效導向 

A21 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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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12 對會展產業具有熱忱 

A13 正直誠實 

A03 自我管理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4 高 EQ 

A08 壓力容忍 

A15 自我提升 

A16 活潑外向 

A17 主動積極 

A06 能應對不明狀況 

A18 喜歡溝通 

A11 風險安全意識 

A19企圖心 

A20 績效導向 

A21 專案管理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1.將「A06能應對不明狀況」修正為「A06危機處理」。 

2.將「A11風險安全意識」修正為「A11風險管理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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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與補充事項 

110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畢業科系：室內設計等相關設計科系、藝術相關、經營管理、企業管理、國際商務 

工作經歷：2 年以上 

語文能力：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能夠熟練 Microsoft 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CAD 繪圖技巧、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乙級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員或甲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法定資格之證照在錄取後公司排考 

其他要求：無 

 

107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畢業科系：室內設計等相關設計科系、藝術相關、經營管理、企業管理、國際商務、外交系 

工作經歷：2 年以上 

語文能力：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多益 650~800 分），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能夠熟練 Microsoft 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CAD 繪圖技巧、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乙級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員或甲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法定資格之證照在錄取後公司排考 

其他要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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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修正內容 

1.依據訪談者建議，較少員工來自外交系畢業，因此畢業科系，刪除「外交系」等說明。 

2.依據訪談者建議，展場會場設計業務重視外語溝通能力，而非語言證照分數，因此刪除「多益 650~800 分」之說明。 

3.展場工務人員 

本研究經職能分析流程，定義出展場工務人員的工作內容為：依據設計師所提供之設計完稿及施工圖，整合施工

廠商，進行展場會場裝潢之監工。並確認展場工務人員所需的入門水準為 4級，以及將展場工務人員的工作職責區分

為 3項，分別是：承包商管理、工程設備採購管理、以及工程監工。並以此 3項工作職責為基礎，發展出 9項工作任

務。110年度更新說明如下，詳細更新後之職能基準資料請參閱附錄三。 

說明 

110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BAS3439-001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展場工務人員 

所屬類別 

職類別 企業經營管理 職類別代碼 BAS 

職務別 其他藝術及文化有關助理專業人員 職務別代碼 3439 

行業別 支援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N8202 

工作描述 依據設計師所提供之設計完稿及施工圖，整合施工廠商，進行展場會場裝潢之監工。 

基準級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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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BAS3439-001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展場工務人員 

所屬類別 

職類別 企業經營管理 職類別代碼 BAS 

職務別 其他藝術及文化有關助理專業人員 職務別代碼 3439 

行業別 支援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N8202 

工作描述 依據設計師所提供之設計完稿及施工圖，整合施工廠商，進行展場會場裝潢之施工。 

基準級別 3 

修正內容 

1.依據訪談者工作經驗，將「施工」修正為「監工」。因此，工作描述修正為：依據設計師所提供之設計完稿及施工圖，整合施工廠

商，進行展場會場裝潢之監工。 

2.依據訪談者工作經驗，展場工務人員需在複雜變動的情況中，自主完成工作，依據訪談者建議將基準級別由 3級提升至 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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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1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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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商管理 

T1.1 招標 O1.1.1 招標書 
P1.1.1 針對設備需求，對

外進行招標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工程領域相關專業知識 

K51 成本控制 

K52 工程進度管理 

K53 品質管理 

K54 安全管理 

K55 風險與穩健管理（指供

應商評鑑） 

S14 溝通 

S21 組織規劃能力 

S25 品質導向 

S26 成果導向 

T1.2 與外包商簽

約 

O1.2.1 合約書 

O1.2.2 發包結

構圖紙 

P1.2.1 與設備外包商協

調，確認提供之服務、設

備內容與價格 

P1.2.2 簽訂合約 

P1.2.3 考量結構安全 

T1.3 管理外包廠

商 

O1.3.1 施工紀

錄 

P1.3.1 帶領外包廠商進

行場地之搭建與施工 

P1.3.2 進行外包商之間

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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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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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管理 

T1.1 招標 O1.1.1 招標書 
P1.1.1 針對設備需求，對

外進行招標 

3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工程領域相關專業知識 

K51 成本控制 

K52 工程進度管理 

K53 品質管理 

K54 安全管理 

K55 風險與穩健管理（指供

應商評鑑） 

S14 溝通 

S21 組織規劃能力 

S25 品質導向 

S26 成果導向 

T1.2 與外包商簽

約 

O1.2.1 合約書 

O1.2.2 發包結

構圖紙 

P1.2.1 與設備外包商協

調，確認提供之服務、設

備內容與價格 

P1.2.2 簽訂合約 

P1.2.3 考量結構安全 

T1.3 管理外包廠

商 

O1.3.1 施工紀

錄 

P1.3.1 帶領外包廠商進

行場地之搭建與施工 

P1.3.2 進行外包商之間

的溝通 

修正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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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2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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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工程設備

採購管理 

T2.1 採購規劃 
O2.1.1 採購建

議表 

P2.1.1 瞭解未來產業發

展趨勢，以提出後續設備

需求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工程領域相關專業知識 

K42 談判技巧與協商策略 

S21 組織規劃能力 

S27 分析推理能力 

S28 創新能力 
T2.2 設備採購 

O2.2.1 採購設

備需求提案 

P2.2.1 針對場地施工所

需，提出定期採購需求建

議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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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工程設備

採購管理 

T2.1 採購規劃 
O2.1.1 採購建

議表 

P2.1.1 瞭解未來產業發

展趨勢，以提出後續設備

需求 
3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工程領域相關專業知識 

K42 談判技巧與協商策略 

S21 組織規劃能力 

S27 分析推理能力 

S28 創新能力 

T2.2 設備採購 
O2.2.1 採購設

備需求提案 

P2.2.1 針對場地施工所

需，提出定期採購需求建

議 

修正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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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3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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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工程監工 

T3.1 確認客戶需

求 

O3.1.1 客戶需

求表 

P3.1.1 了解客戶對場地

裝潢的需求，並提出專業

建議 

P3.1.2 解決工程技術問

題，以滿足客戶需求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工程領域相關專業知識 

K51 成本控制 

K52 工程進度管理 

K53 品質管理 

K54 安全管理 

S14 溝通 

S25 品質導向 

S19 問題分析 

S20 問題解決 

S29 安全意識 

S08 顧客導向 

T3.2 監督協力廠

商 

O3.2.1 工作分

配表 

O3.2.2 物件清

單 

P3.2.1 監督協力廠商（如

水、電、地毯、大圖輸出

等）分工 

T3.3 施工時間管

理 

O3.3.1 施工時

間表 

P3.3.1 監督外包商於規定

期間內完成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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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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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1 確認客戶需

求 

O3.1.1 客戶需

求表 

P3.1.1 了解客戶對場地

裝潢的需求，並提出專業

建議 

P3.1.2 解決工程技術問

題，以滿足客戶需求 

3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工程領域相關專業知識 

K51 成本控制 

K52 工程進度管理 

K53 品質管理 

K54 安全管理 

S14 溝通 

S25 品質導向 

S19 問題分析 

S20 問題解決 

S29 安全意識 

S08 顧客導向 

T3.2 監督協力廠

商 

O3.2.1 工作分

配表 

O3.2.2 物件清

單 

P3.2.1 監督協力廠商（如

水、電、地毯、大圖輸出

等）分工 

T3.3 現場施工 
O3.3.1 問題排

除紀錄 

P3.3.1 於施工進行前，完

成相關工程設備之架設

與組裝工作，考量安全監

工 

P3.3.2 於施工進行期間，

配合進行現場控制 

P3.3.3 排除施工現場臨時

發生的設備問題 



 

78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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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4 施工時間管

理 

O3.4.1 施工時

間表 

P3.4.1 監督外包商於規定

期間內完成施工 

修正內容 

1.依據展場工務人員之工作描述，是監工非施工，因此將 T3工作職責之「施工」二字刪除，修正為「工程監工」。 

2.依據展場工務人員之工作描述，是監工非施工，因此將工作任務「T3.3 現場施工」刪除。 

  



 

79 

工作職責 4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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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滿意度管

理 

T4.1 滿意度調查 
O4.1.1 滿意度

調查結果 

P4.1.1 詢問客戶對於場

地施工滿意情況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43 商業套裝軟體技巧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56 服務管理 

S14 溝通 

S19 問題分析 

S20 問題解決 

S08 顧客導向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32 科技運用技能 

T4.2 服務補救 
O4.2.1 服務補

救紀錄 

P4.1.2 針對客戶不滿意部

份進行服務補救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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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滿意度管

理 
T4.1 滿意度調查 

O4.1.1 滿意度

調查結果 

P4.1.1 詢問客戶對於場

地施工滿意情況 
3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43 商業套裝軟體技巧 

S14 溝通 

S19 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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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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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2 服務補救 
O4.2.1 服務補

救紀錄 

P4.1.2 針對客戶不滿意部

份進行服務補救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56 服務管理 

S20 問題解決 

S08 顧客導向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32 科技運用技能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工作經驗，此工作職責屬於業務範圍，刪除「T4滿意度管理」此工作職責。 

 

態度 

110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7 主動積極 

A13 正直誠實 

A04 謹慎細心 

A03 自我管理 

A08 壓力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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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22 負責任 

A23 正向思考 

A06 危機處理 

A24 督導糾正 

A25 準時守法 

A11 風險管理意識 

 

107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7 主動積極 

A13 正直誠實 

A04 謹慎細心 

A03 自我管理 

A08 壓力容忍 

A22 負責任 

A23 正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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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6 能應對不明狀況 

A24 督導糾正 

A25 準時守法 

A11 風險安全意識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1.將「A06能應對不明狀況」修正為「A06危機處理」。 

2.將「A11風險安全意識」修正為「A11風險管理意識」。 

 

說明與補充事項 

110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高中職以上 

畢業科系：室內設計、建築、美工設計 

工作經歷：相關工務經驗 2-3年 

語文能力：具備簡單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AutoCAD、工程管理、持有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或甲級職業安全等證照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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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其他要求：能配合展場會場施工時間，並遵守勞安相關規定 

 

107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高中職以上 

畢業科系：工業設計、室內設計、建築、美工設計、藝術相關、水電相關 

工作經歷：無或 1 年以上，公司可培訓 

語文能力：具備簡單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3D MAX 繪圖技巧、工程管理、持有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或甲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法定資格等證照優先錄

取 

其他要求：能配合展場會場施工時間，並遵守勞安相關規定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畢業科系、工作經驗以及證照或能力要求之說明： 

1.展場工務人員之畢業科系較少來自工業設計、藝術相關、水電相關等科系畢業，因此刪除之。 

2.展場工務人員非常重視工作經歷，將「無或 1 年以上，公司可培訓」修正為「相關工務經驗 2-3年」。 

3.展場工務人員較無「衛生管理師」之證照要求，因此刪除之。此外，工務人員較常使用軟體為 AutoCAD，非 3D MAX，將 3D MAX

調整為 Auto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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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展活動管理業 

1.活動專案經理 

本研究經職能分析流程，定義出活動專案經理的工作內容為：規劃與執行活動專案，並制訂相關之行銷與公關策

略，檢視活動是否達成期初設定目標，以及接洽與維繫客戶關係。並確認活動專案經理所需的入門水準為 5級，以及

將活動專案經理的工作職責區分為 8項，分別是：研究活動的趨勢與實務、發展活動概念、分析活動與建立模式、發

展活動計畫與執行、制定與執行行銷計畫、發展與執行公關策略、準備與監控預算以及團隊發展與領導。並以此 8項

工作職責為基礎，發展出 32項工作任務。110年度更新說明如下，詳細更新後之職能基準資料請參閱附錄三。 

說明 

110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KMC1222-002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活動專案經理 

所屬類別 

職類別 行銷與銷售 職類別代碼 KMC 

職務別 廣告及公關經理人員 職務別代碼 1222 

行業別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M7310 

工作描述 
規劃與執行活動專案，並制訂相關之行銷與公關策略，檢視活動是否達成期初設定目標，以及接洽與維繫客戶關

係。 

基準級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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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KMC1222-002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活動專案經理 

所屬類別 

職類別 行銷與銷售 職類別代碼 KMC 

職務別 廣告及公關經理人員 職務別代碼 1222 

行業別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M7310 

工作描述 
規劃與執行活動專案，並制訂相關之行銷與公關策略，檢視活動是否達成期初設定目標，以及接洽與維繫客戶關

係。 

基準級別 5 

修正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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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1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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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活動

的趨勢與實務 

T1.1 研究活動

的構想和管理

實務 

 

P1.1.1 評估並選擇研

究策略以研究活動的

構想與概念 

P1.1.2 判別並調查潛

在替代的資訊來源 

P1.1.3 研究全球活動

產業的歷史和發展過

程，作為工作實務的脈

絡背景 

P1.1.4 判別並調查目

前、新興和創新的構想

與管理實務 

5 

K01 活動規劃與管理的產

業趨勢 

K02 有利於活動管理和運

作的新興和創新實務作法 

K03 產生新構想和創新方

式的技術與方法 

K04 活動產業網絡和專業

發展機會 

K05 全球與我國活動產業

的演變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

和專業技能 

S03 發展與處理複雜概念、技術或

管理定位與構想的思考技能 

S04 處理複雜構想和策略管理實

務的書寫技能 

S05 學習和自我管理的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27應變能力 

 
T1.2 評估資訊

以利工作實務 

O1.2.1 我國

活動趨勢分

析報告 

P1.2.1 分析可能適合

於目前工作實務的方

法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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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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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

活動趨勢分

析報告 

P1.2.2 使用資訊以激

發對於活動管理實務

與機會的討論和批判

分析 

P1.2.3 發展來自研究

的定位和構想，並整合

至專業實務中 

T1.3 延伸活動

管理的技能與

知識 

 

P1.3.1 調查延伸與擴

展研究的方式，以支援

專業實務與自我發展 

P1.3.2 積極判別並使

用在研究中發現的機

會，以延伸並精進活動

管理的技能與知識 

P1.3.3 在活動管理的

實務上與其他專家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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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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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3.4 判別並使用實

務、回饋、討論和評估

機會，以持續改善技能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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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活動

的趨勢與實務 

T1.1 研究活動

的構想和管理實

務 

 

P1.1.1 評估並選擇研

究策略以研究活動的

構想與概念 

P1.1.2 判別並調查潛

在替代的資訊來源 

P1.1.3 研究全球活動

產業的歷史和發展過

程，作為工作實務的脈

絡背景 

4 

K01 活動規劃與管理的產

業趨勢 

K02 有利於活動管理和運

作的新興和創新實務作法 

K03 產生新構想和創新方

式的技術與方法 

K04 活動產業網絡和專業

發展機會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

和企業技能 

S03 發展複雜概念、技術或管理定

位與構想的思考技能 

S04 處理複雜構想和策略管理實

務的書寫技能 

S05 學習和自我管理的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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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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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4 判別並調查目

前、新興和創新的構想

與管理實務 

K05 全球與我國活動產業

的演變 

T1.2 評估資訊

以利工作實務 

O1.2.1 我國

活動趨勢分析

報告 

O1.2.2 國際

活動趨勢分析

報告 

P1.2.1 分析可能適合

於目前工作實務的方

法及相關資訊 

P1.2.2 使用資訊以激

發對於活動管理實務

與機會的討論和批判

分析 

P1.2.3 發展來自研究

的定位和構想，並整合

至專業實務中 

T1.3 延伸活動

管理的技能與知

識 

 

P1.3.1 調查延伸與擴

展研究的方式，以支援

專業實務與自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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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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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3.2 積極判別並使

用在研究中發現的機

會，以延伸並精進活動

管理的技能與知識 

P1.3.3 在活動管理的

實務上與其他專家合

作 

P1.3.4 判別並使用實

務、回饋、討論和評估

機會，以持續改善技能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以及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如下： 

1.將「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企業技能」修正為「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專業技能」。 

2.研究活動的趨勢與實務之工作需要能了解活動之趨勢發展與應用，因此新增「S27應變能力」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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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2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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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發展活動

概念 

T2.1 評估並調

查需求和機會 
 

P2.1.1 研究並評估既

有資訊以利新概念的

發展 

P2.1.2 藉由機會探索，

擴展新構想的潛力 

P2.1.3 評估可能影響

活動概念發展的因素 

P2.1.4 向客戶諮商，以

創新和不同的方式去

發展初步構想，以解決

需求和機會 

5 

K06 探索、創造並測試創

意構想，以及變成可行概念

的方法 

K07 發展活動概念考量不

同的創意、宣傳、技術與操

作的選擇方案 

K08 不同活動型態的關鍵

利害關係人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

專業技能 

S03 發展複雜概念、技術或管理定

位與構想的思考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 

S08 預估成本並發展預算方案的

計算技能 

S09 發展與調整構想以回應各種

創意、管理和運作挑戰 
T2.2 發展各種

創意方法 

O2.2.1 活動

創意概念規

劃書 

O2.2.2 創意

方案簡報 

P2.2.1 使用創意思考

技巧產生創新和創意

的概念 

P2.2.2 挑戰、測試並試

驗不同的概念， 以作

為合作流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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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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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2.3 將概念與類似

活動專案的典範進行

比較 

P2.2.4 評估活動概念

在目標群眾或目的、可

行性與商業潛力的永

續性 

P2.2.5 在發展概念和

構想時考量法規、風俗

民情、風險和永續性 

P2.2.6 確認所需資源，

以達成預期成果 

P2.2.7 評估並選擇策

略，以達成預期的成果 

P2.2.8 以適當的格式

簡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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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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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3 精進概念 

O2.3.1 創意

概念修正方

案 

P2.3.1 確保概念的發

展過程能夠有持續精

進和測試的開放性 

P2.3.2 尋求來自利害

關係人對於概念的投

入與回饋 

P2.3.3 尋求專家針對

提案的創意和技術面

向提供建議 

P2.3.4 使用創意與實

務標準以判定不同概

念的優缺點 

P2.3.5 評估概念實現

的限制 

P2.3.6 根據分析與回

饋修正提案 

T2.4 運作階段

的進程概念 
 

P2.4.1 發展修正概念

的執行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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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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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4.2 向相關團體報

告以獲得核准或資助 

P2.4.3 藉由及時對相

關利害關係人提供概

念資訊，而有效促進規

劃和實行 

P2.4.4 反思過去用來

產生概念和構想的方

法，作為未來改善的方

案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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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發 展活

動概念 

T2.1 評估並調查

需求和機會 
 

P2.1.1 研究並評估既

有資訊以利新概念的

發展 

4 

K06 探索、創造並測試創

意構想，以及變成可行概念

的方法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

企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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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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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1.2 藉由機會探索，

擴展新構想的潛力 

P2.1.3 評估可能影響活

動概念發展的因素 

P2.1.4 向客戶諮商，以

創新和不同的方式去

發展初步構想，以解決

需求和機會 

K07 發展活動概念考量不

同的創意、宣傳、技術與操

作的選擇方案 

K08 不同活動型態的關鍵

利害關係人 

S03 發展複雜概念、技術或管理定

位與構想的思考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 

S08 預估成本並發展預算方案的

計算技能 

S09 發展與調整構想以回應各種

創意、管理和運作挑戰 

T2.2 發展各種創

意方法 

O2.2.1 活動

創意概念規劃

書 

O2.2.2 創意

方案簡報 

P2.2.1 使用創意思考

技巧產生創新和創意

的概念 

P2.2.2 挑戰、測試並試

驗不同的概念， 以作

為合作流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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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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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2.3 將概念與類似

活動專案的典範進行

比較 

P2.2.4 評估活動概念

在目標群眾或目的、可

行性與商業潛力的永

續性 

P2.2.5 在發展概念和

構想時考量法規、風險

和永續性 

P2.2.6 確認所需資源，

以達成預期成果 

P2.2.7 評估並選擇策

略，以達成預期的成果 

P2.2.8 以適當的格式

簡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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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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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3 精進概念 
O2.3.1 創意

概念修正方案 

P2.3.1 確保概念的發

展過程能夠有持續精

進和測試的開放性 

P2.3.2 尋求來自益害

關係人對於概念的投

入與回饋 

P2.3.3 尋求專家針對

提案的創意和技術面

向提供建議 

P2.3.4 使用創意與實

務標準以判定不同概

念的優缺點 

P2.3.5 評估概念實現

的限制 

P2.3.6 根據分析與回

饋修正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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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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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4 運作階段的

進程概念 
 

P2.4.1 發展修正概念

的執行規格 

P2.4.2 向相關團體報告

以獲得核准或資助 

P2.4.3 藉由及時對相

關利害關係人提供概

念資訊，而有效促進規

劃和實行 

P2.4.4 反思過去用來

產生概念和構想的方

法，作為未來改善的方

案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1.將「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企業技能」修正為「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專業技能」。 

2.在行為指標，在 P2.2.5 行為指標增加「風俗民情」之說明，修正為「P2.2.5 在發展概念和構想時考量法規、風俗民情、風險和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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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3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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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分析活

動與建立模

式 

T3.1 分析活動背

景和理由 

O3.1.1 活動

可行性評估

報告 

P3.1.1 諮詢主要利害

關係人並評估活動概

念資訊來確認活動籌

辦的原因和目的 

P3.1.2 判定提案活動

的地點與其它活動的

關係，及其在經濟、環

境和社會的永續性 

P3.1.3 透過研究和諮

詢來評量提案活動的

可行銷性 

P3.1.4 評估會影響提

案活動可行性的內外

部因素 

5 

K09 各種活動類型的特色

和型態 

K10 影響活動可行性和內

部與外部因素 

K11 籌劃複雜活動和特定

活動的資源需求 

K12 不同活動類型的可能

營收來源 

K13 有助於活動管理和執

行的新興與創新做法 

K14 活動可行性的風險管

理考量 

K15 呈現可行性分析結果

的方法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3 發展複雜概念、技術或管理定

位與構想的思考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08 預估成本並發展預算方案的

計算技能 

S10 發展策略定位並提出建議，以

因應複雜的活動管理和執行困難的

問題解決技能 

S11 發展活動管理的創新模式，與

提出建議的主動性和創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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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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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2 評量資源需

求和機會 

O3.2.1 活動

方案 SWOT

分析 

P3.2.1 根據所有活動

內容細項來預估完整

和實際可行的主要活

動成本 

P3.2.2 確認營收來源

和其它資源來源， 並

進行實際可行的預估 

P3.2.3 以各種可能的

活動模式來測試及發

掘不同的資源方案 

T3.3 評估規劃和

操作的要求 

O3.3.1 活動

計畫書 

P3.3.1 分析整體活動

的規劃和管理要求 

P3.3.2 評估各項活動

內容的執行要求 

P3.3.3 確認法規遵循

之要求，及其對活動管

理和執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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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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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3.4 考量及發展提

昇永續性的機會 

T3.4 提出建議並

建立模式 

O3.4.1 活動

的市場定位

分析 

O3.4.2 活動

收支預算表 

O3.4.3 活動

計畫簡報 

P3.4.1 根據分析結果

以發展定位及建議 

P3.4.2 為整體活動和

主要活動內容發展規

劃、管理與操作的建議 

P3.4.3 清楚地說明突

發事件的因應規劃要

求 

P3.4.4 提出準確完整

的收支預估，以利未來

決策 

P3.4.5 提出不同的模

式和選項，包括清楚建

議模式效益與風險的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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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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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4.6 以適當的格式

向主要利害關係人 

呈現可行性分析結果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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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分 析 活

動與建立模

式 

T3.1 分析活動背

景和理由 

O3.1.1 活動

可行性評估報

告 

P3.1.1 諮詢主要利害

關係人並評估活動概

念資訊來確認活動籌

辦的原因和目的 

P3.1.2 判定提案活動的

地點與其它活動的關

係，及其在經濟、環境和

社會的永續性 

5 

K09 各種活動類型的特色

和型態 

K10 影響活動可行性和內

部與外部因素 

K11 籌劃複雜活動和特定

活動的資源需求 

K12 不同活動類型的可能

營收來源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3 發展複雜概念、技術或管理定

位與構想的思考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 

S08 預估成本並發展預算方案的

計算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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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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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1.3 透過研究和諮

詢來評量提案活動的

可行銷性 

P3.1.4 評估會影響提

案活動可行性的內外

部因素 

K13 有助於活動管理和執

行的新興與創新做法 

K14 活動可行性的風險管

理考量 

K15 呈現可行性分析結果

的方法 

S10 發展策略定位並提出建 議，

以因應複雜的活動管理和執行困難

的問題解決技能 

S11 發展活動管理的創新模式，與

提出建議的主動性和創新技能 

T3.2 評量資源需

求和機會 

O3.2.1 活動

方案SWOT分

析 

P3.2.1 根據所有活動

內容細項來預估完整

和實際可行的主要活

動成本 

P3.2.2 確認營收來源

和其它資源來源， 並

進行實際可行的預估 

P3.2.3 以各種可能的

活動模式來測試及發

掘不同的資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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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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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3 評估規劃和

操作的要求 

O3.3.1 活動

計畫書 

P3.3.1 分析整體活動

的規劃和管理要求 

P3.3.2 評估各項活動

內容的執行要求 

P3.3.3 確認法規遵循

之要求，及其對活動管

理和執行的影響 

P3.3.4 考量及發展提

昇永續性的機會 

T3.4 提出建議並

建立模式 

O3.4.1 活動

的市場定位分

析 

O3.4.2 活動

收支預算表 

O3.4.3 活動

計畫簡報 

P3.4.1 根據分析結果

以發展定位及建議 

P3.4.2 為整體活動和

主要活動內容發展規

劃、管理與操作的建議 

P3.4.3 清楚地說明突發

事件的因應規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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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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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4.4 提出準確完整

的收支預估，以利未來

決策 

P3.4.5 提出不同的模

式和選項，包括清楚建

議模式效益與風險的

細節 

P3.4.6 以適當的格式

向主要利害關係人呈

現可行性分析結果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將”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修正為”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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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4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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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發展活

動計畫與執

行 

T4.1 定義規劃的

需求 
 

P4.1.1 分析活動資訊、

範疇與目的以判定規

劃的需求 

P4.1.2 辨認需要利害

關係人在計畫發展過

程中諮詢和參與的需

求 

P4.1.3 評估內部與外

部因素對活動計畫的

影響 

P4.1.4 判定活動計畫

的範疇、性質與形式 

5 

K10 影響活動可行性和內

部與外部因素 

K16 蒐集有助於發展活動

計畫的資訊 

K17 主要的活動策劃概念 

K18 活動評估與績效衡量

系統 

K19 提昇活動永續性的方

法 

K20 活動計畫策略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08 預估成本並發展預算方案的

計算技能 

S12 批判性思考技能 

S13 解決管理層面的營運議題的

問題解決技能 

S14 諮詢利害關係人以發展有效

的活動計畫之團隊合作技能 

T4.2 發展活動計

畫 

O4.2.1 活動

計畫書 

P4.2.1 諮詢利害關係

人以促進活動規劃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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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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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2.2 確認風險、法規

和永續性議題， 並納

入至計畫中 

P4.2.3 考量不同活動

內容之間的交互關係

及其對於規劃的影響 

P4.2.4 整合財務、人力

資源和實體資源的規

格 

T4.3 監督活動計

畫 

O4.3.1 工作

時程表 

O4.3.2 工作

進度查核表 

P4.3.1 根據時程表執

行並監督活動 

P4.3.2 提供支援給參

與執行計畫的同事 

P4.3.3 監督計畫中在

各個活動元素的執行

情況，以確保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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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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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3.4 評估並回應對

於調整計畫、系統與程

序的需求 

P4.3.5 根據活動要求，

提供進程和其它報告 

T4.4 評估活動和

活動計畫 

O4.4.1 活動

計畫成果報

告 

P4.4.1 根據預定的評

估指標取得來自利害

關係人的回饋意見 

P4.4.2 評估活動的服

務效率、品質及目標達

成狀況 

P4.4.3 檢視並評估活

動計畫在達成結果與

未達成的狀態 

P4.4.4 使用資訊以提

昇未來的活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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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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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發展活

動計畫與執

行 

T4.1 定義規劃的

需求 
 

P4.1.1 分析活動資訊、

範疇與目的以判定規

劃的需求 

P4.1.2 辨認需要利害

關係人在計畫發展過

程中諮詢和參與的需

求 

P4.1.3 評估內部與外

部因素對活動計畫的

影響 

P4.1.4 判定活動計畫

的範疇、性質與形式 

5 

K10 影響活動可行性和內

部與外部因素 

K16 蒐集有助於發展活動

計畫的資訊 

K17 主要的活動策劃概念 

K18 活動評估與績效衡量

系統 

K19 提昇活動永續性的方

法 

K20 活動計畫策略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 

S08 預估成本並發展預算方案的

計算技能 

S12 批判性思考技能 

S13 解決管理層面的營運議題的

問題解決技能 

S14 諮詢利害關係人以發展有效

的活動計畫之團隊合作技能 

T4.2 發展活動計

畫 

O4.2.1 活動

計畫書 

P4.2.1 諮詢利害關係

人以促進活動規劃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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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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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2.2 確認風險、法規

和永續性議題，並納入

至計畫中 

P4.2.3 考量不同活動

內容之間的交互關係

及其對於規劃的影響 

P4.2.4 整合財務、人力

資源和實體資源的規

格 

T4.3 監督活動計

畫 

O4.3.1 工作

時程表 

O4.3.2 工作

進度查核表 

P4.3.1 根據時程表執

行並監督活動 

P4.3.2 提供支援給參

與執行計畫的同事 

P4.3.3 監督計畫中在

各個活動元素的執行

情況，以確保周延性 



 

111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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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3.4 評估並回應對

於調整計畫、系統與程

序的需求 

P4.3.5 根據活動要求，

提供進程和其它報告 

T4.4 評估活動和

活動計畫 

O4.4.1 活動

計畫成果報告 

P4.4.1 根據預定的評

估指標取得來自利害

關係人的回饋意見 

P4.4.2 評估活動的服

務效率、品質及目標達

成狀況 

P4.4.3 檢視並評估活

動計畫在達成結果與

未達成的狀態 

P4.4.4 使用資訊以提

昇未來的活動規劃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將”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修正為”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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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5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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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 制 定 與

執行行銷計

畫 

T5.1 蒐集並分

析內部商業環

境資料 

O5.1.1 企 業

內部商業環境

分析報告 

P5.1.1 確認核心活動、

顧客基礎、商業價值與

目前客戶需求及產業

趨勢 

P5.1.2 辨識並分析目

前與過去的資訊及其

效果 

P5.1.3 依關鍵成功因

素，檢視商業績效資訊 

P5.1.4 辨識並記錄能

力與資源，包括對專家

協助的需求 

P5.1.5 依組織規定記

錄並通報資訊 

5 

K19 提昇活動永續性的方

法 

K20 活動計畫策略 

K21行銷相關的數據蒐集

工具與研究方法 

K22行銷規劃技巧與格式 

K23影響行銷規劃的內外

部議題 

K24 法律基本知識 

K25 行銷的倫理考量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12 批判性思考技能 

S15 主動辨識創意行銷機會的技

能 

S16 制訂行銷資源策略與情境的

運作技能 

S17 評估行銷活動與挑戰，制訂策

略性回應的問題解決技能 

S18 評估成熟與新興行銷科技的

技術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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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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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2 蒐集並分

析外部商業環

境資料 

O5.2.1 企 業

外部商業環境

分析報告 

P5.2.1 辨識並分析預

期市場成長下滑的相

關風險因素 

P5.2.2 記錄並分析勞

動力、人口和經濟活動

的預期變化 

P5.2.3 蒐集並分析比

較市場資訊 

P5.2.4 辨識並分析產

業與顧客趨勢與發展，

包括新興技術與創新 

P5.2.5 辨識並分析法

律、倫理及永續議題及

潛在商業影響 

P5.2.6 記錄並依組織

規定通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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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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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3 制訂行銷

策略 

O5.3.1 企 業

SWOT 分析 

O5.3.2 企 業

行銷計畫書 

P5.3.1 依內外部市場

分析，辨識並分析機會 

P5.3.2 探究創新的行

銷方式 

P5.3.3 制訂與組織方

向與價值觀一致的行

銷策略 

P5.3.4 整合法律、倫理

與永續考量 

P5.3.5 與關鍵利害關

係人討論並制訂策略 

T5.4 制定行銷

計畫 

O5.4.1 行 銷

時程表 

O5.4.2 行 銷

預算成本表 

P5.4.1 制訂能清楚傳

達優先事項、責任、時

程表與預算的行銷計

畫 

P5.4.2 提供適時的機

會，使同事協助行銷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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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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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4.3 依組織政策，提

交行銷計畫以取得核

准 

T5.5 執行並監

督行銷計畫 

O5.5.1 行 銷

成效報告 

P5.5.1 依時程與應變

計畫，實施並監督在計

畫中的活動 

P5.5.2 依組織政策製

作行銷報告 

P5.5.3 與組織成員分

享行銷活動資訊，使人

員知悉組織目前重心 

T5.6 持續進行

評估 
 

P5.6.1 運用取得共識

的方法與標準來評估

行銷活動 

P5.6.2 依評估做出調

整與改善 

P5.6.3 溝通並執行得

到共識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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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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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 制定與執

行行銷計畫 

T5.1 蒐集並分

析內部商業環境

資料 

O5.1.1 企業內

部商業環境分

析報告 

P5.1.1 確認核心活動、

顧客基礎、商業價值與

目前客戶需求及產業

趨勢 

P5.1.2 辨識並分析目

前與過去的資訊及其

效果 

P5.1.3 依關鍵成功因

素，檢視商業績效資訊 

P5.1.4 辨識並記錄能

力與資源，包括對專家

協助的需求 

P5.1.5 依組織規定記

錄並通報資訊 

6 

K19 提昇活動永續性的方

法 

K20 活動計畫策略 

K21行銷相關的數據蒐集

工具與研究方法 

K22行銷規劃技巧與格式 

K23影響行銷規劃的內外

部議題 

K24 影響行銷活動的法律

議題 

K25 行銷的倫理考量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 

S12 批判性思考技能 

S15 主動辨識創意行銷機會的技

能 

S16 制訂行銷資源策略與情境的

運作技能 

S17 評估行銷活動與挑戰，制訂策

略性回應的問題解決技能 

S18 評估現有與新興行銷科技的

技術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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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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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2 蒐集並分

析外部商業環境

資料 

O5.2.1 企業外

部商業環境分

析報告 

P5.2.1 辨識並分析預

期市場成長下滑的相

關風險因素 

P5.2.2 記錄並分析勞

動力、人口和經濟活動

的預期變化 

P5.2.3 蒐集並分析比

較市場資訊 

P5.2.4 辨識並分析產

業與顧客趨勢與發展，

包括新興技術與創新 

P5.2.5 辨識並分析法

律、倫理及永續議題及

潛在商業影響 

P5.2.6 記錄並依組織

規定通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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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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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3 制訂行銷

策略 

O5.3.1 企 業

SWOT 分析 

O5.3.2 企業行

銷計畫書 

P5.3.1 依內外部市場

分析，辨識並分析機會 

P5.3.2 探究創新的行

銷方式 

P5.3.3 制訂與組織方

向與價值觀一致的行

銷策略 

P5.3.4 整合法律、倫理

與永續考量 

P5.3.5 與關鍵利害關係

人討論並制訂策略 

T5.4 制定行銷

計畫 

O5.4.1 行 銷

時程表 

O5.4.2 行 銷

預算成本表 

P5.4.1 制訂能清楚傳

達優先事項、責任、時

程表與預算的行銷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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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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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4.2 提供適時的機

會，使同事協助行銷計

畫 

P5.4.3 依組織政策，提

交行銷計畫以取得核

准 

T5.5 執行並監

督行銷計畫 

O5.5.1 行銷成

效報告 

P5.5.1 依時程與應變

計畫，實施並監督在計

畫中的活動 

P5.5.2 依組織政策製

作行銷報告 

P5.5.3 與組織成員分

享行銷活動資訊，使人

員知悉組織目前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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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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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6 持續進行

評估 
 

P5.6.1 運用取得共識

的方法與標準來評估

行銷活動 

P5.6.2 依評估做出調

整與改善 

P5.6.3 溝通並執行得

到共識的改變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以及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如下： 

1.修正 K24之說法，將「影響行銷活動的法律議題」修正為「法律基本知識」。 

2.修正 S18 之說法，將「評估現有與新興行銷科技的技術技能」修正為「評估成熟與新興行銷科技的技術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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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6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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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 發展與

執行公關策

略 

T6.1 建立與組

織願景一致的

組織形象識別 

O6.1.1 公 關

策略趨勢分析 

P6.1.1 蒐集並分析與

公關策略發展有關的

內部與外部資訊 

P6.1.2 評量組織核心

活動、企業價值觀和目

前營運方向，已確認潛

在的形象和訊息 

P6.1.3 確認及諮詢關

鍵利害關係人有關公

關議題 

5 

K26 在建立及推廣組織形

象時所用的方法 

K27 公關與其它行銷面向

連結的方式 

K28 發展及管理公關策略

所產生的議題與挑戰 

K29 平面與電子媒體的架

構與功能 

K30 公關的規劃技巧和格

式 

K31 不同公關資源的格

式、特性和運用 

K32 影響公關活動作業的

法律問題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專

業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19 協助發展公關計畫與策略的

決策技能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T6.2 準備公關

計畫或策略 

O6.2.1 企 業

公關策略報告 

P6.2.1 確認公關活動

的目標對象族群 

P6.2.2 確認並選擇向

目標對象族群提昇並

推廣組織形象識別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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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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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2.3 確認並規劃各

種潛在情況與組織可

能需要應對與協調 

P6.2.4 在規劃過程中

納入法律與道德考量 

P6.2.5 適時地讓同事

有機會協助公關策劃 

P6.2.6 協商所需的計

畫變革 

P6.2.7 根據組織所需

政策，提交公關計畫以

供客戶核准 

K33 影響公關活動的智慧

財產權議題與法律 

T6.3 管理公關

計畫的執行 

O6.3.1 公 關

計畫執行方案 

O6.3.2 公 關

活動時程表 

P6.3.1 確定並清楚地

向參與公關活動的人

員溝通公關計畫的所

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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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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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6.3.3 公 關

策略簡報 

P6.3.2 執行並監督計

畫中詳列的活動， 並

採取行動以校正任何

活動的潛在負面影響 

P6.3.3 根據組織政策

製作公關報告 

P6.3.4 分享公關資訊

給同事，以維持對於目

前方向的體認和組織

的優先事項 

T6.4 評估並評

量公關計畫 

O6.4.1 公 關

計畫成效評量

報告 

P6.4.1 建立適當機制

以獲取有關公關活動

與策略的回饋 

P6.4.2 使用商定的方

法和標準評估公關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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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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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4.4.3 根據回饋和評

估以進行調整 

P6.4.4 溝通並執行所

商定的變革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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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 發展與

執行公關策

略 

T6.1 建立與組

織願景一致的組

織形象識別 

O6.1.1 公關策

略趨勢分析 

P6.1.1 蒐集並分析與

公關策略發展有關的

內部與外部資訊 

P6.1.2 評量組織核心

活動、企業價值觀和目

前營運方向，已確認潛

在的形象和訊息 

5 

K26 在建立及推廣組織形

象識別時所用的方法 

K27 公關與其它行銷管理

面向連結的方式 

K28 發展及管理公關策略

所產生的議題與挑戰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企

業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 

S19 協助發展公關計畫與策略的

研究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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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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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1.3 確認及諮詢關

鍵利害關係人有關公

關議題 

K29 平面與電子媒體的架

構與功能 

K30 公關的規劃技巧和格

式 

K31 不同公關資源的格

式、特性和運用 

K32 影響公關活動作業的

法律問題 

K33 影響公關活動的智慧

財產權議題與法律 

S20 科技運用技能 

T6.2 準備公關

計畫或策略 

O6.2.1 企業公

關策略報告 

P6.2.1 確認公關活動

的目標對象族群 

P6.2.2 確認並選擇向

目標對象族群提昇並

推廣組織形象識別的

策略 

P6.2.3 確認並規劃各

種潛在情況與組織可

能需要應對與協調 

P6.2.4 在規劃過程中納

入法律與道德考量 

P6.2.5 適時地讓同事有

機會協助公關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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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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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2.6 協商所需的計

畫變革 

P6.2.7 根據組織所需

政策，提交公關計畫以

供客戶核准 

T6.3 管理公關

計畫的執行 

O6.3.1 公關計

畫執行方案 

O6.3.2 公關活

動時程表 

O6.3.3 公關策

略簡報 

P6.3.1 確定並清楚地

向參與公關活動的人

員溝通公關計畫的所

有面向 

P6.3.2 執行並監督計

畫中詳列的活動， 並

採取行動以校正任何

活動的潛在負面影響 

P6.3.3 根據組織政策

製作公關報告 

P6.3.4 分享公關資訊

給同事，以維持對於目

前方向的體認和組織

的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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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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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4 評估並評

量公關計畫 

O6.4.1 公關計

畫成效評量報

告 

P6.4.1 建立適當機制

以獲取有關公關活動

與策略的回饋 

P6.4.2 使用商定的方

法和標準評估公關活

動 

P64.4.3 根據回饋和評

估以進行調整 

P6.4.4 溝通並執行所

商定的變革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如下： 

1.將「K26在建立及推廣組織形象識別時所用的方法」修正為「K26在建立及推廣組織形象時所用的方法」。 

2.將「K27公關與其它行銷管理面向連結的方式」修正為「K27公關與其它行銷面向連結的方式」。 

3.將「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企業技能」修正為「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專業技能」。 

4.將「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修正為「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5.將「S20 科技運用技能」修正為「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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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7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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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7 準 備 與

監控預算 

T7.1 準備預算

資料 

O7.1.1 活 動

成本表 

P7.1.1 確定與確認預

算需求的範圍與屬性 

P7.1.2 確認、取得與理

解預算準備的資料與

資料來源 

P7.1.3 分析潛在影響

的內部與外部因素 

P7.1.4 提供同仁機會

來參與預算規劃過程 
5 

K34 預算用語、預算格式、

預算績效與財務報告 

K35 財務報告之程序和循

環 

K36 Excel軟體使用 

K37 預算準備、監控做法

與技巧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12 批判性思考技能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S21 研擬預算達到組織目的 

S22 運算技能，理解與分析財務

資訊，並進行預測 

S23 解決問題技能 

S24 對預算發展負責的自我管理

技能 

S25 團隊工作技能，能協調整合

組織內其他成員的建議，並提供

預算管理的方向 

T7.2 準備預算 

O7.2.1 活 動

成本結構分析

表 

O7.2.2 活 動

成本估算表 

P7.2.1 根據現有資料

分析來研擬預算 

P7.2.2 估算收入與支

出，並以有效可靠的相

關訊息輔助 

P7.2.3 在預算草案中

反映組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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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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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2.4 使用清楚的格

式來評量與呈現選項

與建議 

P7.2.5 將預算草案發

送給同仁與經理們來

蒐集意見 

T7.3 預算定案 
O7.3.1 預 算

計畫 

P7.3.1 根據組織政策

與程序來討論預算 

P7.3.2 同意並整合修

改之意見 

P7.3.3 在指定時程內

用清楚格式完成最終

的預算 

P7.3.4 告知同仁關於

最終預算決定及相關

工作範圍內的應用，包

括呈報與財務管理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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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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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7.4 監控與審

查預算 

O7.4.1 活 動

收入與支出統

計分析 

P7.4.1 定期審查預算

與評估實際績效及預

估績效，並準備準確的

財務報告 

P7.4.2 將所有已定的

相關贊助、補助納入預

算與全部的預算報告

中 

P7.4.3 調查並針對執

行預算重大偏差， 採

取合適的改善行動 

P7.4.4 分析內部與外

部環境的改變，並做必

要的調整 

P7.4.5 蒐集與記錄相

關資訊以協助未來預

算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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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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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7 準 備與

監控預算 

T7.1 準備預算

資料 

O7.1.1 活動成

本表 

P7.1.1 確定與確認預算

需求的範圍與屬性 

P7.1.2 確認、取得與理

解預算準備的資料與

資料來源 

P7.1.3 分析潛在影響

的內部與外部因素 

P7.1.4 提供同仁機會來

參與預算規劃過程 

5 

K34 預算用語、預算格式、

預算績效與財務報告 

K35 財務報告之程序和循

環 

K36 用來準備與監控預算

的會計軟體程式之特性與功

能 

K37 預算準備、監控做法

與技巧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 

S12 批判性思考技能 

S20 科技運用技能 

S21 研擬預算達到組織目的 

S22 運算技能，理解與分析財務

資訊，並進行預測 

S23 解決問題技能 

S24 對預算發展負責的自我管理

技能 

S25 團隊工作技能，能協調整合

組織內其他成員的建議，並提供

預算管理的方向 

T7.2 準備預算 

O7.2.1 活動成

本結構分析表 

O7.2.2 活動成

本估算表 

P7.2.1 根據現有資料

分析來研擬預算 

P7.2.2 估算收入與支

出，並以有效可靠的相

關訊息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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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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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2.3 在預算草案中

反映組織目標 

P7.2.4 使用清楚的格

式來評量與呈現選項

與建議 

P7.2.5 將預算草案發

送給同仁與經理們來

蒐集意見 

T7.3 預算定案 
O7.3.1 預算計

畫 

P7.3.1 根據組織政策

與程序來討論預算 

P7.3.2 同意並整合修

改之意見 

P7.3.3 在指定時程內

用清楚格式完成最終

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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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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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3.4 告知同仁關於

最終預算決定及相關

工作範圍內的應用，包

括呈報與財務管理責

任 

T7.4 監控與審

查預算 

O7.4.1 活動收

入與支出統計

分析 

P7.4.1 定期審查預算

與評估實際績效及預

估績效，並準備準確的

財務報告 

P7.4.2 將所有已定的

相關贊助、補助納入預

算與全部的預算報告

中 

P7.4.3 調查並針對執

行預算重大偏差， 採

取合適的改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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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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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4.4 分析內部與外

部環境的改變，並做必

要的調整 

P7.4.5 蒐集與記錄相

關資訊以協助未來預

算準備工作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1.將「K36用來準備與監控預算的會計軟體程式之特性與功能修正」為「K36Excel 軟體使用」。 

2.將「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修正為「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3.將「S20 科技運用技能」修正為「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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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8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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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8 團隊發

展與領導 

T8.1 塑造績效

和行為的高標

準典範 

 

P8.1.1 藉由個人表現

擔任正面角色的引導 

P8.1.2 在每天工作績

效中展現對於組織的

支持和承諾 

P8.1.3 以尊重和同理

心對待員工 

5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9 監督者和管理者所表

現的功能和角色 

K40 不同的領導風格 

K41 有效領導力的特色 

K42 團隊工作的原則 

K43 動機理論和角色 

K44 團隊動力 

K45 組織計畫和規劃流程

的型態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5 學習和自我管理的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26 傾聽技巧 

T8.2 發展團隊

承諾和合作 

O8.2.1 工 作

團隊共同目標

設定 

P8.2.1 與團隊協商，制

定並清楚傳達計畫和

目標 

P8.2.2 制定與組織目

標一致的計畫 

P8.2.3 傳達團隊成員

的期望、角色和職責以

鼓勵其承擔更多的工

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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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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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2.4 鼓勵團隊和個

人發展創新的工作方

式 

P8.2.5 確定、鼓勵、賦

予價值並獎勵個人和

團隊的付出和貢獻 

P8.2.6 塑造典範，並以

開放和鼓勵的態度支

持團隊內的溝通 

P8.2.7 與團隊互相尋

求並分享來自廣泛環

境的資訊 

P8.2.8 尋求來自團隊

成員的回饋，並在組織

目標和政策的範圍內

執行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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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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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8.3 管理團隊

績效 

O8.3.1 工 作

分配表 

O8.3.2 工 作

說明書 

O8.3.3 績 效

表揚辦法 

P8.3.1 委派任務和職

責、確定委任的障礙和

克服的執行過程 

P8.3.2 評估團隊成員

的技能並提供個人發

展的機會 

P8.3.3 監控團隊績效

以確保達成目標成果

的進度 

P8.3.4 提供監控和訓

練以協助團隊成員 

P8.3.5 激勵個人和團

隊來達成最佳的表現 

P8.3.6 以表揚和獎勵

來提升團隊成就 

 



 

138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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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8 團隊發展

與領導 

T8.1 塑造績效和

行為的高標準典

範 

 

P8.1.1 藉由個人表現擔

任正面角色的引導 

P8.1.2 在每天工作績

效中展現對於組織的

支持和承諾 

P8.1.3 以尊重和同理

心對待員工 

5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9 監督者和管理者所表

現的功能和角色 

K40 不同的領導風格 

K41 有效領導力的特色 

K42 團隊工作的原則 

K43 動機理論和角色 

K44 團隊動力 

K45 組織計畫和規劃流程

的型態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5 學習和自我管理的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 

S26 傾聽技巧 

T8.2 發展團隊

承諾和合作 

O8.2.1 工作團

隊共同目標設

定 

P8.2.1 與團隊協商，制

定並清楚傳達計畫和

目標 

P8.2.2 制定與組織目

標一致的計畫 

P8.2.3 傳達團隊成員

的期望、角色和職責以

鼓勵其承擔更多的工

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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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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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2.4 鼓勵團隊和個

人發展創新的工作方式 

P8.2.5 確定、鼓勵、賦

予價值並獎勵個人和

團隊的付出和貢獻 

P8.2.6 塑造典範，並以

開放和鼓勵的態度支

持團隊內的溝通 

P8.2.7 與團隊互相尋

求並分享來自廣泛環

境的資訊 

P8.2.8 尋求來自團隊

成員的回饋，並在組織

目標和政策的範圍內

執行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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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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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8.3 管理團隊績

效 

O8.3.1 工作分

配表 

O8.3.2 工作說

明書 

O8.3.3 績效表

揚辦法 

P8.3.1 委派任務和職

責、確定委任的障礙和

克服的執行過程 

P8.3.2 評估團隊成員

的技能並提供個人發

展的機會 

P8.3.3 監控團隊績效

以確保達成目標成果

的進度 

P8.3.4 提供監控和訓

練以協助團隊成員 

P8.3.5 激勵個人和團隊

來達成最佳的表現 

P8.3.6 以表揚和獎勵

來提升團隊成就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1.將「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能」修正為「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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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 

110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1 主動積極 

A02 自我管理 

A03 自我提升 

A04 自信心 

A05 抗壓性高 

A06 企圖心 

A07 好奇開放 

A08 心胸開放 

 

107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1 主動積極 

A02 自我管理 

A03 自我提升 

A04 自信心 

A05 壓力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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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6 追求卓越 

A07 好奇開放 

A08 心胸開放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1.將「A05壓力容忍」修正為「A05 抗壓性高」。 

2.將「A06追求卓越」修正為「A06 企圖心」。 

 

說明與補充事項 

110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畢業科系：行銷、公關或廣告相關科系 

工作經歷：具獨立作業活動經驗，活動企劃或專案管理 5 年以上 

語文能力：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能夠熟練 Microsoft 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 

其他要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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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畢業科系：企劃相關科系 

工作經歷：具社團活動經驗，活動企劃或專案管理 5 年以上 

語文能力：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多益 650~800 分），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能夠熟練 Microsoft 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 

其他要求：無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如下： 

1.將畢業科系由「企劃相關科系」修正為「行銷、公關或廣告相關科系」。 

2.將工作經歷由「具社團活動經驗，活動企劃或專案管理 5年以上」修正為「獨立作業活動經驗，活動企劃或專案管理 5年以上」。 

3.活動專案經理務重視外語溝通能力，而非語言證照分數，因此刪除「多益 650~800分」之說明。 

2.活動專案人員 

本研究經職能分析流程，定義出活動專案人員的工作內容為：擬定活動企劃，洽談與管理供應商及贊助商，現場

執行活動專案。並確認活動專案人員所需的入門水準為 4級，以及將活動專案人員的工作職責區分為 6項，分別是：

蒐集與分析活動專案資訊、擬定活動企劃、洽談與管理供應商及贊助商事宜、協調與執行活動計畫、協調現場活動操

作以及撰寫結案報告。並以此 6 項工作職責為基礎，發展出 17 項工作任務。110 年度更新說明如下，詳細更新後之

職能基準資料請參閱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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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10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KMC3332-002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活動專案人員 

所屬類別 

職類別 行銷與銷售 職類別代碼 KMC 

職務別 會議及活動規劃人員 職務別代碼 3332 

行業別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M7310 

工作描述 擬定活動企劃，洽談與管理供應商及贊助商，現場執行活動專案。 

基準級別 4 

107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KMC3332-002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活動專案人員 

所屬類別 

職類別 行銷與銷售 職類別代碼 KMC 

職務別 會議及活動規劃人員 職務別代碼 3332 

行業別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M7310 

工作描述 蒐集與分析活動專案資訊，擬定活動企劃，洽談與管理供應商及贊助商，現場執行活動專案及預算管理。 

基準級別 4 

修正內容 

在工作描述上，修正為擬定活動企劃，洽談與管理供應商及贊助商，現場執行活動專案。 



 

145 

工作職責 1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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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與

分析活動

專案資訊 

T1.1 取得活動專

案資訊 

O1.1.1 活動專

案資訊分類表 

P1.1.1 確認活動專案

資訊需求 

P1.1.2 運用正式或合

法正當方式，取得活

動目標所需資訊 

P1.1.3 依組織政策與

程序要求，記錄與儲

存取得之資訊 4 

K46 消費市場分析 

K47 活動專案基本知識 

K48 資料管理 

K49 活動目標相關法規 

K19 提昇活動永續性的方

法 

S28 市場調查技巧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

題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T1.2 分析活動專

案資訊 

O1.2.1 活動專

案資訊分析報告 

O1.2.2 市場分

析報告 

P1.2.1 正確詮釋並理

解所蒐集活動專案資

訊當中專業術語、行

話、相關法規 

P1.2.2 研究利用所蒐

集活動專案資訊運用

於活動目標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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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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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2.3 依照客戶需求

提供活動專案資訊分

析報告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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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 集

與分析活

動專案資

訊 

T1.1 取得活動專

案資訊 

O1.1.1 活動專

案資訊分類表 

P1.1.1 確認活動專案

資訊需求 

P1.1.2 運用正式或合

法正當方式，取得活

動目標所需資訊 

P1.1.3 依組織政策與

程序要求，記錄與儲

存取得之資訊 

4 

K46 消費市場分析 

K47 活動專案基本知識 

K48 資料管理 

K49 活動目標相關法規 

S28 市場調查技巧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

題 

S20 科技運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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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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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2 分析活動專

案資訊 

O1.2.1 活動專

案資訊分析報告 

O1.2.2 市場分

析報告 

P1.2.1 正確詮釋並理

解所蒐集活動專案資

訊當中專業術語、行

話、相關法規 

P1.2.2 研究利用所蒐

集活動專案資訊運用

於活動目標之方式 

P1.2.3 依照客戶需求

提供活動專案資訊分

析報告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以及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如下： 

1.加入「K19 提昇活動永續性的方法」。 

2.將「S20 科技運用技能」修正為「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148 

工作職責 2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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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擬 定

活動企劃 

T2.1 確認客戶目標

需求、活動範疇、項

目預算與成果效益 

O2.1.1 客戶需

求與活動財務需

求表 

P2.1.1 與客戶釐清整

體專案目標、活動範

疇、項目內容、組織與

關係人及經費預算 

P2.1.2 蒐集報價、採

購資訊 

P2.1.3 確認各利害關

係人參與活動的個別

需求 

P2.1.4 判定專案所需

資源 

P2.1.5 向客戶簡報初

步估價和活動概念、構

想 

4 

K49 活動目標相關法規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2 顧客關係與客戶服務 

K53 問題分析 

K54 財務報表核實 

K55 專案管理 

K14活動可行性的風險管理 

考量 

K56 危機處理 

K57 行銷概念 

K58 創新思考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

題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S31 溝通技巧 

S32 客戶服務技巧 

S33 籌辦活動所需使用現有和新興

技術 

S34 簡報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S36 客戶要求之語言能力 

S37 計畫書撰寫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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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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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2 擬定活動計畫

書 

O2.2.1 活動管

理計畫書 

P2.2.1 根據客戶需求

與所蒐集的活動專案

資訊，進行場地、設

備、活動規劃、人力配

置等軟硬體評估與規

劃 

P2.2.2 依潛在競爭者

資訊及客戶反饋，做

出因應調整規劃 

P2.2.3 遵循產業之國

際主流價值，以及永

續經營理念，規劃活

動內容及管理計畫 

P2.2.4 明確標示活動

內容、預算、法規、行

銷公關、風險管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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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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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服務、資源取得、專

案計畫管理、緊急狀

況處理及替代方案 

T2.3 制訂活動管理

計畫 

O2.3.1 活動需

求資源列表 （軟

硬體資源、財務

運用、人力資源

配置等） 

O2.3.2 活動管

理時程表（甘特

圖、各項活動查

核點） 

O2.3.3 解決問

題方案 

O2.3.4 風險應

變及備案計畫書 

P2.3.1 與所有參與者

溝通計畫與其權責 

P2.3.2 協調溝通活動

執行相關事 宜，促進

公司內外部相關人員

與部門共識形成 

P2.3.3 確認活動管

理、個人責任、通報層

級的行政結構 

P2.3.4 整合活動的規

格、財務、人力與有形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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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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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3.5 確認風險、法

規與永續議題，將其

納入計畫中 

P2.3.6 制訂並整合活

動評估方法 

P2.3.7 製作整合活動

管理計畫 

T2.4 追蹤專案進度 

O2.4.1 預算進

度管控表 

O2.4.2 專案管

理時程及品質管

控表 

P2.4.1 掌控專案工作

進度及品質控管 

P2.4.2 確認專案預算

與工作皆符合預期規

劃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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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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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擬 定

活動企劃 

T2.1 確認客戶目標

需求、活動範疇、項

目預算與成果效益 

O2.1.1 客戶需

求與活動財務需

求表 

P2.1.1 與客戶釐清整

體專案目標、活動範

疇、項目內容、組織與

關係人及經費預算 

P2.1.2 蒐集報價、採

購資訊 

P2.1.3 確認各利害關

係人參與活動的個別

需求 

P2.1.4 判定專案所需

資源 

P2.1.5 向客戶簡報初

步估價和活動概念、構

想 

4 

K49 活動目標相關法規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2 顧客關係與客戶服務 

K53 問題分析 

K54 財務管理 

K55 專案管理 

K14活動可行性的風險管理 

考量 

K56 危機處理 

K57 行銷原理 

K58 創新思考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

題 

S20 科技運用技能 

S31 溝通技巧 

S32 客戶服務技巧 

S33 籌辦活動所需使用現有和新興

技術 

S34 簡報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S36 客戶要求之語言能力 

S37 計畫書撰寫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T2.2 擬定活動計畫

書 

O2.2.1 活動管

理計畫書 

P2.2.1 根據客戶需求

與所蒐集的活動專案

資訊，進行場地、設

備、活動規劃、人力配

置等軟硬體評估與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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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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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2.2 依潛在競爭者

資訊及客戶反饋，做

出因應調整規劃 

P2.2.3 遵循產業之國

際主流價值，以及永

續經營理念，規劃活

動內容及管理計畫 

P2.2.4 明確標示活動

內容、預算、法規、行

銷公關、風險管理、客

戶服務、資源取得、專

案計畫管理、緊急狀

況處理及替代方案 

T2.3 制訂活動管理

計畫 

O2.3.1 活動需

求資源列表 （軟

硬體資源、財務

P2.3.1 與所有參與者

溝通計畫與其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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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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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人力資源

配置等） 

O2.3.2 活動管

理時程表（甘特

圖、各項活動查

核點） 

O2.3.3 解決問

題方案 

O2.3.4 風險應

變及備案計畫書 

P2.3.2 協調溝通活動

執行相關事 宜，促進

公司內外部相關人員

與部門共識形成 

P2.3.3 確認活動管

理、個人責任、通報層

級的行政結構 

P2.3.4 整合活動的規

格、財務、人力與有形

資源 

P2.3.5 確認風險、法

規與永續議題，將其

納入計畫中 

P2.3.6 制訂並整合活

動評估方法 

P2.3.7 製作整合活動

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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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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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4 追蹤專案進度 

O2.4.1 預算進

度管控表 

O2.4.2 專案管

理時程及品質管

控表 

P2.4.1 掌控專案工作

進度及品質控管 

P2.4.2 確認專案預算

與工作皆符合預期規

劃進度 

修正內容 

依據依據訪談者以及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如下： 

1.將「K57 行銷原理」修正為「K57行銷概念」。 

2.將「S20 科技運用技能」修正為「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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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3 

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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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洽 談

與管理供

應商及贊

助商事宜 

T3.1 研擬供應商及

贊助商募集目標與

計畫 

O3.1.1 潛在供

應商/贊助商名單 

O3.1.2 績效預

估表 

O3.1.3 供應商

採購需求書 

O3.1.4 贊助商

招攬計畫書 

P3.1.1 依據活動需

求，找出贊助機會與

制定財務募款目標 

P3.1.2 制定供應商 /

贊助商資源組合與預

期績效（投資報酬估

算） 

P3.1.3 制訂供應商採

購需求書 

P3.1.4 制訂贊助商招

攬計畫書 

4 

K49 活動目標相關法規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2 顧客關係與客戶服務 

K55 專案管理 

K59 採購政策與作業規定 

K63 履約管理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

題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S31 溝通技巧 

S34 簡報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S36 客戶要求之語言能力 

S37 計畫書撰寫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S39 人際關係建立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41 採購技巧 

S42 顧客資料管理能力 

S43贊助商行業別的基本分析能力 

T3.2 洽談供應商協

議 

O3.2.1 供應協

議書 

O3.2.2 採購契

約書 

P3.2.1 擬定供應商協

議書/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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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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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3.2.3 採購資

源統計表 

O3.2.4 供應商

管理名冊 

P3.2.2 根據潛在供應

商名單進行活動資源

內容組合協商或採購 

P3.2.3 提供採購協議

書 /需求書及契約書

給潛在供應商 

P3.2.4 依照組織政

策、活動需求、相關法

規與作業規範進行招

商 

P3.2.5 協助進行採購

協議書 /契約書簽署

與發布 

S44 基本消費行為數據收集能力 

T3.3 洽談贊助協議 
O3.3.1 贊助協

議書 

P3.3.1 擬定贊助商招

商提案書/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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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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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3.3.2 採購契

約書 

O3.3.3 贊助資

源統計表 

O3.3.4 贊助商

管理名冊 

P3.3.2 根據潛在贊助

商名單進行活動資源

內容組合或邀約 

P3.3.3 提供贊助協議

書 /需求書及契約書

給潛在贊助商 

P3.3.4 依照組織政

策、活動需求、相關法

規與作業規範進行招

商 

P3.3.5 協助進行贊助

協議書 /契約書簽署

與發布 

T3.4 執行贊助商/

供應商管理 

O3.4.1 資源運

用/ 分配計畫 

P3.4.1 根據贊助協議

進行活動贊助資源運

用，確保所有協議內

容均被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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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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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3.4.2 贊助商/

供應商資源管理

紀錄 

P3.4.2 尋求提升贊助

商價值及委託客戶活

動效益的方式，並予

以達成 

P3.4.3 進行成果分析

與後續追蹤，包括評

估未來潛在贊助機會 

 

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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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洽 談

與管理供

應商及贊

助商事宜 

T3.1 研擬供應商及

贊助商募集目標與

計畫 

O3.1.1 潛在供

應商/贊助商名單 

O3.1.2 績效預

估表 

O3.1.3 供應商

採購需求書 

P3.1.1 依據活動需

求，找出贊助機會與

制定財務募款目標 

P3.1.2 制定供應商 /

贊助商資源組合與預

期績效（投資報酬估

算） 

4 

K49 活動目標相關法規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2 顧客關係與客戶服務 

K55 專案管理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

題 

S20 科技運用技能 

S31 溝通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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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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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3.1.4 贊助商

招攬計畫書 

P3.1.3 制訂供應商採

購需求書 

P3.1.4 制訂贊助商招

攬計畫書 

K59 採購政策與作業規定 

K63 履約管理 

S36 客戶要求之語言能力 

S37 計畫書撰寫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S39 人際關係建立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41 採購技巧 

S42 顧客資料管理能力 

S43贊助商行業別的基本分析能力 

S44 基本消費行為數據收集能力 

T3.2 洽談供應商協

議 

O3.2.1 供應協

議書 

O3.2.2 採購契

約書 

O3.2.3 採購資

源統計表 

O3.2.4 贊助商

管理名冊 

P3.2.1 擬定供應商協

議書/契約書 

P3.2.2 根據潛在供應

商名單進行活動資源

內容組合協商或採購 

P3.2.3 提供採購協議

書 /需求書及契約書

給潛在供應商 

P3.2.4 依照組織政

策、活動需求、相關法

規與作業規範進行招

商 

P3.2.5 協助進行採購

協議書 /契約書簽署

與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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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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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3 洽談贊助協議 

O3.3.1 贊助協

議書 

O3.3.2 採購契

約書 

O3.3.3 贊助資

源統計表 

O3.3.4 供應商

管理名冊 

P3.3.1 擬定贊助商招

商提案書/契約書 

P3.3.2 根據潛在贊助

商名單進行活動資源

內容組合或邀約 

P3.3.3 提供贊助協議

書 /需求書及契約書

給潛在贊助商 

P3.3.4 依照組織政

策、活動需求、相關法

規與作業規範進行招

商 

P3.3.5 協助進行贊助

協議書 /契約書簽署

與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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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能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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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4 執行贊助商/

供應商管理 

O3.4.1 資源運

用/ 分配計畫 

O3.4.2 贊助商/

供應商資源管理

紀錄 

P3.4.1 根據贊助協議

進行活動贊助資源運

用，確保所有協議內

容均被遵守 

P3.4.2 尋求提升贊助

商價值及委託客戶活

動效益的方式，並予

以達成 

P3.4.3 進行成果分析

與後續追蹤，包括評

估未來潛在贊助機會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與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現況之用詞： 

1. 1.將「S20 科技運用技能」修正為「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2. 2.加入「S34 簡報技巧」。 

3. 3.將「S44 基本消費行為數據分析能力」修正為「S44 基本消費行為數據收集能力」。 

4.T3.2 工作任務為洽談供應商協議，因此工作產出「O3.2.4贊助商管理名冊」修正為「O3.2.4供應商管理名冊」。 

5.T3.3 工作任務為洽談贊助協議，因此工作產出「O3.3.4供應商管理名冊」修正為「O3.3.4贊助商管理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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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4 

110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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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協調

與執行活

動計畫 

T4.1 確認目標市場

與機會評估 

O4.1.1 行銷機

會比較分析 

O4.1.2 跨部門

會議紀錄 

O4.1.3 市場目

標調查分析表 

P4.1.1 使用行銷部門

提供的市場情報，辨

別與確認目標市場 

P4.1.2 辨別與評估進

行活動行銷的機會 

4 

K46消費市場分析 

K47 活動專案基本知識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3 問題分析 

K55 專案管理 

K57 行銷概念 

K58 創新思考 

K63履約管理 

K60 媒體溝通原理 

K61 廣告管理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題 

S31 溝通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S36 客戶要求之語言能力 

S37 計畫書撰寫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S39 人際關係建立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41 採購技巧 

S45 評估不同行銷活動運用機會與效

益技能 

S46 為行銷活動發展細節行動計畫 

S47 媒體溝通技巧 

S48 運用傳統與新興媒體進行行銷 

T4.2 取得行銷資源 

O4.2.1 跨部門

會議紀錄 

O4.2.2 行銷資

源彙整表 

O4.2.3 使用行

銷工具建議清單 

P4.2.1 依據行銷企

劃、跨部門合作與對外

採購程序，確認行銷資

源取得程序與可運用

時機 

P4.2.2 依據行銷執行

計畫，準備各項行銷

資源，包括與相關部

門協調，確認可在適

當時間提供可運用的

行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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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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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3 執行行銷計畫

與預算控管 

O4.3.1 行銷計

畫執行紀錄 

O4.3.2 行銷預

算支用表 

O4.3.3 行銷執

行成效與檢討報

告 

P4.3.1 運用利害關係

人和媒體建立的關

係，執行行銷計畫 

P4.3.2 按照計畫時間

依各項活動執行行銷

計畫，並確認行銷績

效 

P4.3.3 控制預算花費 

P4.3.4 製作行銷執行

成果與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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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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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協 調

與執行行

銷計畫 

T4.1 確認目標市場

與機會評估 

O4.1.1 行銷機

會比較分析 

O4.1.2 跨部門

會議紀錄 

O4.1.3 市場目

標調查分析表 

P4.1.1 使用行銷部門

提供的市場情報，辨

別與確認目標市場 

P4.1.2 辨別與評估進

行活動行銷的機會 

4 

K46消費市場分析 

K47 活動專案基本知識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3 問題分析 

K55 專案管理 

K57 行銷管理 

K58 創新思考 

K63履約管理 

K60 媒體溝通原理 

K61 廣告管理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題 

S20 科技運用技能 

S31 溝通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S36 客戶要求之語言能力 

S37 計畫書撰寫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S39 人際關係建立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41 採購技巧 

S45 評估不同行銷活動運用機會與效

益技能 

S46 為行銷活動發展細節行動計畫 

S47 媒體溝通技巧 

S48 運用傳統與新興媒體進行行銷 

T4.2 取得行銷資源 

O4.2.1 跨部門

會議紀錄 

O4.2.2 行銷資

源彙整表 

O4.2.3 使用行

銷工具建議清單 

P4.2.1 依據行銷企

劃、跨部門合作與對外

採購程序，確認行銷資

源取得程序與可運用

時機 

P4.2.2 依據行銷執行

計畫，準備各項行銷

資源，包括與相關部

門協調，確認可在適

當時間提供可運用的

行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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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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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3 執行行銷計畫

與預算控管 

O4.3.1 行銷計

畫執行紀錄 

O4.3.2 行銷預

算支用表 

O4.3.3 行銷執

行成效與檢討報

告 

P4.3.1 運用利害關係

人和媒體建立的關

係，執行行銷計畫 

P4.3.2 按照計畫時間

依各項活動執行行銷

計畫，並確認行銷績

效 

P4.3.3 控制預算花費 

P4.3.4 製作行銷執行

成果與檢討報告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現況之用詞： 

1.將「K57 行銷原理」修正為「K57行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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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5 

110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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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 協 調

現場活動

操作 

T5.1 確保活動現場

業務依計畫書及客

戶需求進行 

O5.1.1 工作手

冊（工作與人力

配置表） 

O5.1.2 檢覈表/

驗收表 

P5.1.1 依據活動計畫

書和活動管理計畫安

排活動執行次序 

P5.1.2 確認場地問題

或風險，將應變策略

納入活動計畫 

P5.1.3 發布現場各項

活動、資源、人員安排

給予主要負責人員、

供應商，並依現場需

要即時更新 

P5.1.4 活動前彩排並

向主要工作人員和供

應商進行工作簡報，

並釐清任何問題 

4 

K47 活動專案基本知識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5 專案管理 

K14 活動可行性的風險管

理考量 

K62 安全衛生法規與作業

規定 

K64 性別平等、兒童保護

及其他特別保護法規與作

業規定 

K65 防疫法規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題 

S31 溝通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49 危機處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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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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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1.5 與主要人員和

供應商建立現場聯繫

方式，並再次確認 

P5.1.6 對照活動計畫

與細部執行計畫確認

各項軟、硬體佈置，並

找出缺失迅速解決 

P5.1.7 確認各項安全

規劃符合法規與活動

計畫要求 

P5.1.8 確認活動人員

安全進出動線 

P5.1.9 透過觀察及人

員訊息即時交換，監

控與協調現場活動依

照活動計畫與客戶要

求進行 



 

169 

110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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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1.10 依照商定期

限及組織政策與程序

完成活動收尾 

T5.2 解決現場危機

與應變 

O5.2.1 緊急應

變流程與會議紀

錄 

O5.2.2 問題紀

錄與處理表 

O5.2.3 緊急處

理經驗學習報告 

P5.2.1 確認專案進行

問題的範圍、原因 

P5.2.2 聯繫協調組織

內外部利害關係人，

協議解決問題方案或

風險應變計畫，以確

保專案目標進度達成 

P5.2.3 運用適當資源

解決現場突發事件，

使危機衝擊最小化 

P5.2.4 與客戶保持溝

通聯繫，確保活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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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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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滿意度並做出必要

調整 

P5.2.5 完整且正確記

錄問題 /突發事件處

理情形 

 

107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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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 協 調

現場活動

操作 

T5.1 確保活動現場

業務依計畫書及客

戶需求進行 

O5.1.1 工作手

冊（工作與人力

配置表） 

O5.1.2 檢覈表/

驗收表 

P5.1.1 依據活動計畫

書和活動管理計畫安

排活動執行次序 

P5.1.2 確認場地問題

或風險，將應變策略

納入活動計畫 

5 

K47 活動專案基本知識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5 專案管理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題 

S31 溝通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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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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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1.3 發布現場各項

活動、資源、人員安排

給予主要負責人員、

供應商，並依現場需

要即時更新 

P5.1.4 活動前彩排並

向主要工作人員和供

應商進行工作簡報，

並釐清任何問題 

P5.1.5 與主要人員和

供應商建立現場聯繫

方式，並再次確認 

P5.1.6 對照活動計畫

與細部執行計畫確認

各項軟、硬體佈置，並

找出缺失迅速解決 

K14 活動可行性的風險管

理考量 

K62 安全衛生法規與作業

規定 

K64 性別平等、兒童保護

及其他特別保護法規與作

業規定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49 危機處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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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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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1.7 確認各項安全

規劃符合法規與活動

計畫要求 

P5.1.8 確認活動人員

安全進出動線 

P5.1.9 透過觀察及人

員訊息即時交換，監

控與協調現場活動依

照活動計畫與客戶要

求進行 

P5.1.10 依照商定期

限及組織政策與程序

完成活動收尾 

T5.2 解決現場危機

與應變 

O5.2.1 緊急應

變流程與會議紀

錄 

P5.2.1 確認專案進行

問題的範圍、原因 

P5.2.2 聯繫協調組織

內外部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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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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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5.2.2 問題紀

錄與處理表 

O5.2.3 緊急處

理經驗學習報告 

協議解決問題方案或

風險應變計畫，以確

保專案目標進度達成 

P5.2.3 運用適當資源

解決現場突發事件，

使危機衝擊最小化 

P5.2.4 與客戶保持溝

通聯繫，確保活動執

行滿意度並做出必要

調整 

P5.2.5 完整且正確記

錄問題 /突發事件處

理情形 

修正內容 

1.因應疫情以及訪談者實務經驗，在知識方面增加「K65防疫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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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6 

110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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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 撰 寫

結案報告 

T6.1 撰寫結案報告 

O6.1.1 專案結

案報告（ 包含

文字、影音、圖

片等） 

O6.1.2 贊助成

果報告 

P6.1.1 完成各階段活

動執行、贊助及供應

商管理、財務管理、

及各項履約管理紀錄 

P6.1.2 向利害關係人

提出活動執行之結果

報告，包含效益分

析，並提出改善建議 

P6.1.3 向贊助商提供

贊助成果報告書 

4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4 財務報表核實 

K55 專案管理 

K63 履約管理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題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50 結案報告撰寫技能 

S51 建議專案改善能力 

T6.2 結算核銷費用 
O6.2.1 費用明

細表 

P6.2.1 依據活動結算

表，進行各項請款及

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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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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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2.2 確認供應商履

行契約事宜，並支付

費用 

 

107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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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 撰 寫

結案報告 
T6.1 撰寫結案報告 

O6.1.1 專案結

案報告（ 包含

文字、影音、圖

片等） 

O6.1.2 贊助成

果報告 

P6.1.1 完成各階段活

動執行、贊助及外包

商管理、財務管理、及

各項履約管理紀錄 

P6.1.2 向利害關係人

提出活動執行之結果

報告，包含效益分析，

並提出改善建議 

4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4 財務管理 

K55 專案管理 

K63 履約管理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題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50 結案報告撰寫技能 

S51 提案改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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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職責基準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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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1.3 向贊助商提供

贊助成果報告書 

T6.2 結算核銷費用 
O6.2.1 費用明

細表 

P6.2.1 依據活動結算

表，進行各項請款及

核銷作業 

P6.2.2 確認供應商履

行契約事宜，並支付

費用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現況之用詞 

1.將「P6.1.1 完成各階段活動執行、贊助及外包商管理、財務管理、及各項履約管理紀錄」修正為「P6.1.1 完成各階段活動執行、贊助及供應商管理、

財務管理、及各項履約管理紀錄」。 

2.將「K54 財務管理」修正為「K54財務報表核實」。 

3.將「S51 提案改善能力」修正為「S51建議專案改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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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 

110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9親和關係 

A01主動積極 

A04自信心 

A05抗壓性高 

A10謹慎細心 

A11配合態度 

A12危機處理 

A13國際觀 

A14創新 

A15溝通協調 

 

107 年度職能基準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9親和關係 

A01主動積極 

A04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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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壓力容忍 

A10謹慎細心 

A11彈性 

A12應對不明狀況 

A13國際觀 

A14創新 

A15溝通協調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現況之用詞 

1.將「A05壓力容忍修正」為「A05 抗壓性高」。 

2.將「A11彈性」修正為「A11配合態度」。 

3.將「A12應對不明情況」修正為「A12危機處理」。 

 

說明與補充事項 

110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畢業科系：行銷、公關或廣告相關科系 

工作經歷：具獨立作業活動經驗，活動企劃或專案管理 2年以上 

語文能力：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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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證照或能力要求：能夠熟練 Microsoft 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IOS 系統 

其他要求：無 

 

107 年度職能基準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畢業科系：企劃相關科系 

工作經歷：具社團活動經驗或有大三大四相關實習經驗、活動企劃或專案管理 1 年以上 

語文能力：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多益 650~800 分），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能夠熟練 Microsoft 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 

其他要求：無 

修正內容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如下： 

1.將畢業科系由「企劃相關科系」修正為「行銷、公關或廣告相關科系」。 

2.將工作經歷由「具社團活動經驗或有大三大四相關實習經驗、活動企劃或專案管理 1 年”修正為「具獨立作業活動經驗，活動企

劃或專案管理 2年以上」。 

3.活動專案經理務重視外語溝通能力，而非語言證照分數，因此刪除「多益 650~800 分」之說明。 

4.在證照或能力要求方面，因應手機普及，增加「IOS 系統」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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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專家訪談以及期末審查之專家意見，設計裝潢業與會展活動管理業 5個職務之修正總表彙整如表 4-14與表 4-15。 

表 4-14 107年度與 110年度設計裝潢業職能更新彙整表 

展場設計師 

項目 107年度 110年度 說明 

職能基準之工作

描述 

與展場會場設計業務溝通與

協調客戶在裝潢之需求，以

進行設計與完稿 

與展場會場設計業務溝通，與協

調客戶裝潢需求、展場以及工程

結構，以進行設計與完稿 

依據訪談者工作經驗，增加「展場以及工程結構」之描

述 

職能基準之基準

級別 
3 5 

依據訪談者工作經驗，展場設計師需在複雜變動的情

況中，自主完成工作，依據訪談者建議將基準級別由 3

級提升至 5級。 

T2 探索並應用 3D

形式的創意設計

流程之知識 

K17展會裝潢趨勢 K17會展裝潢趨勢 錯別字修正 

T6 設計調整之知

識 
K30顧客關係管理  

依據訪談者建議，「K30 顧客關係管理」屬於業務工

作，非設計施工作，刪除之。 

態度 

A02 自我意識低才能符合/

理解客戶需求 

A06能應對不明狀況 

A11風險安全意識 

A02理解顧客需求 

A06危機處理 

A11風險管理意識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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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設計師 

項目 107年度 110年度 說明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畢業科系 

工業設計、美工設計、室內

設計 
美工設計、室內設計 

依據訪談者經驗，較少設計師工業設計畢業，因此刪除

「工業設計」之說明。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工作經歷 

有作品集、具美感與藝術性、

1 年以上實習或工作經驗優

先錄取 

有作品集、具美感與藝術性、3年

以上設計工作經驗優先錄取 

依據訪談者經驗，設計師非常重視實務經驗，修正文字

說明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語文能力 
具備簡單的英語溝通能力 

具備英語溝通能力(特別是國際

展覽) 
依據訪談者經驗，修正文字說明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證照或能力要

求 

3D MAX繪圖技巧、室內設

計、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或甲級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師法定資格之證照在錄取

後公司排考、AutoCAD、

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證照 

3D MAX 繪圖技巧、室內設

計 、 AutoCAD 、 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證照，動

畫軟體 

依據訪談者經驗，修正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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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會場設計業務 

項目 107年度 110年度 說明 

T1 客戶聯繫之行

為指標 

P1.1.1 主動打電話進行陌生

客戶拜訪，並詢問是否有展

場會場設計需求 

P1.1.1 主動打電話進行陌生客

戶開發，並詢問是否有展場會場

設計需求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將「陌生客戶拜訪」改為

「陌生客戶開發」 

T1 客戶聯繫之行

為指標 
P1.1.2 拜訪開發新客戶 P1.1.2 開發新客戶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刪除「開發」二字。 

T2 場地場勘之工

作任務 
T2.3 進出場確認 T2.3場地使用規範確認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委員意見，修正說法 

T4 現場施工協助

之工作產出 
O4.1.3未來合作計畫 O5.1.2未來合作計畫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委員意見，調整至「T5結案」 

態度 
A06能應對不明狀況 

A11風險安全意識 

A06危機處理 

A11風險管理意識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畢業科系 

室內設計等相關設計科系、

藝術相關、經營管理、企業

管理、國際商務、外交系 

室內設計等相關設計科系、藝術

相關、經營管理、企業管理、國

際商務 

依據訪談者建議，較少員工來自外交系畢業，因此刪除

之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語文能力 

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

（多益 650~800 分），南部

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

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依據訪談者建議，展場會場設計業務重視外語溝通能

力，而非語言證照分數，因此刪除多益「650~800 分」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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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工務人員 

項目 107年度 110年度 說明 

職能基準之工作

描述 

依據設計師所提供之設計完

稿及施工圖，整合施工廠商，

進行展場會場裝潢之施工。 

依據設計師所提供之設計完稿

及施工圖，整合施工廠商，進行

展場會場裝潢之監工 

依據訪談者工作經驗，將「施工」修正為「監工」 

職能基準之基準

級別 
3 4 

依據訪談者工作經驗，展場工務人員需在複雜變動的

情況中，自主完成工作，依據訪談者建議將基準級別由

3級提升至 4級 

工作職責 T3工程

監工與施工 
T3工程監工與施工 T3工程監工 

依據展場工務人員之工作描述，是監工非施工，因此將

T3工作職責之「施工」二字刪除 

工作職責 T3工程

監工之工作任務

T3.3 現場施工 

T3.3 現場施工  
依據展場工務人員之工作描述，是監工非施工，因此將

工作任務「T3.3現場施工」刪除 

工作職責 T4滿意

度管理 
T4滿意度管理  

依據訪談者工作經驗，此工作職責屬於業務範圍，刪除

「T4滿意度管理此工作職責」 

態度 

A03自我提升 

A06能應對不明狀況 

A11風險安全意識 

A03自我管理 

A06危機處理 

A11風險管理意識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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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工務人員 

項目 107年度 110年度 說明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畢業科系 

工業設計、室內設計、建築、

美工設計、藝術相關、水電

相關 

室內設計、建築、美工設計 

依據訪談者建議，展場工務人員之畢業科系較少來自

工業設計、藝術相關、水電相關等科系畢業，因此刪除

之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工作經歷 
無或 1 年以上，公司可培訓 相關工務經驗 2-3年 

依據訪談者建議，展場工務人員非常重視工作經歷，將

「無或 1 年以上，公司可培訓」修正為「相關工務經

驗 2-3年」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證照或能力要

求 

3D MAX 繪圖技巧、工程管

理、持有乙級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或甲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師法定資格等證照優

先錄取 

AutoCAD、工程管理、持有乙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或甲級職

業安全等證照優先錄取 

依據訪談者建議，展場工務人員較無「衛生管理師」之

證照要求，因此刪除之。此外，工務人員較常使用軟體

為 AutoCAD，非 3D MAX，將 3D MAX 調整為

Auto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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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107年度與 110年度會展活動管理業職能更新彙整表 

活動專案經理 

項目 107年度 110年度 說明 

在 T1 研究活動的

趨勢與實務之技

能方面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

動性和企業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

性和專業技能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 S02 說法 

在 T1 研究活動的

趨勢與實務之技

能方面 

 S27 應變能力 

依據訪談者建議，研究活動的趨勢與實務之工作需要

能了解活動之趨勢發展與應用，因此新增「S27 應變能

力此技能」 

在 T2 發展活動概

念之技能方面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

動性和企業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

性和專業技能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 S02 說法 

在 T2 發展活動概

念之行為指標 

P2.2.5 在發展概念和構想時

考量法規、風險和永續性 

P2.2.5 在發展概念和構想時考

量法規、風俗民情、風險和永續

性 

依據訪談者建議，增加「風俗民情」之說明 

在 T3 分析活動與

建立模式之技能

方面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

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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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專案經理 

項目 107年度 110年度 說明 

在 T4 發展活動計

畫與執行之技能

方面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

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在 T5 制定與執行

行銷計畫之知識

方面 

K24 影響行銷活動的法律

議題 
K24 法律基本知識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 K24之說法 

在 T5 制定與執行

行銷計畫之技能

方面 

S18 評估現有與新興行銷科

技的技術技能 

S18 評估成熟與新興行銷科技的

技術技能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 S18之說法 

在 T6 發展與執行

公關策略之知識

方面 

K26 在建立及推廣組織形象

識別時所用的方法 

K26在建立及推廣組織形象時所

用的方法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在 T6 發展與執行

公關策略之知識

方面 

K27 公關與其它行銷管理面

向連結的方式 

K27公關與其它行銷面向連結的

方式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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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專案經理 

項目 107年度 110年度 說明 

在 T6 發展與執行

公關策略之技能

方面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

動性和企業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

性和專業技能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 S02 說法 

在 T6 發展與執行

公關策略之技能

方面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

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在 T6 發展與執行

公關策略之技能

方面 

S20 科技運用技能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 S20說法 

在 T7 準備與監控

預算之知識方面 

K36 用來準備與監控預算的

會計軟體程式之特性與功能 
K36Excel 軟體使用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在 T7 準備與監控

預算之技能方面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

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在 T7 準備與監控

預算之技能方面 
S20 科技運用技能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 S20說法 

在 T8 團隊發展與

領導之技能方面 

S07 分析複雜資訊的讀寫技

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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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專案經理 

項目 107年度 110年度 說明 

態度 
A05壓力容忍 

A06追求卓越 

A05抗壓性高 

A06企圖心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之用詞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畢業科系 
企劃相關科系 行銷、公關或廣告相關科系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說明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工作經歷 

具社團活動經驗，活動企劃

或專案管理 5 年以上 

獨立作業活動經驗，活動企劃或

專案管理 5 年以上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說明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語文能力 

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

（多益 650~800 分），南部

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

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依據訪談者建議，活動專案經理務重視外語溝通能力，

而非語言證照分數，因此刪除「多益 650~800 分」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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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專案人員 

項目 107年度 110年度 說明 

職能基準之工作

描述 

蒐集與分析活動專案資訊，

擬定活動企劃，洽談與管理

供應商及贊助商，現場執行

活動專案及預算管理。 

擬定活動企劃，洽談與管理供應

商及贊助商，現場執行活動專案 
依據訪談者工作經驗，修正工作描述內容 

T1 蒐集與分析活

動專案資訊之知

識 

 K19 提昇活動永續性的方法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增加「K19 提昇活動永

續性的方法」 

T1 蒐集與分析活

動專案資訊之知

識之技能 

S20 科技運用技能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 S20說法 

T2 擬定活動企劃

之技能 
K57行銷原理 K57行銷概念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現況之用詞 

T2 擬定活動企劃

之技能 
S20 科技運用技能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 S20說法 

T3 洽談與管理供

應商及贊助商事

宜之技能 

S20 科技運用技能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專家建議，修正 S20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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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專案人員 

項目 107年度 110年度 說明 

T3 洽談與管理供

應商及贊助商事

宜之技能 

 S34 簡報技巧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專家之建議，加入「S34簡報技巧」 

T3 洽談與管理供

應商及贊助商事

宜之技能 

S44 基本消費行為數據分析

能力 
S44基本消費行為數據收集能力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現況之用詞 

T3 洽談與管理供

應商及贊助商事

宜之工作任務 

O3.2.4贊助商管理名冊 O3.2.4供應商管理名冊 

依據訪談者以及期末審查會議專家之建議，T3.2工作任

務為洽談供應商協議，因此工作產出「O3.2.4贊助商管理名

冊」修正為「O3.2.4供應商管理名冊」 

T3 洽談與管理供

應商及贊助商事

宜之工作任務 

O3.3.4供應商管理名冊 O3.3.4贊助商管理名冊 

依據訪談者以及期末審查會議專家之建議，T3.3工作任

務為洽談贊助協議，因此工作產出「O3.3.4 供應商管理名

冊」修正為「O3.3.4贊助商管理名冊」 

T4 協調與執行行

銷計畫之知識 
K57行銷原理 K57行銷概念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現況之用詞 

T5 協調現場活動

操作之知識 
 K65 防疫法規 

因應疫情以及訪談者實務經驗，在知識方面增加「K65

防疫法規」 

T6 撰寫結案報告

之行為指標 

P6.1.1 完成各階段活動執

行、贊助及外包商管理、財

務管理、及各項履約管理紀

錄 

P6.1.1 完成各階段活動執行、贊

助及供應商管理、財務管理、及

各項履約管理紀錄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現況之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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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專案人員 

項目 107年度 110年度 說明 

T6 撰寫結案報告

之知識 
K54財務管理 K54財務報表核實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現況之用詞 

T6 撰寫結案報告

之技能 
S51提案改善能力 S51建議專案改善能力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現況之用詞 

態度 

A05壓力容忍 

A11彈性 

A12應對不明情況 

A05抗壓性高 

A11配合態度 

A12危機處理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較符合實務現況之用詞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畢業科系 
企劃相關科系 行銷、公關或廣告相關科系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說明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工作經歷 

具社團活動經驗，活動企劃

或專案管理 5 年以上 

獨立作業活動經驗，活動企劃或

專案管理 5 年以上 
依據訪談者建議，修正說明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語文能力 

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

（多益 650~800 分），南部

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

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依據訪談者建議，活動專案經理務重視外語溝通能力，

而非語言證照分數，因此刪除「多益 650~800 分」之

說明 

說明與補充事項

之證照或能力要

求 

能夠熟練  Microsoft 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 

能 夠 熟 練  Microsoft 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IOS

系統 

依據訪談者建議，因應手機普及，增加「IOS 系統」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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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職能基準 

國際職能基準的比較，主要是以美國 O*NET-SOC 2021所提供的資料為主。因為

沒有直接對應到設計裝潢業與會展活動管理業的職能基準，因此設計裝潢業的職能基

準選擇比對美國的佈景與展覽設計師；會展活動管理業遊選擇比對美國的會議、大會

和活動策劃者的職能基準進行分析，提供國內參考。 

（一）設計裝潢業 

在設計裝潢業展場設計師部分，佈景與展覽設計師與本研究整理的職能

基準內容相較，類似的部分在工作任務包括：準備佈景的草圖和比例工作圖，

包括平面圖、風景和要建造的屬性；與客戶和員工協商收集有關展覽空間、

提議的主題和內容、時間表、預算、材料或促銷要求的信息；選擇和購買佈

景建造所需的木材和硬件。技術技能包括：Office套件軟體、影片創建和編輯

軟體。知識包括：美術、設計、建築和施工、設計。技能包括有：監控、批判

性思維、溝通、複雜問題解決、積極傾聽等。詳細資料如下。 

1.美國 O*NET-SOC 2021，27-1027.00，佈景與展覽設計師（Set and Exhibit 

Designers） 

(1)工作任務（Task） 

重要性 類別 任務 

77 核心 根據主題、預算、研究消息和可用位置的評估，開發佈景設計。 

71 核心 準備佈景的草圖和比例工作圖，包括平面圖、風景和要建造的屬性。 

68 核心 
準備擬議展品的初步效果圖，包括詳細的結構、佈局和材料規格，

以及與特殊效果或照明等方面相關的圖表。 

68 核心 閱讀腳本以確定位置、設置和設計要求。 

67 核心 
提交計劃以供批准，並調整計劃以滿足預期目的，或符合預算或製

造限制。 

65 核心 參加排練和製作會議，以獲取和分享與佈景相關的信息。 

62 核心 
與客戶和員工協商收集有關展覽空間、提議的主題和內容、時間表、

預算、材料或促銷要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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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類別 任務 

62 核心 
研究適合所描繪時期的建築和風格元素，必要時諮詢專家以獲取

信息。 

60 核心 
與負責燈光和音響的人員合作，以便這些製作方面可以與佈景設

計或展覽佈局相協調。 

59 核心 選擇套裝道具，例如家具、圖片、燈具和地毯。 

53 核心 
設計和構建場景設計的比例模型，或用於拍攝背景或特效的微型

場景。 

66 輔助 檢查要包含在展品中的物品，以計劃展示它們的位置和方式。 

65 輔助 
指派員工完成設計理念並準備草圖、插圖和佈景的詳細圖紙，或

圖形和動畫。 

60 輔助 
檢查安裝的展品是否符合規範以及特效組件的操作是否令人滿

意。 

60 輔助 
估算與佈景或展覽相關的成本，包括材料、施工和道具或地點的

租賃。 

59 輔助 
針對特定位置的問題進行規劃，例如空間限制、交通流模式和安

全問題。 

58 輔助 獲取或安排獲取完成展品所需的樣本或圖形。 

57 輔助 
設計和生產可用於裝飾窗戶、室內展示或活動場所（例如街道和

露天市場）的展示和材料。 

57 輔助 
指導和協調施工、安裝或裝飾活動，以確保佈景或展品符合設

計、預算和進度要求。 

56 輔助 協調在場外建造的裝置的運輸，並在使用現場協調它們的設置。 

55 輔助 
與管理員協商確定如何處理展品的環境因素，如照明、溫度和濕

度，以便保護物體並增強展品。 

53 輔助 選擇和購買佈景建造所需的木材和硬件。 

53 輔助 安排外部承包商搭建展覽結構。 

51 輔助 將安全系統納入展覽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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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術技能（Technology Skills） 

類別 軟體 

計算機輔助設計 CAD軟體 

Autodesk AutoCAD 

Autodesk Revit 

Dassault Systemes SOLIDWORKS 

Trimble SketchUp Pro 

數據庫管理系統軟體 

Microsoft SQL Server 

Oracle PL/SQL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software 

數據庫用戶界面和查詢軟體 

Microsoft Access 

Oracle software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SQL 

桌面排版軟體 Adobe Systems Adobe InDesign 

開發環境軟體 
Adobe Systems Adobe Creative Suite 

Eclipse IDE 

文檔管理軟體 Adobe Systems Adobe Acrobat 

電子郵件軟體 Microsoft Outlook 

文件版本控制軟件 
Apache Subversion SVN 

Git 

圖形或照片成像軟體 

Adobe Systems Adobe Illustrator 

Adobe Systems Adobe Photoshop 

Autodesk Maya 

Graphics software 

物件導向開發軟體 

C++  

Microsoft Visual C# 

Oracle Java 

Python 

Office套件軟體 Microsof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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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軟體 

操作系統軟體 UNIX 

演示軟體 Microsoft PowerPoint 

電子表格軟體 Microsoft Excel 

程序測試軟體 
JUnit 

TestNG 

影片創建和編輯軟體 

Act-3D Quest3D 

 Adobe Systems Adobe After Effects 

Autodesk 3ds Max 

Figure 53 QLab 

網路平台開發軟體 JavaScript 

(3)知識（Knowledge） 

重要性 類別 任務 

78 美術 
了解創作、製作和表演音樂、舞蹈、視覺藝術、戲劇和雕塑作品

所需的理論和技術。 

77 設計 
了解生產精密技術計劃、藍圖、圖紙和模型所涉及的設計技術、

工具和原則。 

76 計算機和電子 
電路板、處理器、芯片、電子設備和計算機硬件和軟件的知識，

包括應用程序和編程。 

68 建築和施工 
有關建造或修理房屋、建築物或其他結構（如高速公路和道路）

的材料、方法和工具的知識。 

65 歷史和考古學 了解歷史事件及其原因、指標以及對文明和文化的影響。 

64 英語能力 
了解英語語言的結構和內容，包括單詞的含義和拼寫、組成規則

和語法。 

60 傳播和媒體 
媒體製作、傳播和傳播技術和方法的知識。這包括通過書面、口

頭和視覺媒體進行通知和娛樂的替代方式。 

52 教育訓練 
了解課程和培訓設計的原則和方法，個人和團體的教學指導，以

及培訓效果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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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類別 任務 

52 
公共安全與保

護措施 

了解相關設備、政策、程序和策略，為了保護人民、數據、財產

和機構，促進有效的地方、州或國家的安全營運。 

50 行政管理 
具有戰略規劃，資源分配，人力資源典範，領導技巧，生產方法，

以及人力資源協調的商業和管理原則方面的知識。 

50 設計 
掌握製作精密技術計劃、藍圖、圖畫和模型的設計技術、工具和

原理方面的知識。 

48 機械 了解機器和工具，包括其設計，使用，維修和保養。 

46 數學 算術、代數、幾何、微積分、統計及其應用知識。 

43 生產和加工 
了解原材料、生產過程，品質管控、成本以及使其貨物有效生產

和分配最大化的技術。 

41 行政和管理 
了解涉及戰略規劃、資源分配、人力資源建模、領導技術、生產

方法以及人員和資源協調的業務和管理原則。 

(4)技能（skill） 

重要性 技能 技能描述 

69 監控 
監視/評估您自己，其他個人或組織的績效以進行改進或採取糾

正措施。 

63 批判性思維 
使用邏輯和推理來識別替代解決方案，結論或問題方法的優缺

點。 

63 營運分析 分析需求和產品要求以創建設計。 

63 閱讀理解 了解與工作相關的文檔中的書面句子和段落。 

56 複雜問題解決 
識別複雜問題並查看相關資訊，以開發和評估選項，並實施解

決方案。 

53 積極傾聽 
充分注意別人在說什麼，花時間了解要點，適當地提問，不要

在不適當的時間打擾。 

53 協調 根據他人的行為調整行動。 

53 服務導向 積極尋找幫助人們的方法。 

53 溝通 與他人交談以有效地傳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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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技能 技能描述 

53 寫作 根據觀眾的需要，有效地進行書面交流。 

50 主動學習 了解新資訊對當前和未來的問題解決與決策的影響。 

50 判斷和決策 考慮選擇最合適的潛在行動的相對成本和收益。 

50 系統分析 
確定系統應該如何工作以及條件，操作和環境的變化將如何影

響結果。 

50 時間管理 管理自己的時間和其他人的時間。 

47 指導 教別人如何做某事。 

41 說服力 說服他人改變主意或行為。 

38 談判 召集其他人並試圖調和分歧。 

28 營運分析 分析需求和產品需求，以創建設計。 

25 數學 使用數學解決問題。 

25 社會洞察力 意識到他人的反應並理解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反應。 

25 系統分析 
確定系統應該如何工作以及條件、操作和環境的變化將如何影

響結果。 

(5)能力（Ability） 

重要性 能力 能力描述 

75 想法的流暢性 
就一個主題提出許多想法的能力（想法的數量很重要，而不是

它們的質量、正確性或創造力）。 

72 口頭理解能力 傾聽和理解通過口語和句子表達的信息和想法的能力。 

69 可視化 想像事物在移動後或部件移動後，重新排列時的外觀的能力。 

69 獨創性 
針對給定的主題或情況提出不尋常或聰明的想法，或開發解決

問題的創造性方法的能力。 

69 問題敏感性 
分辨出什麼時候出錯或可能出錯的能力。不涉及解決問題，僅

識別存在問題。 

（二）會展活動管理業 

在會展活動管理業活動專案經理部分，會議、大會和活動策劃者與本研

究整理的職能基準內容相較，類似的部分在工作任務包括：與客戶協商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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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活動的目標和要求；協調活動的服務；檢查活動設施以確保它們符合客戶

要求；根據客戶的需求去評估和選擇提供服務者等。技術技能包括：圖形或

照片編輯軟體、簡報軟體、電子試算表軟體、網頁創建和編輯軟體等。知識

包括：客戶和個人服務、傳播和媒體、文書等。技能包括有：協調、批判性思

維、服務導向、解決問題等。詳細資料如下。 

1.美國 O*NET-SOC 2021，13-1121.00–會議、大會和活動策劃者（Meeting， 

Convention， and Event Planners） 

(1)工作任務（Task） 

重要性 分類 任務 

90 核心 
與客戶協商以確定活動的目標和要求，例如會議、正式會議和大型集

會。 

89 核心 檢查活動賬單的準確性並批准付款。 

85 核心 
協調活動的服務，例如參與者的住宿和交通、設施、餐飲、標牌、展

示、特殊需求的要求、打印和活動安全。 

84 核心 安排視聽設備、交通、展示和其他活動需求的可用性。 

84 核心 在選定的活動地點與工作人員協商以協調細節。 

83 核心 檢查活動設施以確保它們符合客戶要求。 

82 核心 保留活動方面的記錄，包括財務細節。 

79 核心 
監控活動以確保遵守適用的法規和法律、參與者的滿意度以及解決任

何問題。 

77 核心 與飯店、會議中心和發言人等供應商和提供服務者談判合同。 

77 核心 根據客戶的需求去評估和選擇提供服務者。 

76 核心 根據客戶要求計劃和開發程式、議程、預算和服務。 

75 核心 僱用、培訓和監督活動所需的志願者和支持人員。 

75 核心 進行事後評估，決定如何改進未來的活動。 

71 核心 直接管理細節，例如財務運作、宣傳材料的傳播以及回應問題。 

69 核心 
與贊助商和組委會會面，以計劃活動的範圍和形式，制定和監控預算

或審查管理程序和活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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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分類 任務 

58 核心 
閱讀貿易刊物、參加研討會並諮詢其他會議專業人士，以了解會議管

理標準和趨勢。 

70 輔助 編列報名活動的參與者。 

68 輔助 制定活動主題並選擇有特色的演講者。 

64 輔助 
通過執行與專業和貿易協會會面、製作小冊子和其他出版物等任務，

促進會議、集會和貿易展覽服務。 

52 輔助 設計和實施宣傳活動和提升贊助。 

51 輔助 
獲得消防和衛生部門的許可，以在活動中架設展示和展品並提供食

物。 

(2)科技技能（Technology Skills） 

類別 軟體 

客戶關係管理 CRM 軟體 
Blackbaud The Raiser's Edge、Microsoft Dynamics、 Oracle 

Eloqua 

資料庫用戶界面和查詢軟體 

Certain、 Data entry software、 Dean Evans & Associates 

EMS Professional、FileMaker Pro、Lenos、MemberClicks 

COMPLETE 、 Microsoft Access 、 NSF Hospitality 

Rendezvous Events 

桌面通訊軟體 ParentSquare 

桌面排版軟體 Adobe Systems Adobe InDesign、Microsoft Publisher 

電子郵件軟體 IBM Lotus Notes、Microsoft Outlook 

設施管理軟體 MeetingMatrix International 

財務分析軟體 Delphi Discovery、Delphi Technology 

圖形或照片編輯軟體 
Adobe Systems Adobe Photoshop 、 SmugMug Flickr 、

Trimble SketchUp Pro 

網頁瀏覽器軟體 Web browser software 

地圖製作軟體 
ESRI ArcGIS software、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software 

網絡會議軟體 LogMeIn GoToWebinar 



 

200 

類別 軟體 

辦公套裝軟體 Google Drive、Microsoft Office 

簡報軟體 Mentimeter、Microsoft PowerPoint 

項目管理軟體 

Active Network EventRegister、Microsoft Project、Oracle 

Primavera Enterprise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

Planstone、Convention Industry Council CIC APEX Toolbox 

銷售和行銷軟體 Marketo Marketing Automation 

電子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 

視頻會議軟體 LogMeIn GoToMeeting 

網頁創建和編輯軟體 Facebook、LinkedIn、Social media sites 

網頁平台開發軟體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 

文書處理軟體 Google Docs、Microsoft Word 

(3)知識（Knowlodge） 

重要性 知識 說明 

83 客戶和個人服務 
了解提供客戶和個人服務的原則和流程。這包括客戶需求

評估、滿足服務品質標準和客戶滿意度評估。 

81 英語 
了解英語的結構和內容，包括單詞的含義和拼寫、組成規

則和語法。 

68 傳播和媒體 
了解媒體製作、傳播和傳播技術和方法的知識。這包括通

過書面、口頭和視覺媒體進行通知和娛樂的替代方式。 

63 文書 
了解行政和文書程序和系統，例如文書處理、管理文件和

記錄、速記和錄音、設計表格以及其他辦公程序和術語。 

61 行政和管理 
了解策略規劃、資源分配、人力資源、領導技術、生產方

法以及人員和資源協調的業務和管理原則。 

57 計算機和電子 
了解電路板、處理器、芯片、電子設備和計算機硬體和軟

體的知識，包括應用程序和程式設計。 

54 公共安全性 
了解相關設備、政策、程序和策略，以促進地方、州或國

家安全行動，並保護人員、資料、財產和機構。 

50 法律和政府 
了解法律、法院程序、前例、政府法規、行政命令、機構

的規則和民主政治程序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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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能（Skills） 

重要性 知識 說明 

75 傾聽 
全神貫注於其他人所說的話，花時間理解所提出的觀點，

適當提出問題，並且不在不適當的時候打斷。 

75 閱讀理解 理解工作相關文件中的書面句子和段落。 

75 談話 與他人交談時有效地傳達信息。 

72 協調 根據他人的行動調整行動。 

72 批判性思維 
使用邏輯和推理來確定替代解決方案、結論或解決問題的

方法的優缺點。 

72 服務導向 積極尋找幫助人們的方法。 

72 社會洞察力 意識到他人的反應並理解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反應。 

69 時間管理 管理自己的時間和他人的時間。 

66 解決問題 
識別複雜問題並審查相關信息以製定和評估選項並實施解

決方案。 

66 判斷和決策 考慮潛在行為的相對成本和收益，以選擇最合適的行動。 

63 監管 
檢視/評估您自己、其他個人或組織的績效，以進行改進或

採取糾正行為。 

63 說服 說服他人改變主意或行為。 

63 寫作 根據觀眾的需要，以書面形式進行有效的交流。 

60 主動學習 了解新信息對當前和未來的問題解決和決策的影響。 

60 談判 將其他人聚集在一起並試圖調和分歧。 

56 人事資源管理 在人們工作時激勵和指導他們，辨認最適合這份工作的人。 

56 系統分析 
確定系統如何工作以及變更條件、操作和環境的變化將如

何影響結果。 

53 系統評估 
確定系統性能的步驟或指標，以及與系統目標相關的改進

或糾正性能所需的行為。 

50 指導 教別人如何做某事。 

50 財務資源管理 決定花多少金額來完成工作，並對這些支出進行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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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力（Ability） 

重要性 知識 說明 

75 口語理解 傾聽和理解通過口語和句子表達的信息和想法的能力。 

75 口語表達 通過說話傳達信息和想法的能力，以便其他人理解。 

75 語音識別 識別和理解另一個人的語言的能力。 

75 書面理解 閱讀和理解以書面形式呈現的信息和想法的能力。 

75 書面表達 以書面形式傳達信息和想法，使他人能夠理解的能力。 

72 演繹推理 將一般規則應用於特定問題以產生有意義的答案的能力。 

72 問題敏感性 
能夠判斷什麼時候出現問題或可能出現問題。不涉及解決

問題，只是知道那裡存在問題。 

69 想法的流暢性 
從一個主題提出許多想法的能力（想法的數量很重要，而

不是它們的品質、正確性或創造力）。 

69 口齒清晰度 說話清晰，使其他人能夠理解您。 

66 歸納推理 
組合片段資訊以形成一般規則或結論的能力（包括在看似

不相關的事件之間找到關係）。 

66 近視力 能夠在近距離（觀察者的幾英尺內）看到細節。 

66 獨創性 
針對給定的主題或情況提出不常見或聰明的想法，或想出

解決問題的創造性方法的能力。 

63 信息排序 

根據特定規則或一組規則（例如，數字、字母、單詞、圖

片、數學運算的模式）以某種順序或模式排列事物或動作

的能力。 

53 類別靈活性 以不同的方式組合事物，產生或使用不同的規則。 

53 遠視力 看到遠處細節的能力。 

53 選擇性注意力 在一段時間內專注於一項任務而不會分心的能力。 

50 數學推理 選擇正確的數學方法或公式來解決問題的能力。 

50 分時 
在兩個或多個活動或信息來源（如語音、聲音、觸摸或其

他來源）之間來回切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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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知識 說明 

50 可視化 
能夠想像某物在四處移動後或當其部件移動或重新排列時

會是什麼樣子。 

五、國際會展組織之專業證照比較 

關於國際會展組織之專業證照，其中引進台灣的主要國際會展證照之認證機構包

含 IAEE的 CEM（國際展覽）與 Events Industry Council （簡稱 EIC）主辦之 CMP（國

際會議）認證考試。由於本研究之研究範疇聚焦於「設計裝潢業」與「會展活動管理

業」，以下針對「會展活動管理」、「設計裝潢業」 職能認證之主要國際專業會展組

織：IAEE，UFI，EIC，MPI，ILEA 以及 PCMA 分別介紹其相關會展認證計畫。 

（一）國際展覽暨活動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xhibitions and Events，IAEE） 

1.The Certified in Exhibition Management （CEM） 

展覽管理認證 （CEM） 認證是全球公認的認證，展示了整個展覽和

活動管理領域的最高專業標準。它最初創建於 1975 年，目的在提高活動

行業的專業標準，它仍然是專業成就的首要標誌。考取 CEM 認證，必須

具備至少 3 年展覽管理全職工作經驗，或具備管理學士學位以上者，3 年

內修滿 11門課程中之 9 門課，並考試及格，始發予證書。CEM 的訓練計

畫可根據學員的特定需求和興趣，量身打造適合其短期或長期的職涯目標

之課程。 透過實體與線上課程，再經測驗合格而取得認證。CEM 的課程

與認證目前在包括美國、加拿大、巴西、中國、印度、韓國、墨西哥、葡

萄牙、沙特阿拉伯、新加坡、西班牙、台灣和泰國等國家/地區皆有提供。 

2.GBAC Technician Program 

IAEE 與全球清潔行業協會 ISSA 合作 ，透過培訓幫助展覽和活動業

者在 COVID-19 和其他傳染病的局勢下得以安全有效地恢復面對面的商

業環境。其培訓課程主要目標是為工作場所的生物危害做好準備、應對和

恢復。GBAC 利用線上基礎課程講授關於場地清潔消毐的基礎知識，向學

員傳授有關傳染病爆發的情況（例如新型冠狀病毒）下，其感染和污染控

制措施的基本原則。學員在 30天內完成課程則可獲得來自 ISSA 的「全球

生物風險諮詢委員會」頒發的結業證書，並且可以使用「GBAC 培訓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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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頭銜以提昇其專業價值並有助於升遷。透過此基礎線上課程的培訓，

可以為雇主和客戶帶來了更高的商業價值，增加更多的競爭力。 

（二）國際展覽業協會（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UFI） 

1.UFI 與 UCP 課程 

UCP（UFI Certified Professional）代表 UFI認證專業人士；UCP 課程

規劃包含兩大面向：基礎課程和專業認證。UFI 是全球展覽業品質的代名

詞，其使命在於帶領並提供全球展覽業者專業的服務，而 UCP 計劃則是

UFI因應其會員的需求而誕生，透過 UCP 認證計畫提供展覽專業課程與認

證。通過認證的學員代表在展覽業能秉持專業知識、經驗與創新知能，以

業界最高專業標準為其雇主在展場上執行展覽實務。 

2.UFI 的專業認證模組 

欲取得 UFI專業認證的基本資格，學員須先完成 UFI的基礎課程，以

及 16 小時的模組化訓練。基於前述帶領並提供全球展覽業者專業的服務

的使命，UFI 致力於提供用於培訓全球展覽專業人士專業模組課程。透過

全球化的教育訓練與專業人士交流，提高其會員業者共生共榮的機會。更

透過國際認證，提高展覽從業人員的專業。其認證課程的重要精神在於培

訓課程提供全球學員一個可以強化策略與實務經驗交流的教育平台。並透

過專業人士之間的交流形成社群，匯集展覽實務運作的成功因素，而提升

學員在展覽業職場的工作職能。 

（三）活動產業協會 Events Industry Council（簡稱 EIC） 

1.CMP認證在臺濫觴：活動產業協會（EIC）所認證之 CMP證照（The Certified 

Meeting Professional；簡稱 CMP）起源於 1985 年，是全球會議界最具影響

力之證照之一。 為協助國人在會展認證教育上與國際接軌，提升業者國

際競爭力，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自 101 年引進由活動產業協會（EIC）主辦

之 CMP 認證在台舉辦，迄今十年有成，對於台灣會展人才培育與國際認

證接軌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 

2.CMP 專業認證課程模組：具體而言，CMP 認證引進台灣，其於會展人力

素質之提升，建基於其完善的認證課程模組。CMP 在台認證計畫係以三年

以上會展實務或教學工作者為認證對象，該課程模組係由 CMP 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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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帶領，全程採英文授課。其對於活動產業的專業會議人員之訓練涵蓋：

策略規劃、專案管理、風險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利害關係人

管理、會議與活動設計、現場管理、行銷與專業主義共計十大領域。在訓

練課程後再經過認證考試，通過後方可取得認證。 

（四）國際會議專才協會（Meeting Professionals International，MPI） 

MPI 在會議專業人才之培育與發展居世界領導地位，透過推動會議和活

動產業與其從業人員的職涯發展外，並透過課程模組，將會議與活動產業專

業人士連結，以便他們可以產生增進交流而產生更多具啟發、教育和激勵性

質的體驗。 

MPI 所提供的培育課程與認證課程模組，隨著深度與廣度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時數規劃，以使學員與會展從業人士能得到完整、及時且符合產業動態

之所需的培訓與認證。 

其培育課程深入淺出，從充實學員有關會議活動之基礎知識之基本訓練

營，到各式活動與會議執行與管理之相關課程如下： 

1.基本訓練營：為時 6小時 

2.地方文化課程：3小時 

3.活動危機溝通：4小時 

4.活動策略行銷：4小時 

5.遊輪會議與活動：4小時 

6.場館專業銷售：6小時 

7.合約與談判：6小時 

8.活動緊急應變：6小時 

9.實體虛擬整合會議：6 小時 

10.視訊會議與虛擬活動管理：20小時 

11.進階活動設計與策略：24小時 

12.體驗活動系列：全系列 20小時，可單元選課 

針對認證而設計的認證課程模組則包含：活動策略、活動數據分析、活

動設計、會議管理與疫情下之活動與會議管理等五大領域。隨各領域認證內

容規劃有 4~48小時的認證模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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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動領導策略家認證：4小時 

2.活動數據分析認證：6 小時 

3.疫情時代會議與活動認證：20小時 

4.活動設計認證：24小時 

5.會議管理認證：48小時 

綜上所述，可知MPI提供的培育課程模組相當多元且與時俱進，並隨著

課程份量而有對應的時數規劃，主題涵蓋了會議與活動之規劃、行銷與管理

等多面向，對於文化與危機處理議題也頗重視，更在疫情時期增加了許多虛

擬會議與活動相關的課程模組；同時，認證課程模組則以精實見長，並對於

後疫情時代的會議與活動管理也領風氣之先，推動聚焦疫情因應之認證。 

（五）國際現場活動協會（International live event Association，ILEA） 

1.ILEA現況 

ILEA 國際現場活動協會（ILEA）的係由數以千計、遍布全球的創意

活動產業之專業人士所組成的社群，這些專業人士的職能、專業與經驗對

全球的現場活動具有舉足輕重的貢獻。 

ILEA 的核心功能主要在為現場活動的各個環節之活動製作與管理增

色，透過成員間的合作、領導力展現與創意分享，ILEA的成員得以提供最

好的作品給他們的客戶。 

ILEA 成員主要分布在北美地區，另外也有部分中東以及香港的業者

加入。以行業別來看，其成員包括活動策劃者/製作人、活動餐飲服務供應

商、會議策劃者、裝潢業者、視聽技術人員、會議協調員、演藝人員、教

育工作者、記者、攝影師、飯店銷售經理等等。其中，展會活動的規劃人

員/製作人佔最大宗，約 56%；其餘演藝人員、教育工作者分別佔 7%、商

業活動服務供應商佔 6%、活動餐飲服務供應商佔 5%，會議服務、、活動

行銷等各有 2%～3%不等的比例。 

2.CSEP（Certified Special Events Professional）特殊活動專家認證 

此認證係由 ILEA 所推動，透過此認證的專業人士在其現場活動產業

的職業生涯可以得到很大的助力。透過此認證訓練，學員投注大量的時間

與精力後，可以充分了解到現場活動的元素、可以將其專業經驗與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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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在現場活動的各個環節與層面。通過認證的成員未必需要飽讀多元學

科教材，但必得是熟稔現場活動執行程序，善於組織與動員活動專業團隊、

並得以精確溝通活動願景進而帶動團隊成功執行活動。認證的學員通常是

活動的企劃人員或是製作人，如果認證學員是活動產業的供應商或是協力

廠商，則需要具備對活動產業的知識與了解，以便在活動作業中可以與活

動產業其他相關業者溝通。 

(1)CSEP 報考資格：報考 CSEP 可以透過下列三種資格其中任一種： 

a.5年以上的活動產業全職實務工作資歷並出具證明文件 

上述活動產業全職實務工作資歷之證明，可接受的文件包

含（但不侷限於）：人事或人力資源部門出具之正式在職證明、

W2 表格副本、1040 表格副本、營業稅報表、T-4 表格、公司

註冊函，或營業執照加上業主證明/或主管證明。惟履歷表並非

合格的證明文件。 

b.3 年以上的活動產業全職實務工作資歷並出具證明文件，外加

一份來自目前已取得 CSEP 認證且仍在職者的推薦信，並明確

說明候選人是否適合 CSEP 認證計劃。  

上述活動產業全職實務工作資歷之證明，可接受的文

件包含（但不侷限於）：人事或人力資源部門出具之正式在

職證明、W2 表格副本、1040 表格副本、營業稅報表、T-

4 表格、公司註冊函，或營業執照加上業主證明/或主管證

明。惟履歷表並非合格的證明文件。 

c.3 年以上的活動產業全職實務工作資歷，外加從認可的飯店/活

動產業課程計畫取得之 1至 2年之證書或文憑。 

i.上述活動產業全職實務工作資歷之證明，可接受的文件包含

（但不侷限於）：人事或人力資源部門出具之正式在職證明、

W2表格副本、1040 表格副本、營業稅報表、T-4 表格、公

司註冊函，或營業執照加上業主證明/或主管證明。惟履歷表

並非合格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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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上述教育文憑證明可接受的文件包含：成績單、學位/文憑/

證書副本。 

(2)認證考試說明：以下依據 2021年版本的 CSEP 認證說明，針對認證

考試進行介紹。考題涵蓋六大領域，關於題型、考試時間與各領

域主題細節說明如下： 

a.題型：選擇題，上限 115題 

b.時間：2.5～3.75小時（取決於電腦選題之題數與題目複雜程度） 

c.領域：共分六大領域，其下各有 1~5 個不等的主題，各領域的

配分與主題，以下分別敘述之。 

i.策略展望與客戶結盟：14%-18% 

◆評估專案範疇 

◆活動決策方向之策略規畫 

ii.專案管理：26%-38% 

◆時間管理 

◆財務管理 

◆人力管理 

◆利害關係人 

iii.風險管理：10%-12% 

◆對與會人、活動本身與利害關係人之風險辨識與評

估 

◆風險診斷與因應之持續過程 

◆許可證管控與落實 

◆保險設計 

◆活動發展與執行之保全作業 

iv.活動管理與執行：10%-16% 

◆活動設計 

◆活動執行 

v.外部溝通：4%-7% 

◆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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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專業道德與終生學習態度：2%-4% 

◆最高從業道德標準 

◆終生學習態度 

◆遵循政府法規 

（六）專業會議管理協會(Professional Conven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PCMA)  

1.協會重要性 

PCMA 成立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於 1958 年正式註冊為非營

利組織，其總部於 2000 年遷至芝加哥。由於其會員皆為各行各業翹楚，其

成員於活動產業的規劃人員與供應商各半（52：48）；其中，有 68%的成

員具有 10 年以上的活動產業從業經驗；有 78%的成員在所屬組織中扮演

決策者的角色；因而 PCMA 亦於全球商業活動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2.協會核心功能 

基於 PCMA 之專業與人脈，其核心功能與願景在於促進全球經濟與社

會轉型。具體而言，PCMA 領導社會與經濟的進步、帶領商業活動產業在

專業與從業人士職涯發展，進而促進產業成員的企業成長與組織成功。 

3.成員分布概況 

PCMA 於北美、歐洲、中東和亞洲有 8,400 名專業學生會員，以及超

過十萬名商業活動產業人士。目前共計有 17 個分會，分布遍及 40 個國家。 

4.旗下組織：PCMA 旗下的組織包含： 

(1)PCMA 基金會（PCMA Foundation）：PCMA 為從業成員的學生、

研究人員與教授，以及相關的活動專業組織募集獎金與專案資金。

透過對於活動產業的教育與研究的贊助支持活動產業。 

(2)刊物 Convene：Convene是一份屢獲殊榮的期刊，創刊於 1986 年，

是商務活動行業的卓越出版品，其發行對象為高達 36,000名的會議

組機構成員。 

(3)PCMA 數位體驗研究所（PCMA Digital Experience Institute）：PCMA

數位體驗研究所是直播、數位活動與線上線下整合會議的權威，同

時並職掌數位活動策略家（Digital Event Strategist）之認證。 

https://www.pcma.org/convene/
https://www.pcma.org/products/des/
https://www.pcma.org/products/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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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CMA 亞太分會 PCMA APAC（PCMA ASIA PACIFIC）：亞太分會

在墨爾本和新加坡設有團隊，代表澳大利亞、新西蘭、東南亞和北亞

的活動產業客戶。亞太地區匯集了不同的文化、活動目的地和種族，

PCMA APAC 協助其於活動策劃中融入獨特體驗。 

(5)PCMA EMEA 分會 PCMA EMEA（EUROPE，MIDDLE EAST & 

AFRICA）：EMEA 分會由位於北愛爾蘭、精力充沛的 Jaimé Bennett 

領導，代表歐洲、中東和非洲的活動企畫業者與供應商，從業人員涵

蓋目的地管理組織（Destina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DMO）、

協會、專業會議公司 （Professional Convention Organizer，PCO）、

會議中心、飯店業者，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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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論、建議與研究限制 

一、結論 

會展產業可以帶動周邊產業的蓬勃發展，連帶帶動相關產業的人才需求。但是除

了對於量的需求外，對於會展人才的「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塊。職能基準即是提供

判斷從業人員是否具有能執行該職務相關知識能力的判斷指標，透過對於職能基準的

調查，才能提供對於政府、業界與教育單位對於會展人才訓練的指標，也能協助業界

招募到適合職務的優秀人才。 

107年已完成裝潢業與會展活動管理業 5項工作職能基準，但 109的新冠疫情對

於設計裝潢業者與會展活動管理業者有相當大的衝擊，員工所具備的職能也需要重新

審視並加以調整。因為在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狀況下，業界對於職能基準會有不同的

要求，透過修正職能基準，才能對於人才的選用、任用與留才等，提供更為明確的方

向。110年會展職能基準更新研究計畫透過對於員工與主管的訪談與問卷調查，修正

過去建置的職能基準，更新部分包括工作描述、職能級別、工作職責、工作任務、工

作產出、行為指標、知識、能力、態度與其他工作條件等等。因此，本計畫統整於 110

年的幾個主要成果說明如下： 

有關會展專業人力職能基準、專業知識、能力與態度，設計裝潢業與會展活動管

理業分述如下： 

（一）在職能基準方面 

根據勞動部的職能分級標準，將職能級別依據需要被監督管理，以及需

要的專業知識，與策略思考的能力由第一級分到第六級。由本研究初步的調

查結果顯示，在一般監督下，獨立完成工作，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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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完成專業工作。職能級別介於 3-6

級。設計裝潢業需要有專業的學歷背景，而會展活動管理業的活動專案經理

以及活動專案人員較無畢業科系以及專業證照之要求與限制，屬於做中學、

累積實作經驗之職務。 

（二）在專業知識方面 

1.設計裝潢業：不論是展場設計師、展場會場設計業務或是展場工務人員，

都需要與人溝通協商，因此最需要的專業知識是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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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應時代潮流與發展，展場設計師需充實流行建築元素與材質等

相關專業知識以及具備成本與利潤概念，3D 空間設計以及平面視覺設計

是基礎專業知識。展場會場設計業務是設計師與客戶之間橋樑，須具備

溝通談判技巧以及成本與利潤概念。展場工務人員則需展場建置，工程

領域相關專業知識與證照（例如防火管理員，乙級室內裝修證，職業安

全）是特別重要的。 

2.會展活動管理業：活動專案經理與活動專案人員都需要對客戶以及參與

活動民眾溝通協調，因此專業知識以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最重要。活動

專案經理能具備新想法或辦展方式以及法律知識（例如保密協定）等專

業知識，對於活動規劃與執行很重要。活動專案人員則是為了撰寫企畫

書與製作簡報，需要基礎文書、美編、計畫書撰寫與簡報等專業知識。 

（三）在專業能力方面 

1.設計裝潢業：因應疫情需要，展場設計師需要線上辦展規劃與行能力，

因為需要跟客戶或是業務溝通，溝通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展場會場設計

業務需要與顧客互動，需要溝通談判與說服表達能力。在舉行活動時，

隨時會有突發情況產生，展場工務人員需要有風險管理之應變能力。 

2.會展活動管理業：舉辦會展活動分為前中後等三個階段，並且需依據時

代潮流創新活動內容，因此，活動專案經理以及活動專案人員需具備溝

通協調能力、熟稔文書美編能力（例如商業套裝軟體的 Word、Excel 以

及 PowerPoint）以及新媒體應用能力（例如 Google Meet、Microsoft Teams、 

或是 virtual platform）。此外，活動專案經理需要資訊判讀能力做出適合

決策。 

（四）在態度方面 

1.設計裝潢業：設計策展過程繁雜，需要細心，對會展產業具有熱忱、風險

管理意識、以及抗壓性高等特質，才能規劃與思考周全，如實達成客戶

的各項要求與期望。  

2.會展活動管理業：舉辦會展活動需要大家共同合作完成，加上現場活動

會有許多狀況，因此團隊意識、抗壓性高以及配合態度非常重要。 

（五）在薪資與職涯發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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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計裝潢業：新進設計師薪資大約 3.5萬-5.5 萬元左右。設計業務人員需

要 2-3年工作經驗，大約 3.3萬-3.5萬元。工務人員需要 2-3年工作經驗，

薪資大約 4 萬-4.5 萬元左右。設計師、設計業務人員以及工務人員非常

需要工作經驗，其薪資成長幅度與升遷依公司大小而有所不同與調整。 

2.會展活動管理業：活動專案經理大約要求 3-4 年工作經驗，起薪約 4-6

萬。活動專案人員則是 1 年相關工作經驗，起薪約 3 萬-4.5 萬元，若是

大學新鮮人，起薪約 2.6 萬-3 萬元。活動專案經理與活動專案人員之薪

資與職涯發展與工作經驗與能力有非常高相關性，其薪資成長幅度與升

遷依公司大小而有所不同與調整。 

（六）與國際職能接軌 

1.會展專業職能接軌措施：我國會展專業人才之職能與國際接軌的主要推

手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 Meet Taiwan─「推動台灣會展產業發展計畫」。

該計畫除了提供國內會展業者許多提高商機，帶動產業成長的協助之外，

對於促進會展從業人員的職能與國際接軌更不遺餘力─除了培育我國會

展產業從業人員之專業技能，開辦會展人才培育各類專業課程之外，對

於國際會展組織的動向也具有重要的橋接角色。此外，並積極建立我國

會展人才認證制度、引進國際認證考試與世界接軌。其具體措施包含： 

(1)建置會展人才及師資資料庫。 

(2)開辦專業培訓課程，培育會展專業人才。 

(3)邀請國際會展組織及知名會展顧問來台授課及交流。 

(4)蒐集及分析其他國家之培訓制度資料，參酌調整台灣會議展覽服

務業之人才培育。 

Meet Taiwan「推動臺灣會展產業發展計畫」透過上述持續且積極做

法，建立會展產業認證制度及人才資料庫，更致力於與國際接軌、提昇會

展人才素質、促使台灣會展人才適才適所。 

2.會展職能之國際接軌：綜合本次研究內容關於我國會展職能培訓、國際

證照引進與業界專家訪談結果，以及 Meet Taiwan「推動臺灣會展產業發

展計畫」的成果可知，目前在會展專業職能的人才培育與國際認證接軌

上，包含會展活動管理與設計裝潢業之職能，在「知識」與「能力」面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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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認證接軌國際，有相當程度的效益。其中，透過 CEM， CMP 之培訓

課程與認證，皆有助於增進會展從業人員的「知識」與「能力」。然而，

在「技術技能」面，卻較難透過認證接軌國際。以下針對本研究範疇之

「會展活動管理」職能與「設計裝潢」職能之國際接軌狀況，分別說明

之： 

(1)會展活動管理職能之國際接軌：本研究所定義之會展活動管理業

從業人員包含「活動專案經理」與「活動專案人員」。根據第四章

彙整之業界專家見解與 Meet Taiwan「推動臺灣會展產業發展計畫」

會展人才培育成果可知：「活動專案經理」與「活動專案人員」在

會展活動管理核心的知識與能力，可以透過 CEM， CMP 之培訓

課程、培訓計畫、認證計畫有所提升。上述培育課程與認證，在活

動產業職能之策略規劃、專案管理、風險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

源管理、利害關係人管理、會議與活動設計、現場管理、行銷與專

業主義、展場流行病與場地安全控管等領域的「知識」與「能力」，

提供相當多元、務實且豐富的專業知識與能力的挹注，其接軌國際

的成效也受到受訪之業界專家肯定。惟「技術技能」仰賴活動現場

之經驗累積與傳承甚鉅，較難設計對應之配套課程培訓與認證。 

(2)設計裝潢業之國際接軌：根據本研究第四章對業界專家的訪談結

果可知，包含展場設計業務、展場設計師與展場工務人員，其職能

的養成，相當大的比重是透過經驗的累積與傳承而得，較難透過課

程訓練養成，或是透過單一證照來檢核從業人員的職能。故而透過

國際認證與國際接軌，目前仍未有有效的認證工具可資引用。其中，

展場業務人員主要的職能為業務能力，是最倚重經驗傳承與機會教

育者；對展場工務人員的證照要求，多為水電、建築營建領域與環

安領域；而展場設計則側重美工與室內設計職能。基於此多元分工

的本質，以上職能殊難融合收斂於單一認證。 

具體而言，根據本研究第四章，以美國 O*NET-SOC 2021 國際職能基

準進行的比較，以展場設計師之工作任務與職能為例，其與國際職類相同的

工作任務包括：準備佈景的草圖和比例工作圖，包括平面圖、風景和所要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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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場景之屬性；與客戶和員工協商收集有關展覽空間、提議的主題和內容、

時間表、預算、材料或促銷要求的訊息；選擇和購買佈景建造所需的木材和

硬體。技術技能包括：Office套裝軟體、影片製作和編輯軟體。知識包括：

美術、設計、建築和施工、設計。技能包括有：監管、批判性思維、溝通、

複雜問題解決、積極傾聽等，以上職能不論是知識或是技術技能，目前並沒

有對應於會展業專屬的證照；而由訪談結果可知，設計師在會展業的從業背

景多為美工與室內設計專長，其職能養成高度倚賴業內的經驗傳承與師徒制

模式，故而對於會展設計裝潢業職能目前暫不存在專屬於會展業的專業認證。 

二、建議 

因應環境變化修正職能基準，對會展業界人力發展有所貢獻。本研究經過深度訪

談以及員工問卷調查結果後，相關建議如下。 

（一）新增建置符合現況職務需求之能力 

2020 年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會展產業都受到很大的影響與衝擊，不

論是設計裝潢業或是會展活動管理業舉辦線上展覽與遠距會議將會是服務

項目之一。雖然台灣疫情已經獲得控制，但未來仍有可能影響會展活動的進

行，如何提升員工相關線上參展工具應用能力，舉辦線上會展活動會是重要

的。此外，2019年是 5G商用元年，會將 VR、AR、AI與 5G結合應用於會

展教學中（周菲菲、田敏，2020）。因此，為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辦展

挑戰，員工需要具備線上與線下數位參展工具應用能力。因此，使員工熟悉

上述現代資訊技術以及新會議線上軟體（例如 Google Meet、Microsoft Teams、 

Zoom、Webex、Skype等等），使員工熟悉 Hybrid meeting 運作模式。此外，

因應多元顧客需求，辦展專案經理需要創新、設計沈浸式體驗、了解 virtual 

platform 等知識與技能，將藝文、文化、科技結合相結合，深化與創新線下

體驗，使消費者有不同之展覽提驗。此外，數位化乃是完全不同領域的技術

（多媒體互動設計、網站設計、IT產業），會展產業可與上述產業合作並了

解應用。因此，如何提升員工線上與線下數位參展工具應用能力實有其重要

性，本研究建議可增加「活動數位策略管理」此工作職務以因應數位科技快

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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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高 EQ之溝通協調、解決問題以及危機處理能力 

策展過程變動性非常高，因應不同客群需求與要求，唯有以雙贏的心態

不斷溝通討論，不厭其煩地協調並解決所有問題才能達成。例如面對國外客

人，重視外語能力溝通，而非外語證照分數高低。因此，不論是設計裝潢業

或是會展活動管理業員工而言，高 EQ的耐心溝通以及緊急事故處理能力是

非常重要的。特別是現今疫情變動更容易造成會展產業從業人員或是顧客心

理不安定感增加。因此，本研究建議可增加「應變協調管理」此工作職務以

因應現行環境變動。 

（三）培養員工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知識與態度 

近年來全球環保意識抬頭，永續發展及綠色會展概念逐漸受到重視，為

降低會展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融入 ISO 20121 永續精神和 PAS 2060 碳

中和，G20 承諾各國將在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對此台灣必須從政

策面和產業面積極進行綠色轉型。因此，SDGs 未來落實於會展產業中，主

管應培育員工需具備相關 SDGs 知識與態度，使參展能符合 SDGs 精神。例

如，籌備過程中以 Google Meet 取代見面會談，選用再生材料、環保材質

（如再生紙）製作宣傳物，規劃設置宣導環保、綠色作法、永續概念之推廣

攤位等等。 

（四）實務培育課程十分重要 

正確工作態度與經驗對會展專業人員來說非常重要，需要許多臨場的工

作經驗以培養工作所需技能與態度，正確工作態度可由實務培育，強調「邊

做邊學」的重要。因此，大學期間可從社團活動及展場打工中累積相關會展

經驗，職場上則透過相關活動經驗累積。 

（五）建立相關訓練課程 

職能基準建置與更新可以協助學界與業界在育才時能有遵循的方向，因

此希望能透過職能基準所得到的相關資料，建置以應用為導向的課程，並提

供給教育單位與在職訓練機構之開課參考，以培育出符合設計裝潢業與會展

活動管理業之實務需求人才。依據此次的研究資料蒐集過程，針對兩個產業

提出課程地圖。此外，依據員工自評結果，不論是設計裝潢業或是會展活動

管理業，基層員工在技術與態度自評分數上普遍低於中階管理者與高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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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展場工務人員以及專案人員普遍較低之自評分數。因此，產業管理階層

可以此課程地圖為基礎，提升基層員工、展場工務人員以及專案人員之技能

與態度。 

圖 5-1 設計裝潢業課程地圖 

圖 5-2 會展活動管理業課程地圖 

三、研究限制 

110年會展職能基準更新研究計畫著重於展場設計師、展場會場設計業務、展場

工務人員、活動專案經理、活動專案人員等 5項工作，但不同工作應有不同之工作職

能，例如專案管理、平面視覺、空間設計、展覽秘書、採購等職業。若未來能持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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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他工作之職能基準調查，對於設計裝潢業與會展活動管理業將有更全面之認識與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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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台灣首府大學－飯店管理學系 https：//hotel.tsu.edu.tw/files/11-1017-2694.php?Lang=zh-

tw 

25.台灣首府大學課程查詢 https：//register.tsu.edu.tw/files/90-1042-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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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台灣首府大學－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https：//tm.tsu.edu.tw/files/15-1014-29088，c96-

1.php?Lang=zh-tw 

27.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https：

//csulsm.csu.edu.tw/wSite/ct?xItem=289648&ctNode=20224&mp=10303&idPath=20156_20

160_20224 

28.正修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csweb4.csu.edu.tw/ 

29.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https：

//aflweb.csu.edu.tw/wSite/lp?ctNode=9144&mp=221513&idPath= 

30.正修科技大學－觀光遊憩系 http：

//tourism.csu.edu.tw/wSite/lp?ctNode=13657&mp=810201&idPath=9566_13383_13657 

31.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會展活動管理系 http：

//ib.hdut.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63 

32.李國賢室內設計證照教室 http：

//www.teacherleehc.com.tw/edcontent_d.php?lang=tw&tb=5&id=105 

33.亞洲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webs.asia.edu.tw/courseinfo/ 

34.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http：//webc2.must.edu.tw/jtmust018/index.php/j-stuff 

35.明新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sss.must.edu.tw/RWD_CosInfo/ 

36.明道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http：//www.dhm.mdu.edu.tw/zh_tw/Curriculum/day 

37.東南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http：//id.tnu.edu.tw/zh_tw/page3 

38.東海大學－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http：

//srhm.thu.edu.tw/web/page/page.php?scid=28&sid=31 

39.東海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https：

//thotel.thu.edu.tw/%E8%AA%B2%E7%A8%8B%E8%B3%87%E8%A8%8A/%E5%A4%A7

%E5%AD%B8%E9%83%A8/%E8%AA%B2%E7%A8%8B%E8%A6%8F%E5%8A%83/ 

40.長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https：//dweb.cjcu.edu.tw/h-ba/files/363 

41.長榮大學－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https：//dweb.cjcu.edu.tw/fss/files/172 

42.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 https：

//collego.edu.tw/Highschool/DepartmentIntro?dept_id=051044 

43.長榮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http：//dweb.cjcu.edu.tw/ib/files/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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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長榮大學－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http：//dweb.cjcu.edu.tw/mice/files/666 

45.長榮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eportal.cjcu.edu.tw/syllabus 

46.長榮大學課程配當系統 https：//eportal.cjcu.edu.tw/Syllabus/Home/Plan 

47.長榮大學－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https：

//collego.edu.tw/Highschool/DepartmentIntro?dept_id=051022 

48.南台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 

49.活動產業諮議會 https://www.eventscouncil.org/ 

50.致理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https：//ba100.chihlee.edu.tw/p/405-1032-87630，c1848.php 

51.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 https：//sh100.chihlee.edu.tw/p/412-1041-40.php 

52.致理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https：//ml100.chihlee.edu.tw/p/412-1036-3937.php 

53.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理系 https：//ca100.chihlee.edu.tw/p/405-1042-88879，

c930.php 

54.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https：//it100.chihlee.edu.tw/p/404-1031-40647.php 

55.致理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https：//ai100.chihlee.edu.tw/p/404-1034-6779.php 

56.致理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https：//im100.chihlee.edu.tw/p/412-1037-2196-1.php 

57.致理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https：//ae100.chihlee.edu.tw/p/405-1039-54225，c1932.php 

58.修平科技大學－企業經營管理系 https：

//ibm.hust.edu.tw/?item=41&type=list&isEn=0&dir=20957 

59.修平科技大學課程查詢 https：

//pisj.hust.edu.tw/jack2005/DataQuery/QueryCourseNew/Course_Query1.jsp 

60.修平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https：

//ae.hust.edu.tw/?item=41&type=list&isEn=0&dir=40404 

61.真理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

//sso.au.edu.tw/AU/outside.aspx?mainPage=QQBwAHAAbABpAGMAYQB0AGkAbwBuA

C8AVABLAEUALwBUAEsARQAyADIALwBUAEsARQAyADIAMQAwAF8AMAAxAC

4AYQBzAHAAeAA= 

62.健行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

//cos.uch.edu.tw/course_info/pubinfomain/pubinfomain.html#2014 

63.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203.71.172.85/Public/Publi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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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國立宜蘭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

//acade.niu.edu.tw/NIU/outside.aspx?mainPage=LwBBAHAAcABsAGkAYwBhAHQAaQBv

AG4ALwBFAE4AUgAvAEUATgBSAEEAMAAvAEUATgBSAEEAMQAyADAAXwAwA

DEALgBhAHMAcAB4AA==&ayear=105&faculty_code=BLH 

65.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http：

//dba.nkust.edu.tw/zh_tw/class1/universityclass/day_part_4 

66.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http：

//www.md.nkust.edu.tw/student.php?item_id=294&item=5 

67.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 http：//www.dmlm.nkust.edu.tw/basic/?node=10035 

68.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https：//b024.nkust.edu.tw/p/404-1027-

640.php?Lang=zh-tw 

69.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https：//english.nkust.edu.tw/p/412-1098-

5972.php?Lang=zh-tw 

70.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 http：

//tm.kuas.edu.tw/%e6%97%a5%e9%96%93%e9%83%a8%e5%9b%9b%e6%8a%80/ 

71.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203.68.4.71/Pub/PubCur.asp 

72.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

//www.doc.ncnu.edu.tw/ncn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24&Itemid

=448 

73.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querycourse.ntust.edu.tw/querycourse/#/ 

74.國際展覽業協會 https://www.ufi.org/ 

75.國際會議專業組織 https://www.mpi.org/ 

76.淡江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esquery.tku.edu.tw/acad/ 

77.清水室內設計裝修學院 https：

//www.chingshuei.com.tw/iterior_design_certification_b_class.html 

78.勞動力發展署 https：

//tcnr.wda.gov.tw/cp.aspx?n=5C6BE71F26FE16BF&s=C0950B2A8D9C0DFD 

79.勞動力發展署全球資訊網-職能基準介紹

https://icap.wda.gov.tw/Knowledge/knowledge_introduc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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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景文科技大學－會議展覽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http：//micedep.just.edu.tw/files/11-1057-

5665-1.php 

81.景文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deans.just.edu.tw/public/CourseQry_Public.aspx 

82.朝陽科技大學 

83.開南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portal.knu.edu.tw/info/mainframe2.aspx 

84.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https：//kntrh.knu.edu.tw/p/412-1033-454.php?Lang=zh-

tw 

85.義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https：

//www.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27&dept_id=8&page_id=34350 

86.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https：

//www.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20&dept_id=11&page_id=40022 

87.義守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

//netreg.isu.edu.tw/wapp/wapp_sha/wap_s140000_bilingual.asp 

88.義守大學－應用英語系 https：

//www.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36&dept_id=5&page_id=31966 

89.義守大學－觀光學系 https：

//www2.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09&dept_id=2&page_id=30502 

90.萬能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weboffice.vnu.edu.tw/web_cos/ 

91.僑光科技大學－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https：//hmm.ocu.edu.tw/p/412-1053-

608.php?Lang=zh-tw 

92.僑光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ocuap.ocu.edu.tw/B2KPortal/ 

93.實踐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ap.kh.usc.edu.tw/STU1/STU1/SC0102.aspx 

94.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https：//tm.kh.usc.edu.tw/p/412-1030-3275.php?Lang=zh-tw 

95.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課程資訊查詢 https：//aao.tpcu.edu.tw/files/11-1026-954-

1.php?Lang=zh-tw 

96.赫綵設計學院 https：//www.appedu.com.tw/ 

97.遠東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https：//www.feu.edu.tw/edu/race/05.html 

98.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 http：//mmdep.takming.edu.tw/p/403-1029-

21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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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netinfo.takming.edu.tw/tip/comm_open.php 

100.樹德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

//info.stu.edu.tw/ACA/student/QueryAGECourse/index.asp 

101.澳洲資歷架構委員會 https://training.gov.au/ 

102.醒吾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campus.hwu.edu.tw/hwc/f_index.html 

103.醒吾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https：//c009.hwu.edu.tw/Category?CId=4396 

104.靜宜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alcat.pu.edu.tw/2011courseAbstract/main.php 

105.龍華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

//www.lhu.edu.tw/oapx/lhuplan/query/course_qry.aspx 

106.嶺東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https：//ml.ltu.edu.tw/p/405-1025-10023，

c1130.php?Lang=zh-tw 

107.嶺東科技大學課程查詢系統 https：//course.ltu.edu.tw/StudySelect.aspx 



 

227 

錄二  員工職能問卷 

一、設計裝潢業 

 

110 年度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會展職能基準更新研究」 

您好！我們是中華國際會議展覽協會的研究團隊，今年度受外貿協會委託，需針對設計裝潢業

進行職能落差盤點，請您針對各項技能與態度評估自己所具備的能力。本研究為不記名問卷，不涉

及團隊與個人績效考核，只提供給本研究進行分析使用，請放心作答。 

中華國際會議展覽協會 研究團隊 敬上 

 工作能力項目 

職能自評 

非常

少 
        

非常

多 

1 2 3 4 5 6 7 8 9 10 

技

能 

1. 閱讀並解讀有

關色彩理論資

訊的讀寫能力 

          

2. 計算不同色彩

數量與比例的

計算能力 

          

3. 進行不同色彩

搭配和不同元

素搭配調整的

視覺能力 

          

4. 理解溝通與協

商技巧 
          

5. 理解與閱讀能

力 
          

6. 3D 視覺設計運

用能力 
          

樣本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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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效連結能力           

8. 顧客導向           

9. 彈性思考能力           

10.資訊科技能力           

11. 科技運用技能           

12. 正確傾聽能力           

13. 客戶服務與聯

繫能力 
          

14. 表達說服能力           

15. 業務拓展與客

戶開發 
          

16. 人脈建立           

17. 時間管理           

18. 問題分析           

19. 問題解決           

20. 組織規劃能力           

21. 緊急應變能力           

22. 整合能力           

23. 詞彙編撰能力           

24. 創新導向           

25. 品質導向           

26. 成果導向           

27. 分析推理能力           

28. 創新能力           

態

度 

1. 工作熱忱           

2. 自我意識低才

能符合 /理解客

戶需求 

          

3. 自我管理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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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4. 謹慎細心           

5. 追求卓越           

6. 好奇開放           

7. 抗壓性           

8. 團隊協同合作           

9. 正向積極誠信

負責 
          

10. 風險管理意識           

11. 團隊意識           

12. 高 EQ           

13. 活潑外向           

14. 主動積極           

15. 企圖心           

16. 績效導向           

17. 專案管理           

18. 負責任           

19. 督導糾正           

20. 準時守法           

基本資料 

1.性        別  男性      女性 

2.年        齡  25歲以下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歲以上  

3.擔任工作類別  展場設計師  展場會場設計業務  展場工務人員 其他 

4.目前職位年資  0~6個月   7~12個月   1~2年      2~3年    3年以上 

5.職        級  基層員工  中階管理者  高階管理者 

6.請問您建議開設哪些課程可以增進自我的職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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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展活動管理業 

 

110 年度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會展職能基準更新研究」 

您好！我們是中華國際會議展覽協會的研究團隊，今年度受外貿協會委託，需針對會展活動管

理業進行職能落差盤點，請您針對各項技能與態度評估自己所具備的能力。本研究為不記名問卷，

不涉及團隊與個人績效考核，只提供給本研究進行分析使用，請放心作答。 

中華國際會議展覽協會 研究團隊 敬上 

 工作能力項目 

職能自評 

非常

少 
        

非常

多 

1 2 3 4 5 6 7 8 9 10 

技

能 

1. 溝通與協商技

能 
          

2. 發展活動創新

概念的主動性

和企業技能 

          

3. 發展複雜概念、

技術或管理定

位與構想的思

考技能 

          

4. 處理複雜構想

和策略管理實

務的書寫技能 

          

5. 學習和自我管

理的技能 
          

6. 規劃和組織技

能 
          

樣本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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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析複雜資訊

的讀寫技能 
          

8. 預估成本並發

展預算方案的

計算技能 

          

9. 發展與調整構

想以回應各種

創意、管理和運

作挑戰 

          

10. 發展策略定位

並提出建議，

以因應複雜的

活動管理和執

行困難的問題

解決技能 

          

11. 發展活動管理

的創新模式，

與提出建議的

主動性和創新

技能 

          

12. 批判性思考技

能 
          

13. 解決管理層面

的營運議題的

問題解決技能 

          

14. 諮詢利害關係

人以發展有效

的活動計畫之

團隊合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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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動辨識創意

行銷機會的技

能 

          

16. 制訂行銷資源

策略與情境的

運作技能 

          

17. 評估行銷活動

與挑戰，制訂

策略性回應的

問題解決技能 

          

18. 評估現有與新

興行銷科技的

技術技能 

          

19. 協助發展公關

計畫與策略的

研究技能 

          

20. 科技運用技能           

21. 研擬預算達到

組織目的 
          

22. 運算技能，理

解與分析財務

資訊，並進行

預測 

          

23. 解決問題技能           

24. 對預算發展負

責的自我管理

技能 

          

25. 團 隊 工 作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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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能協調整

合組織內其他

成員的建議，

並提供預算管

理的方向 

26. 傾聽技巧           

27. 市場調查技巧           

28. 基礎文書與資

訊記錄能力 
          

29. 客戶服務技巧           
30. 籌辦活動所需

使用現有和新

興技術 

          

31. 簡報技巧           
32. 預算分配與執

行技能 
          

33. 客戶要求之語

言能力 
          

34. 計畫書撰寫技

能 
          

35. 人際關係建立           
36. 採購技巧           
37. 顧客資料管理

能力 
          

38. 贊助商行業別

的基本分析能

力 

          

39. 基本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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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能力 

40. 評估不同行銷

活動運用機會

與效益技能 

          

41. 為行銷活動發

展細節行動計

畫 

          

42. 媒體溝通技巧           
43. 運用傳統與新

興媒體進行行

銷 

          

44.危機處理技巧           
45. 結案報告撰寫

技能 
          

46.提案改善能力           

態

度 

1.主動積極           

2.自我管理           

3.自我提升           

4.自信心           

5.壓力容忍           

6.追求卓越           

7.好奇開放           

8.心胸開放           

9.親和關係           

10.謹慎細心           

11.彈性           

12.國際觀           

13.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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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1.性        別  男性      女性 

2.年        齡  25歲以下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歲以上  

3.擔任工作類別  活動專案經理  活動專案人員  其他 

4.目前職位年資  0~6個月   7~12個月   1~2年      2~3年    3年以上 

5.職        級  基層員工  中階管理者  高階管理者 

6.請問您建議開設哪些課程可以增進自我的職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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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職能基準 

一、設計裝潢業職能內涵分析編碼一覽表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職能內涵 

（A=attitude 態度） 

K01色彩屬性與色彩關係 

K02不同色彩理論及不同情境應用 

K03色彩的情緒、文化與情境面向 

K04有關色彩使用的解釋和選擇 

K05試驗色彩所需的材質、工具和設備 

K06其他業者使用色彩的方式 

K07 具尺寸測量概念，讓 3D 設計圖與現

場施工精準符合 

K08 智慧財產相關議題與勞安法規對設計

面向的影響 

K09設計流程的創意思維技巧 

K10應用於 3D 形式的設計元素與原則 

K11 設計 3D 形式所需的材質、工具與設

備 

S01 閱讀並解讀有關色彩理論資訊的讀寫

能力 

S02 計算不同色彩數量與比例的計算能力 

S03 進行不同色彩搭配和不同元素搭配調

整的視覺能力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5 理解與閱讀能力 

S06 3D視覺設計運用能力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S11 正確傾聽能力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A01工作熱忱 

A02理解顧客需求 

A03自我管理 

A04謹慎細心 

A05追求卓越 

A06危機處理 

A07好奇開放 

A08壓力容忍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0正向積極誠信負責 

A11風險管理意識 

A12 對會展產業具有熱忱 

A13 正直誠實 

A14 高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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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職能內涵 

（A=attitude 態度） 

K12對於概念與設計流程的選擇與解讀 

K13 3D 設計的挑戰與議題 

K14具搭建材質的概念 

K15色彩敏感度 

K16設計元素和原則 

K17會展裝潢趨勢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19有關視覺陳列的相關法規 

K20視覺陳列的色彩心理學 

K21視覺概念表現的產業標準 

K22描繪素材和媒介 

K23場地架構設計功能 

K24規劃安全的場地環境的方法 

K25 有關設計平面配置相關的工作守則和

法律 

K26 3D設計需符合動線、容量與安全考量 

K27光線需符合現場需求 

S13 表達說服能力 

S14 溝通 

S15 業務拓展與客戶開發 

S16 人脈建立 

S17 合作協調 

S18 時間管理 

S19 問題分析 

S20 問題解決 

S21 組織規劃能力 

S22 緊急應變能力 

S23 整合能力 

S24 詞彙編撰能力 

S25 品質導向 

S26 成果導向 

S27 分析推理能力 

S28 創新能力 

S29安全意識 

A15 自我提升 

A16 活潑外向 

A17 主動積極 

A18 喜歡溝通 

A19 企圖心 

A20 績效導向 

A21 專案管理 

A22 負責任 

A23 正向思考 

A24 督導糾正 

A25 準時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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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職能內涵 

（A=attitude 態度） 

K28表達技巧 

K29空間概念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K32力學結構安全原則 

K33人體工學基礎概念 

K34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電腦

輔助設計） 

K35 業務開發技巧 

K36 市場敏感度 

K37 銷售技巧 

K38 業務邏輯性 

K39 攝影技巧 

K40整合技巧 

K41 專案管理 

K42 談判技巧與協商策略 

K43 商業套裝軟體技巧 

S30創新導向 

S31 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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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職能內涵 

（A=attitude 態度） 

K44 簡報表達技巧 

K45 安全意識 

K46 品牌企劃概念 

K47 消防安全法規 

K48 大會規範 

K49 法律常識 

K50 工程領域相關專業知識 

K51 成本控制 

K52 工程進度管理 

K53 品質管理 

K54 安全管理 

K55 風險與穩健管理（指供應商評鑑 

K56 服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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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裝潢業 

（一）設計裝潢業展場設計師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BAS3439-002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展場設計師 

所屬類別 

職類別 企業經營管理 職類別代碼 BAS 

職務別 其他藝術及文化有關助理專業人員 職務別代碼 3439 

行業別 支援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N8202 

工作描述 與展場會場設計業務溝通，與協調客戶裝潢需求、展場以及工程結構，以進行設計與完稿。 

基準級別 5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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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索

色彩的使

用 

T1.1 獲得色彩與色

彩理論的資訊 
 

P1.1.1 確認並取得色

彩與色彩理論的資訊

來源 

P1.1.2 評估並整理資

訊，以建立色彩及其

5 

K01色彩屬性與色彩關係 

K02 不同色彩理論及不同情

境應用 

K03 色彩的情緒、文化與情

境面向 

S01 閱讀並解讀有關色彩理論資訊

的讀寫能力 

S02 計算不同色彩數量與比例的計

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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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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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在不同脈絡的知

識 

P1.1.3 參考現在流行

元素 

K04 有關色彩使用的解釋和

選擇 

K05 試驗色彩所需的材質、

工具和設備 

K06其他業者使用色彩的方式 

K07具尺寸測量概念，讓 3D

設計圖與現場施工精準符合 

S03 進行不同色彩搭配和不同元素

搭配調整的視覺能力 

T1.2 實驗色彩  

P1.2.1 藉由實驗法測

試各種色彩與色彩組

合 

P1.2.2 使用自己的想

法作為測試、挑戰或

確認色彩理論的方法 

P1.2.3 在色彩實驗過

程中，確保材質、工具

和設備的安全使用 

T1.3 藉由色彩的使

用， 傳達概念與想法 

O1.3.1 色彩使

用範例簡報資

料庫 

P1.3.1 使用顏色來傳

達特定想法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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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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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3.2 選擇有關想法

或概念的材質、工具

和設備 

P1.3.3 以色彩知識與

色彩理論，應用色彩

傳達概念或想法的方

式 

P1.3.4 評量並反映色

彩的使用及其傳達的

內容 

P1.3.5 尋求並取得有

關色彩使用方式及 

概念傳達的成效回饋 

P1.3.6 考量專業簡報

方法並儲存工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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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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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探 索

並應用 3D

形式的創

意設計流

程 

T2.1 取得3D設計資

訊 
 

P2.1.1 確認並取得 

3D 設計相關的資訊

來源 

P2.1.2 評估並整理資

訊，以建立 3D 設計

知識 

5 

K08 智慧財產相關議題與勞

安法規對設計面向的影響 

K09設計流程的創意思維技巧 

K10應用於 3D 形式的設計

元素與原則 

K11 設計 3D 形式所需的材

質、工具與設備 

K12 對於概念與設計流程的

選擇與解讀 

K13 3D 設計的挑戰與議題 

K07具尺寸測量概念，讓 3D

設計圖與現場施工精準符合 

K14具搭建材質的概念 

K15色彩敏感度 

K16設計元素和原則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5 理解與閱讀能力 

S06 3D視覺設計運用能力 

T2.2 探索3D創意設

計流程 
 

P2.2.1 運用創意思考

技巧產生想法 

P2.2.2 運用實驗以探

索不同的想法 

P2.2.3 挑戰假設、反

映想法並精進方法 

P2.2.4 有意識地改變

觀點，並以新方式評

估想法與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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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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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3 藉由3D設計流

程之運用，傳達概念

或想法 

O2.3.1 運 用

3D 設計概念的

溝通 

P2.3.1 研究並反映如

何以 3D 形式傳 

達特定概念或想法 

P2.3.2 選擇有關的材

質、工具和設備，以實

現概念或想法 

P2.3.3 運用創意設計

流程，產製一系列 3D 

概念 

P2.3.4 檢視以設計流

程傳達概念的成效 

P2.3.5 尋求並取得有

關  3D 形式及其在

傳達概念的回饋想法 

P2.3.6 簡報並儲存概

念的實現或範例 

K17會展裝潢趨勢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K32力學結構安全原則 

K33人體工學基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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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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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製 作

視覺插圖 

T3.1 製作場地插圖 
O3.1.1 場地視

覺插圖草稿 

P3.1.1 使用插圖技術

及相關設備材料， 準

確描述所觀察的場地 

P3.1.2 應用陰影、色

調比例、外形、線條變

化、留白平衡空間以

描述產品 

P3.1.3 正確反映出場

地裝潢的色彩與成品 

P3.1.4 以正確的比例

和顧客之規格來描繪

產品 

5 

K16設計元素和原則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19有關視覺陳列的相關法規 

K20視覺陳列的色彩心理學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T3.2 製作物件及其

內部的圖形 

O3.2.1 場地內

部草圖 

P3.2.1 在素描插圖使

用準確的比例觀察 

P3.2.2 以透視法繪製

物件及內部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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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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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2.3 展現素描插圖

有效的色調對比、色

彩和平面 

T3.3 製作內部及外

觀的配色設計 

O3.3.1 設計成

本預算表 

O3.3.2 場地外

觀樣板（包含配

色、紋理） 

P3.3.1 製作樣板以確

保外觀設計配色和紋

理，符合企業的形象、

目標市場和促銷主題 

P3.3.2 以準確規格和

色調渲染來製作場 

地裝潢的色彩概念，

以達到客戶要求 

T3.4 為宣傳製作配

色設計 

O3.4.1 視覺識

別設計草圖 

P3.4.1 製作配色設

計，以滿足特定的視

覺陳列的宣傳主題 

P3.4.2 為宣傳的視覺

識別設計草圖，以反

映所需的設計元素 



 

247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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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4.3 使用色彩視覺

草圖以展示配色設計

如何在現場出現 

T3.5 製作快速草圖 
O.3.5.1 視覺快

速草圖 

P3.5.1 使用各種方

法、技巧和效果以描

述固定裝置、產品展

示和顯示點 

P3.5.2 製作適合產業

表現的草圖 

T4 發 展

視覺概念 

T4.1 研究並製作多

種描繪成品 

O4.1.1 視覺設

計提案草圖 

P4.1.1 選擇適合的描

繪素材和媒介以描述

客戶所要求之形象 

P4.1.2 製造與專案規

格相關塑料、木料、玻

璃、織品和石材的模

擬繪圖 

5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1視覺概念表現的產業標準 

K22描繪素材和媒介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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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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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 設 計

並製作 2D

平 面 與 

3D 配置 

T5.1 製作2D平面配

置 

O5.1.1 2D平面

配置圖 

P5.1.1 根據客戶要

求，分析並確認規劃，

要有順序條理的進行

簡報 

P5.1.2 設計符合比例

的平面配置，標明尺

寸、動線、容量、位置，

讓客戶清楚瞭解是否

符合其需求 

P5.1.3 2D平面簡報計

畫，包括配置的分析

與原理 

5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3場地架構設計功能 

K24 規劃安全的場地環境的

方法 

K25 有關設計平面配置相關

的工作守則和法律 

K26 3D設計需符合動線、容

量與安全考量 

K27光線需符合現場需求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T5.2 製作 3D配置 
O5.2.1 3D配置

圖 

P5.2.1 根據客戶要

求，分析並確認規劃

的工作簡報 

P5.2.2 設計符合比例

的平面配置，標明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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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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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物及與參觀者互動

方式 

P5.2.3 3D簡報計畫，

包括配置的分析與原

理 

T6 設 計

調整 

T6.1 調整 2D 平面

配置 

O6.1.1 2D平面

配置調整圖 

P6.1.1 根據客戶調整

意見，進行 2D 平面

配置圖調整 

5 

K18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8表達技巧 

K29空間概念 

K31成本與利潤概念 

S04 理解溝通與協商技巧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0 資訊科技能力 

S11 正確傾聽能力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13 表達說服能力 

T6.2 調整 3D配置 
O6.2.1 3D配置

調整圖 

P6.2.1 根據客戶調整

意見，進行 3D 配置

圖調整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1工作熱忱 

A02理解顧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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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3自我管理 

A04謹慎細心 

A05追求卓越 

A06危機處理 

A07好奇開放 

A08壓力容忍 

A09團隊協同合作 

A10正向積極誠信負責 

A11風險管理意識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畢業科系：美工設計、室內設計 

工作經歷：有作品集、具美感與藝術性、3年以上設計工作經驗優先錄取 

語文能力：具備英語溝通能力(特別是國際展覽)，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3D MAX繪圖技巧、室內設計、AutoCAD、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證照、動畫軟體、

線上展規劃 

其他要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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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裝潢業展場會場設計業務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BAS3332-003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展場會場設計業務 

所屬類別 

職類別 企業經營管理 職類別代碼 BAS 

職務別 會議及活動規劃人員 職務別代碼 3332 

行業別 支援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N8202 

工作描述 
負責開發新客戶與維護舊客戶，與客戶接洽展場會場設計業務，協助客戶與設計師、工務人員溝通協調，以

滿足客戶展場會場設計需求，並於展場施工及客戶進場期間確認符合客戶需求。 

基準級別 4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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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 戶

聯繫 
T1.1 開發新客戶 

O1.1.1 新客戶

拜訪紀錄表 

P1.1.1 主動打電話進

行陌生客戶開發， 並

詢問是否有展場會場

設計需求 

P1.1.2 開發新客戶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4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電腦輔助設計） 

K28 表達技巧 

K35 業務開發技巧 

S14 溝通 

S11 正確傾聽能力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13 表達說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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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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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2 維繫舊客戶關

係 

O1.2.1 舊客戶

拜訪紀錄表 

P1.2.1 定期拜訪舊客

戶 

P1.2.2 記錄客戶的特

殊需求 

K36 市場敏感度 

K15 色彩敏感度 

K29 空間概念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37 銷售技巧 

K38 業務邏輯性 

K46 品牌企劃概念 

K14 具搭建材質的概念 

S08 顧客導向 

S15 業務拓展與客戶開發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16 人脈建立 

T1.3 設計提案或比

稿 

O.1.3.1 提案建

議書 

P1.3.1 與客戶協商條

款和預算限制 

P1.3.2 與平面、 3D 

設計師溝通依客戶需

求，將 2D 設計圖合

成為 3D 設計圖 

P1.3.3 依據客戶需求

進行設計提案 

T2 場 地

場勘 

T2.1 場地測量 
O2.1.1 場地照

片 

P2.1.1 到展場會場進

行拍照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28 表達技巧 

K29 空間概念 

K30 顧客關係管理 

S14 溝通 

S07 有效連結能力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08 顧客導向 

T2.2 整體場地規劃

與場勘 

O2.3.1 場地平

面圖 

P2.3.1 瞭解場地空間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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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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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3 場地使用規範確

認 

O2.4.1 場地指

引規範 

P2.4.1 提供指引規

範，協助廠商場地規劃 

K39 攝影技巧 

K40 整合技巧 

K47 消防安全法規 

K48 大會規範 

S23 整合能力 

S24 詞彙編撰能力 

S30 創新導向 

S09 彈性思考能力 

S31 理解能力 

T3 場 地

設計報價

與簽約 

T3.1 報價 O3.1.1 報價單 

P3.1.1 提供客戶場地

設計報價單 

P3.1.2 符合客戶預算

需求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0 顧客關係管理 

K41 專案管理 

K42 談判技巧與協商策略 

K43 商業套裝軟體技巧 

K44 簡報表達技巧 

K31 成本與利潤概念 

K49 法律常識 

S14 溝通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能力 

S08 顧客導向 

S10 資訊科技能力 

S17 合作協調 

S18 時間管理 

S24 詞彙編撰能力 

T3.2 簽訂合約 O3.2.1 合約書 

P3.2.1 與客戶確認需

求與價格（審圖） 

P3.2.2 進行簽約 

T3.3 預收訂金 
O3.3.1 合法憑

證 

P3.3.1 完成簽約手續

後，預收訂金 

T4 現 場

施工協助 

T4.1 確認客戶需求

內容是否落實 

O4.1.1 客戶需

求紀錄表 

P4.1.1 於現場協助客

戶確認於洽談時所提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0 顧客關係管理 

S14 溝通 

S08 顧客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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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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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4.1.2 缺失檢

討表 

出的需求，工務人員

是否正確施工 

K45 安全意識 S17 合作協調 

S19 問題分析 

S20 問題解決 

S21 組織規劃能力 

S22 緊急應變能力 

T4.2 提供現場支援 
O4.2.1 追加變

更需求紀錄表 

P4.2.1 協助工務人員

滿足客戶臨時需求 

T4.3 進度回報 
O4.3.1 進度回

報表 

P4.3.1 填寫現場施工

進度 

T4.4 驗收 O4.4.1 驗收單 

P4.4.1 告知客戶施工

完成，並配合客戶進

行驗收 

T5 結案 

T5.1 滿意度調查 

O5.1.1 滿意度

調查記錄 

O5.1.2 未來合

作計畫 

P5.1.1 客戶使用後，

須詢問對設計、施工

的滿意度 

P.5.1.2 詢問客戶未

來合作規劃 

4 K43 商業套裝軟體技巧 
S10 資訊科技能力 

S24 詞彙編撰能力 

T5.2 文件紀錄 
O5.2.1 結案報

告 

P5.2.1 將客戶往來之

文件進行歸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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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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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5.2.2 缺失調

查表 

P5.2.2 針對設計、施

工缺失之調查 

T5.3 履行合約付款 
O5.3.1 合法憑

證 

P5.3.1 協助客戶完成

合約款項付清 

T5.4 客戶安撫 
O5.4.1 客戶安

撫紀錄 

P5.4.1 客戶對於設計

或施工不滿意部份予

以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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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1 工作熱忱 

A02 理解顧客需求 

A03 自我管理 

A04 謹慎細心 

A05 追求卓越 

A06 危機處理 

A07 好奇開放 

A08 壓力容忍 

A09 團隊協同合作 

A10 正向積極誠信負責 

A11 風險管理意識 

A12 對會展產業具有熱忱 

A13 正直誠實 

A14 高 EQ 

A15 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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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畢業科系：室內設計等相關設計科系、藝術相關、經營管理、企業管理、國際商務 

工作經歷：2 年以上 

語文能力：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能夠熟練  Microsoft 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CAD 繪圖技巧、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或甲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法定資

格之證照在錄取後公司排考 

其他要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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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裝潢業展場工務人員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BAS3439-001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展場工務人員 

所屬類別 

職類別 企業經營管理 職類別代碼 BAS 

職務別 其他藝術及文化有關助理專業人員 職務別代碼 3439 

行業別 支援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N8202 

工作描述 依據設計師所提供之設計完稿及施工圖，整合施工廠商，進行展場會場裝潢之監工。 

基準級別 4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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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包

商管理 

T1.1 招標 O1.1.1 招標書 
P1.1.1 針對設備需

求，對外進行招標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工程領域相關專業知識 

K51 成本控制 

K52 工程進度管理 

K53 品質管理 

K54 安全管理 

S14 溝通 

S21組織規劃能力 

S25 品質導向 

S26成果導向 
T1.2 與外包商簽約 

O1.2.1 合約書 

O1.2.2 發包結

構圖紙 

P1.2.1 與設備外包商

協調，確認提供之服

務、設備內容與價格 

P1.2.2 簽訂合約 

P1.2.3 考量結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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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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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3 管理外包廠商 
O1.3.1 施工紀

錄 

P1.3.1 帶領外包廠商

進行場地之搭建與施

工 

P1.3.2 進行外包商之

間的溝通 

K55 風險與穩健管理（指供

應商評鑑） 

T2 工 程

設備採購

管理 

T2.1 採購規劃 
O2.1.1 採購建

議表 

P2.1.1 瞭解未來產業

發展趨勢，以提出後

續設備需求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工程領域相關專業知識 

K42 談判技巧與協商策略 

S21組織規劃能力 

S27 分析推理能力 

S28 創新能力 
T2.2 設備採購 

O2.2.1 採購設

備需求提案 

P2.2.1 針對場地施工

所需，提出定期採購

需求建議 

T3 工 程

監工 
T3.1 確認客戶需求 

O3.1.1 客戶需

求表 

P3.1.1 了解客戶對場

地裝潢的需求，並提

出專業建議 

P3.1.2 解決工程技術

問題，以滿足客戶需

求 

4 

K1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工程領域相關專業知識 

K51 成本控制 

K52 工程進度管理 

K53 品質管理 

K54 安全管理 

S14 溝通 

S25 品質導向 

S19 問題分析 

S20 問題解決 

S29 安全意識 

S08 顧客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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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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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2 監督協力廠商 

O3.2.1 工作分

配表 

O3.2.2 物件清

單 

P3.2.1 監督協力廠商

（如水、電、地毯、大

圖輸出等）分工 

T3.3 施工時間管理 
O3.3.1 施工時

間表 

P3.3.1 監督外包商於

規定期間內完成施工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1 工作熱忱 

A02 理解顧客需求 

A03 自我管理 

A04 謹慎細心 

A05 追求卓越 

A06危機處理 

A07好奇開放 

A08壓力容忍 

A09團隊協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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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10正向積極誠信負責 

A11風險管理意識 

A12對會展產業具有熱忱 

A13正直誠實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高中職以上 

畢業科系：室內設計、建築、美工設計 

工作經歷：相關工務經驗 2-3年 

語文能力：具備簡單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AutoCAD、工程管理、持有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或甲級職業安全等證照優先錄取 

其他要求：能配合展場會場施工時間，並遵守勞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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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展活動管理業職能內涵分析編碼一覽表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職能內涵 

（A=attitude 態度） 

K01 活動規劃與管理的產業趨勢 

K02 有利於活動管理和運作的新興和創

新實務作法 

K03 產生新構想和創新方式的技術與方

法 

K04 活動產業網絡和專業發展機會 

K05 全球與我國活動產業的演變 

K06 探索、創造並測試創意構想，以及變

成可行概念的方法 

K07 發展活動概念考量不同的創意、宣

傳、技術與操作的選擇方案 

K08 不同活動型態的關鍵利害關係人 

K09 各種活動類型的特色和型態 

K10 影響活動可行性和內部與外部因素 

K11 籌劃複雜活動和特定活動的資源需

求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專業技

能 

S03 發展與處理複雜概念、技術或管理定

位與構想的思考技能 

S04 處理複雜構想和策略管理實務的書寫

技能 

S05 學習和自我管理的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08 預估成本並發展預算方案的計算技能 

S09 發展與調整構想以回應各種創意、管

理和運作挑戰 

S10 發展策略定位並提出建 議，以因應複

雜的活動管理和執行困難的問題解決技能 

A01 主動積極 

A02 自我管理 

A03 自我提升 

A04 自信心 

A05 抗壓性高 

A06 企圖心 

A07 好奇開放 

A08 心胸開放 

A09親和關係 

A10謹慎細心 

A11配合態度 

A12危機處理 

A13國際觀 

A14創新 

A15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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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職能內涵 

（A=attitude 態度） 

K12 不同活動類型的可能營收來源 

K13 有助於活動管理和執行的新興與創

新做法 

K14 活動可行性的風險管理考量 

K15 呈現可行性分析結果的方法 

K16 蒐集有助於發展活動計畫的資訊 

K17 主要的活動策劃概念 

K18 活動評估與績效衡量系統 

K19 提昇活動永續性的方法 

K20 活動計畫策略 

K21行銷相關的數據蒐集工具與研究方法 

K22行銷規劃技巧與格式 

K23影響行銷規劃的內外部議題 

K24 法律基本知識 

K25 行銷的倫理考量 

K26 在建立及推廣組織形象時所用的方

法 

S11 發展活動管理的創新模式，與提出建

議的主動性和創新技能 

S12 批判性思考技能 

S13 解決管理層面的營運議題的問題解決

技能 

S14 諮詢利害關係人以發展有效的活動計

畫之團隊合作技能 

S15 主動辨識創意行銷機會的技能 

S16 制訂行銷資源策略與情境的運作技能 

S17 評估行銷活動與挑戰，制訂策略性回

應的問題解決技能 

S18 評估成熟與新興行銷科技的技術技能 

S19 協助發展公關計畫與策略的決策技能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S21 研擬預算達到組織目的 

S22 運算技能，理解與分析財務資訊，並

進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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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職能內涵 

（A=attitude 態度） 

K27 公關與其它行銷面向連結的方式 

K28 發展及管理公關策略所產生的議題

與挑戰 

K29 平面與電子媒體的架構與功能 

K30 公關的規劃技巧和格式 

K31 不同公關資源的格式、特性和運用 

K32 影響公關活動作業的法律問題 

K33 影響公關活動的智慧財產權議題與

法律 

K34 預算用語、預算格式、預算績效與財

務報告 

K35 財務報告之程序和循環 

K36 Excel 軟體使用 

K37 預算準備、監控做法與技巧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9 監督者和管理者所表現的功能和角

色 

S23 解決問題技能 

S24 對預算發展負責的自我管理技能 

S25 團隊工作技能，能協調整合組織內其

他成員的建議，並提供預算管理的方向 

S26 傾聽技巧 

S27 應變能力 

S28 市場調查技巧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題 

S31 溝通技巧 

S32 客戶服務技巧 

S33 籌辦活動所需使用現有和新興技術 

S34 簡報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S36 客戶要求之語言能力 

S37 計畫書撰寫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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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職能內涵 

（A=attitude 態度） 

K40 不同的領導風格 

K41 有效領導力的特色 

K42 團隊工作的原則 

K43 動機理論和角色 

K44 團隊動力 

K45 組織計畫和規劃流程的型態 

K46 消費市場分析 

K47 活動專案基本知識 

K48 資料管理 

K49 活動目標相關法規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2 顧客關係與客戶服務 

K53 問題分析 

K54 財務報表核實 

K55 專案管理 

K56 危機處理 

S39 人際關係建立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41 採購技巧 

S42 顧客資料管理能力 

S43 贊助商行業別的基本分析能力 

S44 基本消費行為數據收集能力 

S45 評估不同行銷活動運用機會與效益技

能 

S46 為行銷活動發展細節行動計畫 

S47 媒體溝通技巧 

S48 運用傳統與新興媒體進行行銷 

S49 危機處理技巧 

S50 結案報告撰寫技能 

S51 建議專案改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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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職能內涵 

（A=attitude 態度） 

K57 行銷概念 

K58 創新思考 

K59採購政策與作業規定 

K60 媒體溝通原理 

K61廣告管理 

K62 安全衛生法規與作業規定 

K63 履約管理 

K64 性別平等、兒童保護及其他特別保護

法規與作業規定 

K65 防疫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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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展活動管理業 

（一）會展活動管理業活動專案經理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KMC1222-002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活動專案經理 

所屬類別 

職類別 行銷與銷售 職類別代碼 KMC 

職務別 廣告及公關經理人員 職務別代碼 1222 

行業別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M7310 

工作描述 
規劃與執行活動專案，並制訂相關之行銷與公關策略，檢視活動是否達成期初設定目標，以及接洽與維繫客戶

關係。 

基準級別 5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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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活動的趨

勢與實務 

T1.1 研究活動的構

想和管理實務 
 

P1.1.1 評估並選擇研

究策略以研究活動的

構想與概念 

5 
K01 活動規劃與管理的產

業趨勢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

和專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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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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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2 判別並調查潛

在替代的資訊來源 

P1.1.3 研究全球活動

產業的歷史和發展過

程，作為工作實務的

脈絡背景 

P1.1.4 判別並調查目

前、新興和創新的構

想與管理實務 

K02 有利於活動管理和運

作的新興和創新實務作法 

K03 產生新構想和創新方

式的技術與方法 

K04 活動產業網絡和專業

發展機會 

K05 全球與我國活動產業

的演變 

S03 發展與處理複雜概念、技術

或管理定位與構想的思考技能 

S04 處理複雜構想和策略管理實

務的書寫技能 

S05 學習和自我管理的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27 應變能力 

 

T1.2 評估資訊以利

工作實務 

O1.2.1 我國活

動趨勢分析報

告 

O1.2.2 國際活

動趨勢分析報

告 

P1.2.1 分析可能適合

於目前工作實務的方

法及相關資訊 

P1.2.2 使用資訊以激

發對於活動管理實務

與機會的討論和批判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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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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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2.3 發展來自研究

的定位和構想，並整

合至專業實務中 

T1.3 延伸活動管理

的技能與知識 
 

P1.3.1 調查延伸與擴

展研究的方式，以支

援專業實務與自我發

展 

P1.3.2 積極判別並使

用在研究中發現的機

會，以延伸並精進活

動管理的技能與知識 

P1.3.3 在活動管理的

實務上與其他專家合

作 

P1.3.4 判別並使用實

務、回饋、討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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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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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機會，以持續改

善技能 

T2 發 展

活動概念 

T2.1 評估並調查需

求和機會 
 

P2.1.1 研究並評估既

有資訊以利新概念的

發展 

P2.1.2 藉由機會探

索，擴展新構想的潛力 

P2.1.3 評估可能影響

活動概念發展的因素 

P2.1.4 向客戶諮商，

以創新和不同的方式

去發展初步構想，以

解決需求和機會 

5 

K06 探索、創造並測試創意

構想，以及變成可行概念的

方法 

K07 發展活動概念考量不

同的創意、宣傳、技術與操

作的選擇方案 

K08 不同活動型態的關鍵

利害關係人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

專業技能 

S03 發展與處理複雜概念、技術

或管理定位與構想的思考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08 預估成本並發展預算方案的

計算技能 

S09 發展與調整構想以回應各種

創意、管理和運作挑戰 T2.2 發展各種創意

方法 

O2.2.1 活動創

意概念規劃書 

O2.2.2 創意方

案簡報 

P2.2.1 使用創意思考

技巧產生創新和創意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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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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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2.2 挑戰、測試並

試驗不同的概念，以

作為合作流程的部分 

P2.2.3 將概念與類似

活動專案的典範進行

比較 

P2.2.4 評估活動概念

在目標群眾或目的、

可行性與商業潛力的

永續性 

P2.2.5 在發展概念和

構想時考量法規、風

俗民情、風險和永續

性 

P2.2.6 確認所需資

源，以達成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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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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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2.7 評估並選擇策

略，以達成預期的成

果 

P2.2.8 以適當的格式

簡報概念 

T2.3 精進概念 
O2.3.1 創意概

念修正方案 

P2.3.1 確保概念的發

展過程能夠有持續精

進和測試的開放性 

P2.3.2 尋求來自利害

關係人對於概念的投

入與回饋 

P2.3.3 尋求專家針對

提案的創意和技術面

向提供建議 

P2.3.4 使用創意與實

務標準以判定不同概

念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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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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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3.5 評估概念實現

的限制 

P2.3.6 根據分析與回

饋修正提案 

T2.4 運作階段的進

程概念 
 

P2.4.1 發展修正概念

的執行規格 

P2.4.2 向相關團體報

告以獲得核准或資助 

P2.4.3 藉由及時對相

關利害關係人提供概

念資訊，而有效促進

規劃和實行 

P2.4.4 反思過去用來

產生概念和構想的方

法，作為未來改善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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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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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分 析

活動與建

立模式 

T3.1 分析活動背景

和理由 

O3.1.1 活動可

行性評估報告 

P3.1.1 諮詢主要利害

關係人並評估活動概

念資訊來確認活動籌

辦的原因和目的 

P3.1.2 判定提案活動

的地點與其它活動的

關係，及其在經濟、環

境和社會的永續性 

P3.1.3 透過研究和諮

詢來評量提案活動的

可行銷性 

P3.1.4 評估會影響提

案活動可行性的內外

部因素 

5 

K09 各種活動類型的特色

和型態 

K10 影響活動可行性和內

部與外部因素 

K11 籌劃複雜活動和特定

活動的資源需求 

K12 不同活動類型的可能

營收來源 

K13 有助於活動管理和執

行的新興與創新做法 

K14 活動可行性的風險管

理考量 

K15 呈現可行性分析結果

的方法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3 發展與處理複雜概念、技術

或管理定位與構想的思考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08 預估成本並發展預算方案的

計算技能 

S10 發展策略定位並提出建 議，

以因應複雜的活動管理和執行困

難的問題解決技能 

S11 發展活動管理的創新模式，

與提出建議的主動性和創新技能 

T3.2 評量資源需求

和機會 

O3.2.1 活動方

案SWOT分析 

P3.2.1 根據所有活動

內容細項來預估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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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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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實際可行的主要活

動成本 

P3.2.2 確認營收來源

和其它資源來源， 並

進行實際可行的預估 

P3.2.3 以各種可能的

活動模式來測試及發

掘不同的資源方案 

T3.3 評估規劃和操

作的要求 

O3.3.1 活動計

畫書 

P3.3.1 分析整體活動

的規劃和管理要求 

P3.3.2 評估各項活動

內容的執行要求 

P3.3.3 確認法規遵循

之要求，及其對活動

管理和執行的影響 

P3.3.4 考量及發展提

昇永續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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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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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4 提出建議並建

立模式 

O3.4.1 活動的

市場定位分析 

O3.4.2 活動收

支預算表 

O3.4.3 活動計

畫簡報 

P3.4.1 根據分析結果

以發展定位及建議 

P3.4.2 為整體活動和

主要活動內容發展規

劃、管理與操作的建

議 

P3.4.3 清楚地說明突

發事件的因應規劃要求 

P3.4.4 提出準確完整

的收支預估，以利未

來決策 

P3.4.5 提出不同的模

式和選項，包括清楚

建議模式效益與風險

的細節 

P3.4.6 以適當的格式

向主要利害關係人 

呈現可行性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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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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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發 展

活動計畫

與執行 

T4.1 定義規劃的需

求 
 

P4.1.1 分析活動資

訊、範疇與目的以判

定規劃的需求 

P4.1.2 辨認需要利害

關係人在計畫發展過

程中諮詢和參與的需

求 

P4.1.3 評估內部與外

部因素對活動計畫的

影響 

P4.1.4 判定活動計畫

的範疇、性質與形式 

5 

K10 影響活動可行性和內

部與外部因素 

K16 蒐集有助於發展活動

計畫的資訊 

K17 主要的活動策劃概念 

K18 活動評估與績效衡量

系統 

K19 提昇活動永續性的方法 

K20 活動計畫策略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08 預估成本並發展預算方案的

計算技能 

S12 批判性思考技能 

S13 解決管理層面的營運議題的

問題解決技能 

S14 諮詢利害關係人以發展有效

的活動計畫之團隊合作技能 

T4.2 發展活動計畫 
O4.2.1 活動計

畫書 

P4.2.1 諮詢利害關係

人以促進活動規劃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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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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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2.2 確認風險、法

規和永續性議題， 並

納入至計畫中 

P4.2.3 考量不同活動

內容之間的交互關係

及其對於規劃的影響 

P4.2.4 整合財務、人

力資源和實體資源的

規格 

T4.3 監督活動計畫 

O4.3.1 工作時

程表 

O4.3.2 工作進

度查核表 

P4.3.1 根據時程表執

行並監督活動 

P4.3.2 提供支援給參

與執行計畫的同事 

P4.3.3 監督計畫中在

各個活動元素的執行

情況，以確保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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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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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3.4 評估並回應對

於調整計畫、系統與

程序的需求 

P4.3.5 根據活動要求，

提供進程和其它報告 

T4.4 評估活動和活

動計畫 

O4.4.1 活動計

畫成果報告 

P4.4.1 根據預定的評

估指標取得來自利害

關係人的回饋意見 

P4.4.2 評估活動的服

務效率、品質及目標

達成狀況 

P4.4.3 檢視並評估活

動計畫在達成結果與

未達成的狀態 

P4.4.4 使用資訊以提

昇未來的活動規劃 



 

280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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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 制 定

與執行行

銷計畫 

T5.1 蒐集並分析內

部商業環境資料 

O5.1.1 企業內

部商業環境分

析報告 

P5.1.1 確認核心活

動、顧客基礎、商業價

值與目前客戶需求及

產業趨勢 

P5.1.2 辨識並分析目

前與過去的資訊及其

效果 

P5.1.3 依關鍵成功因

素，檢視商業績效資

訊 

P5.1.4 辨識並記錄能

力與資源，包括對專

家協助的需求 

P5.1.5 依組織規定記

錄並通報資訊 

5 

K19 提昇活動永續性的方法 

K20 活動計畫策略 

K21行銷相關的數據蒐集工

具與研究方法 

K22行銷規劃技巧與格式 

K23影響行銷規劃的內外部

議題 

K24 法律基本知識 

K25 行銷的倫理考量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12 批判性思考技能 

S15 主動辨識創意行銷機會的技

能 

S16 制訂行銷資源策略與情境的

運作技能 

S17 評估行銷活動與挑戰，制訂

策略性回應的問題解決技能 

S18 評估成熟與新興行銷科技的

技術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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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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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2 蒐集並分析外

部商業環境資料 

O5.2.1 企業外

部商業環境分

析報告 

P5.2.1 辨識並分析預

期市場成長下滑的相

關風險因素 

P5.2.2 記錄並分析勞

動力、人口和經濟活

動的預期變化 

P5.2.3 蒐集並分析比

較市場資訊 

P5.2.4 辨識並分析產

業與顧客趨勢與發

展，包括新興技術與

創新 

P5.2.5 辨識並分析法

律、倫理及永續議題

及潛在商業影響 

P5.2.6 記錄並依組織

規定通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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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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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3 制訂行銷策略 

O5.3.1 企 業

SWOT 分析 

O5.3.2 企業行

銷計畫書 

P5.3.1 依內外部市場

分析，辨識並分析機

會 

P5.3.2 探究創新的行

銷方式 

P5.3.3 制訂與組織方

向與價值觀一致的行

銷策略 

P5.3.4 整合法律、倫

理與永續考量 

P5.3.5 與關鍵利害關

係人討論並制訂策略 

T5.4 制定行銷計畫 

O5.4.1 行銷時

程表 

O5.4.2 行銷預

算成本表 

P5.4.1 制訂能清楚傳

達優先事項、責任、時

程表與預算的行銷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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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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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4.2 提供適時的機

會，使同事協助行銷

計畫 

P5.4.3 依組織政策，

提交行銷計畫以取得

核准 

T5.5 執行並監督行

銷計畫 

O5.5.1 行銷成

效報告 

P5.5.1 依時程與應變

計畫，實施並監督在

計畫中的活動 

P5.5.2 依組織政策製

作行銷報告 

P5.5.3 與組織成員分

享行銷活動資訊，使

人員知悉組織目前重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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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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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6 持續進行評估  

P5.6.1 運用取得共識

的方法與標準來評估

行銷活動 

P5.6.2 依評估做出調

整與改善 

P5.6.3 溝通並執行得

到共識的改變 

T6 發 展

與執行公

關策略 

T6.1 建立與組織願

景一致的組織形象識

別 

O6.1.1 公關策

略趨勢分析 

P6.1.1 蒐集並分析與

公關策略發展有關的

內部與外部資訊 

P6.1.2 評量組織核心

活動、企業價值觀和

目前營運方向，已確

認潛在的形象和訊息 

P6.1.3 確認及諮詢關

鍵利害關係人有關公

關議題 

5 

K26 在建立及推廣組織形

象時所用的方法 

K27 公關與其它行銷面向

連結的方式 

K28 發展及管理公關策略

所產生的議題與挑戰 

K29 平面與電子媒體的架

構與功能 

K30 公關的規劃技巧和格式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2 發展活動創新概念的主動性和

專業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19 協助發展公關計畫與策略的

決策技能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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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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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2 準備公關計畫

或策略 

O6.2.1 企業公

關策略報告 

P6.2.1 確認公關活動

的目標對象族群 

P6.2.2 確認並選擇向

目標對象族群提昇並

推廣組織形象識別的

策略 

P6.2.3 確認並規劃各

種潛在情況與組織可

能需要應對與協調 

P6.2.4 在規劃過程中

納入法律與道德考量 

P6.2.5 適時地讓同事

有機會協助公關策劃 

P6.2.6 協商所需的計

畫變革 

K31 不同公關資源的格式、

特性和運用 

K32 影響公關活動作業的

法律問題 

K33 影響公關活動的智慧

財產權議題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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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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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2.7 根據組織所需

政策，提交公關計畫

以供客戶核准 

T6.3 管理公關計畫

的執行 

O6.3.1 公關計

畫執行方案 

O6.3.2 公關活

動時程表 

O6.3.3 公關策

略簡報 

P6.3.1 確定並清楚地

向參與公關活動的人

員溝通公關計畫的所

有面向 

P6.3.2 執行並監督計

畫中詳列的活動， 並

採取行動以校正任何

活動的潛在負面影響 

P6.3.3 根據組織政策

製作公關報告 

P6.3.4 分享公關資訊

給同事，以維持對於

目前方向的體認和組

織的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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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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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4 評估並評量公

關計畫 

O6.4.1 公關計

畫成效評量報

告 

P6.4.1 建立適當機制

以獲取有關公關活動

與策略的回饋 

P6.4.2 使用商定的方

法和標準評估公關活

動 

P64.4.3 根據回饋和

評估以進行調整 

P6.4.4 溝通並執行所

商定的變革 

T7 準 備

與監控預

算 

T7.1 準備預算資料 
O7.1.1 活動成

本表 

P7.1.1 確定與確認預

算需求的範圍與屬性 

P7.1.2 確認、取得與

理解預算準備的資料

與資料來源 

P7.1.3 分析潛在影響

的內部與外部因素 

5 

K34 預算用語、預算格式、

預算績效與財務報告 

K35 財務報告之程序和循環 

K36 Excel軟體使用 

K37 預算準備、監控做法與

技巧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12 批判性思考技能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S21 研擬預算達到組織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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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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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1.4 提供同仁機會

來參與預算規劃過程 

S22 運算技能，理解與分析財務

資訊，並進行預測 

S23 解決問題技能 

S24 對預算發展負責的自我管理

技能 

S25 團隊工作技能，能協調整合

組織內其他成員的建議，並提供

預算管理的方向 

T7.2 準備預算 

O7.2.1 活動成

本結構分析表 

O7.2.2 活動成

本估算表 

P7.2.1 根據現有資料

分析來研擬預算 

P7.2.2 估算收入與支

出，並以有效可靠的

相關訊息輔助 

P7.2.3 在預算草案中

反映組織目標 

P7.2.4 使用清楚的格

式來評量與呈現選項

與建議 

P7.2.5 將預算草案發

送給同仁與經理們來

蒐集意見 

T7.3 預算定案 
O7.3.1 預算計

畫 

P7.3.1 根據組織政策

與程序來討論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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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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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3.2 同意並整合修

改之意見 

P7.3.3 在指定時程內

用清楚格式完成最終

的預算 

P7.3.4 告知同仁關於

最終預算決定及相關

工作範圍內的應用，

包括呈報與財務管理

責任 

T7.4 監控與審查預

算 

O7.4.1 活動收

入與支出統計

分析 

P7.4.1 定期審查預算

與評估實際績效及預

估績效，並準備準確

的財務報告 

P7.4.2 將所有已定的

相關贊助、補助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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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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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與全部的預算報

告中 

P7.4.3 調查並針對執

行預算重大偏差， 採

取合適的改善行動 

P7.4.4 分析內部與外

部環境的改變，並做

必要的調整 

P7.4.5 蒐集與記錄相

關資訊以協助未來 

預算準備工作 

T8 團 隊

發展與領

導 

T8.1 塑造績效和行

為的高標準典範 
 

P8.1.1 藉由個人表現

擔任正面角色的引導 

P8.1.2 在每天工作績

效中展現對於組織的

支持和承諾 

5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39 監督者和管理者所表

現的功能和角色 

K40 不同的領導風格 

K41 有效領導力的特色 

S01 溝通與協商技能 

S05 學習和自我管理的技能 

S06 規劃和組織技能 

S07 複雜資訊的辦別分析技能 

S26 傾聽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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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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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1.3 以尊重和同理

心對待員工 

K42 團隊工作的原則 

K43 動機理論和角色 

K44 團隊動力 

K45 組織計畫和規劃流程

的型態 

T8.2 發展團隊承諾

和合作 

O8.2.1 工作團

隊共同目標設

定 

P8.2.1 與團隊協商，

制定並清楚傳達計畫

和目標 

P8.2.2 制定與組織目

標一致的計畫 

P8.2.3 傳達團隊成員

的期望、角色和職責

以鼓勵其承擔更多的

工作責任 

P8.2.4 鼓勵團隊和個

人發展創新的工作方

式 

P8.2.5 確定、鼓勵、賦

予價值並獎勵個人和

團隊的付出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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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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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2.6 塑造典範，並

以開放和鼓勵的態度

支持團隊內的溝通 

P8.2.7 與團隊互相尋

求並分享來自廣泛環

境的資訊 

P8.2.8 尋求來自團隊

成員的回饋，並在組

織目標和政策的範圍

內執行變革 

T8.3 管理團隊績效 

O8.3.1 工作分

配表 

O8.3.2 工作說

明書 

O8.3.3 績效表

揚辦法 

P8.3.1 委派任務和職

責、確定委任的障礙

和克服的執行過程 

P8.3.2 評估團隊成員

的技能並提供個人發

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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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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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3.3 監控團隊績效

以確保達成目標成果

的進度 

P8.3.4 提供監控和訓

練以協助團隊成員 

P8.3.5 激勵個人和團

隊來達成最佳的表現 

P8.3.6 以表揚和獎勵

來提升團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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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1 主動積極 

A02 自我管理 

A03 自我提升 

A04 自信心 

A05 抗壓性高 

A06 企圖心 

A07 好奇開放 

A08 心胸開放 

 

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畢業科系：行銷、公關或廣告相關科系 

工作經歷：具獨立作業活動經驗，活動企劃或專案管理 5 年以上 

語文能力：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能夠熟練 Microsoft 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 

其他要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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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展活動管理業活動專案人員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KMC3332-002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活動專案人員 

所屬類別 

職類別 行銷與銷售 職類別代碼 KMC 

職務別 會議及活動規劃人員 職務別代碼 3332 

行業別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M7310 

工作描述 擬定活動企劃，洽談與管理供應商及贊助商，現場執行活動專案。 

基準級別 4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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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 集

與分析活

動專案資

訊 

T1.1 取得活動專案

資訊 

O1.1.1 活動專

案資訊分類表 

P1.1.1 確認活動專案

資訊需求 

P1.1.2 運用正式或合

法正當方式，取得活

動目標所需資訊 

4 

K46 消費市場分析 

K47 活動專案基本知識 

K48 資料管理 

K49 活動目標相關法規 

S28 市場調查技巧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

題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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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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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3 依組織政策與

程序要求，記錄與儲

存取得之資訊 

K19 提昇活動永續性的方

法 

T1.2 分析活動專案

資訊 

O1.2.1 活動專

案資訊分析報

告 

O1.2.2 市場分

析報告 

P1.2.1 正確詮釋並理

解所蒐集活動專案資

訊當中專業術語、行

話、相關法規 

P1.2.2 研究利用所蒐

集活動專案資訊運用

於活動目標之方式 

P1.2.3 依照客戶需求

提供活動專案資訊分

析報告 

T2 擬 定

活動企劃 

T2.1 確認客戶目標

需求、活動範疇、項目

預算與成果效益 

O2.1.1 客戶需

求與活動財務

需求表 

P2.1.1 與客戶釐清整

體專案目標、活動範

疇、項目內容、組織與

關係人及經費預算 

4 

K49 活動目標相關法規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

題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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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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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1.2 蒐集報價、採

購資訊 

P2.1.3 確認各利害關

係人參與活動的個別

需求 

P2.1.4 判定專案所需

資源 

P2.1.5 向客戶簡報初

步估價和活動概念、構

想 

K52 顧客關係與客戶服務 

K53 問題分析 

K54財務報表核實 

K55 專案管理 

K14 活動可行性的風險管

理考量 

K56 危機處理 

K57 行銷概念 

K58 創新思考 

S31 溝通技巧 

S32 客戶服務技巧 

S33 籌辦活動所需使用現有和新興

技術 

S34 簡報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S36 客戶要求之語言能力 

S37 計畫書撰寫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T2.2 擬定活動計畫

書 

O2.2.1 活動管

理計畫書 

P2.2.1 根據客戶需求

與所蒐集的活動專案

資訊，進行場地、設

備、活動規劃、人力配

置等軟硬體評估與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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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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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2.2 依潛在競爭者

資訊及客戶反饋，做

出因應調整規劃 

P2.2.3 遵循產業之國

際主流價值，以及永

續經營理念，規劃活

動內容及管理計畫 

P2.2.4 明確標示活動

內容、預算、法規、行

銷公關、風險管理、客

戶服務、資源取得、專

案計畫管理、緊急狀

況處理及替代方案 

T2.3 制訂活動管理

計畫 

O2.3.1 活動需

求 資 源 列 表 

（軟硬體資源、

P2.3.1 與所有參與者

溝通計畫與其權責 

P2.3.2 協調溝通活動

執行相關事 宜，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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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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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運用、人力

資源配置等） 

O2.3.2 活動管

理時程表（甘特

圖、各項活動查

核點） 

O2.3.3 解決問

題方案 

O2.3.4 風險應

變及備案計畫

書 

公司內外部相關人員

與部門共識形成 

P2.3.3 確認活動管

理、個人責任、通報層

級的行政結構 

P2.3.4 整合活動的規

格、財務、人力與有形

資源 

P2.3.5 確認風險、法

規與永續議題，將其

納入計畫中 

P2.3.6 制訂並整合活

動評估方法 

P2.3.7 製作整合活動

管理計畫 

T2.4 追蹤專案進度 
O2.4.1 預算進

度管控表 

P2.4.1 掌控專案工作

進度及品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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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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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2.4.2 專案管

理時程及品質

管控表 

P2.4.2 確認專案預算

與工作皆符合預期規

劃進度 

T3 洽 談

與管理供

應商及贊

助商事宜 

T3.1 研擬供應商及

贊助商募集目標與計

畫 

O3.1.1 潛在供

應商/贊助商名

單 

O3.1.2 績效預

估表 

O3.1.3 供應商

採購需求書 

O3.1.4 贊助商

招攬計畫書 

P3.1.1 依據活動需

求，找出贊助機會與

制定財務募款目標 

P3.1.2 制定供應商 /

贊助商資源組合與預

期績效（投資報酬估

算） 

P3.1.3 制訂供應商採

購需求書 

P3.1.4 制訂贊助商招

攬計畫書 

4 

K49 活動目標相關法規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2 顧客關係與客戶服務 

K55 專案管理 

K59 採購政策與作業規定 

K63 履約管理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

題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S31 溝通技巧 

S34 簡報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S36 客戶要求之語言能力 

S37 計畫書撰寫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S39 人際關係建立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41 採購技巧 

T3.2 洽談供應商協

議 

O3.2.1 供應協

議書 

P3.2.1 擬定供應商協

議書/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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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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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3.2.2 採購契

約書 

O3.2.3 採購資

源統計表 

O3.2.4 供應商

管理名冊 

P3.2.2 根據潛在供應

商名單進行活動資源

內容組合協商或採購 

P3.2.3 提供採購協議

書 /需求書及契約書

給潛在供應商 

P3.2.4 依照組織政

策、活動需求、相關法

規與作業規範進行招

商 

P3.2.5 協助進行採購

協議書 /契約書簽署

與發布 

S42 顧客資料管理能力 

S43 贊助商行業別的基本分析能力 

S44 基本消費行為數據收集能力 

T3.3 洽談贊助協議 

O3.3.1 贊助協

議書 

O3.3.2 採購契

約書 

P3.3.1 擬定贊助商招

商提案書/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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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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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3.3.3 贊助資

源統計表 

O3.3.4 贊助商

管理名冊 

P3.3.2 根據潛在贊助

商名單進行活動資源

內容組合或邀約 

P3.3.3 提供贊助協議

書 /需求書及契約書

給潛在贊助商 

P3.3.4 依照組織政

策、活動需求、相關法

規與作業規範進行招

商 

P3.3.5 協助進行贊助

協議書 /契約書簽署

與發布 

T3.4 執行贊助商/供

應商管理 

O3.4.1 資源運

用/ 分配計畫 

P3.4.1 根據贊助協議

進行活動贊助資源運

用，確保所有協議內

容均被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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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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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3.4.2 贊助商

/供應商資源管

理紀錄 

P3.4.2 尋求提升贊助

商價值及委託客戶活

動效益的方式，並予

以達成 

P3.4.3 進行成果分析

與後續追蹤，包括評

估未來潛在贊助機會 

T4 協 調

與執行活

動計畫 

T4.1 確認目標市場

與機會評估 

O4.1.1 行銷機

會比較分析 

O4.1.2 跨部門

會議紀錄 

O4.1.3 市場目

標調查分析表 

P4.1.1 使用行銷部門

提供的市場情報，辨

別與確認目標市場 

P4.1.2 辨別與評估進

行活動行銷的機會 4 

K46消費市場分析 

K47 活動專案基本知識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3 問題分析 

K55 專案管理 

K57 行銷概念 

K58 創新思考 

K63 履約管理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題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S31 溝通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S36 客戶要求之語言能力 

S37 計畫書撰寫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S39 人際關係建立 

T4.2 取得行銷資源 

O4.2.1 跨部門

會議紀錄 

O4.2.2 行 銷

資源彙整表 

P4.2.1 依據行銷企

劃、跨部門合作與對外

採購程序，確認行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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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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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4.2.3 使用行

銷工具建議清

單 

源取得程序與可運用

時機 

P4.2.2 依據行銷執行

計畫，準備各項行銷

資源，包括與相關部

門協調，確認可在適

當時間提供可運用的

行銷資源 

K60 媒體溝通原理 

K61 廣告管理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41 採購技巧 

S45 評估不同行銷活動運用機會與

效益技能 

S46 為行銷活動發展細節行動計畫 

S47 媒體溝通技巧 

S48 運用傳統與新興媒體進行行銷 

T4.3 執行行銷計畫

與預算控管 

O4.3.1 行銷計

畫執行紀錄 

O4.3.2 行銷預

算支用表 

O4.3.3 行銷執

行成效與檢討

報告 

P4.3.1 運用利害關係

人和媒體建立的關

係，執行行銷計畫 

P4.3.2 按照計畫時間

依各項活動執行行銷

計畫，並確認行銷績

效 

P4.3.3 控制預算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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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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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3.4 製作行銷執行

成果與檢討報告 

T5 協 調

現場活動

操作 

T5.1 確保活動現場

業務依計畫書及客戶

需求進行 

O5.1.1 工作手

冊（工作與人力

配置表） 

O5.1.2 檢覈表

/驗收表 

P5.1.1 依據活動計畫

書和活動管理計畫安

排活動執行次序 

P5.1.2 確認場地問題

或風險，將應變策略

納入活動計畫 

P5.1.3 發布現場各項

活動、資源、人員安排

給予主要負責人員、

供應商，並依現場需

要即時更新 

P5.1.4 活動前彩排並

向主要工作人員和供

應商進行工作簡報，

並釐清任何問題 

4 

K47 活動專案基本知識 

K38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5 專案管理 

K14 活動可行性的風險管

理考量 

K56 危機處理 

K62 安全衛生法規與作業

規定 

K64 性別平等、兒童保護及

其他特別保護法規與作業規

定 

K65 防疫法規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

題 

S20 新媒體/辦展科技運用技能 

S31 溝通技巧 

S35 預算分配與執行技能 

S38 團隊合作技能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49 危機處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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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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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1.5 與主要人員和

供應商建立現場聯繫

方式，並再次確認 

P5.1.6 對照活動計畫

與細部執行計畫確認

各項軟、硬體佈置，並

找出缺失迅速解決 

P5.1.7 確認各項安全

規劃符合法規與活動

計畫要求 

P5.1.8 確認活動人員

安全進出動線 

P5.1.9 透過觀察及人

員訊息即時交換，監

控與協調現場活動依

照活動計畫與客戶要

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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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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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1.10 依照商定期

限及組織政策與程序

完成活動收尾 

T5.2 解決現場危機

與應變 

O5.2.1 緊急應

變流程與會議

紀錄 

O5.2.2 問題紀

錄與處理表 

O5.2.3 緊急處

理經驗學習報

告 

P5.2.1 確認專案進行

問題的範圍、原因 

P5.2.2 聯繫協調組織

內外部利害關係人，

協議解決問題方案或

風險應變計畫，以確

保專案目標進度達成 

P5.2.3 運用適當資源

解決現場突發事件，

使危機衝擊最小化 

P5.2.4 與客戶保持溝

通聯繫，確保活動執

行滿意度並做出必要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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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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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2.5 完整且正確記

錄問題 /突發事件處

理情形 

T6 撰 寫

結案報告 

T6.1 撰寫結案報告 

O6.1.1 專案結

案報告（ 包含

文字、影音、圖

片等） 

O6.1.2 贊助成

果報告 

P6.1.1 完成各階段活

動執行、贊助及供應

商、財務管理、及各項

履約管理紀錄 

P6.1.2 向利害關係人

提出活動執行之結果

報告，包含效益分析，

並提出改善建議 

P6.1.3 向贊助商提供

贊助成果報告書 

4 

K50 正確傾聽 

K51 表達技巧 

K54 財務報表核實 

K55 專案管理 

K63 履約管理 

S29 基礎文書與資訊記錄能力 

S30 問題分析與尋求資源解決問

題 

S40 協商與衝突解決技巧 

S50 結案報告撰寫技能 

S51 建議專案改善能力 

T6.2 結算核銷費用 
O6.2.1 費用明

細表 

P6.2.1 依據活動結算

表，進行各項請款及

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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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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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2.2 確認供應商履

行契約事宜，並支付

費用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9親和關係 

A01主動積極 

A04自信心 

A05抗壓性高 

A10謹慎細心 

A11配合態度 

A12危機處理 

A13國際觀 

A14創新 

A15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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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與補充事項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畢業科系：行銷、公關或廣告相關科系 

工作經歷：具獨立作業活動經驗（加分），活動企劃或專案管理 2年以上 

語文能力：具備熟練的英語溝通能力，南部地區能以閩南語溝通會更好 

證照或能力要求：能夠熟練 Microsoft 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IOS 系統 

其他要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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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人力銀行招募條件表 

一、設計裝潢業 

（一）業務人員 

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富懋建材

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建物裝修及

裝潢業 
業務人員 業務專員 國內業務人員 

1.產品銷售與服務，個案追蹤與簽

約。 

2.有完善在職訓練、底薪加獎金、

交通津貼。 

3.有相關產業經驗尤佳。 

4.品行端正、操守佳、謹慎細心，

具高度服務熱忱及良好溝通能

力、高 EQ者尤佳。 

接受身份：上班族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專科、大學 

科系要求：不拘 

語文條件：台語 -- 精通 

擅長工具：PowerPoint 

工作技能：客戶情報蒐集、產品介紹及解說銷售 

具備駕照：輕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普通小型車 

其他條件：熟 OFFICE 作業系統。 

須自備機車或汽車，享有油資及維修補助。 

日森室內

裝修有限

公司 

室內設計業 業務人員 
室內設計

助理 

業務助理、室內設計

/裝潢人員、水電及

其他工程繪圖人員 

1.繪製設計圖、製作簡報或準備資

料。 

2.協助設計師工地丈量、放樣。 

接受身份：上班族、應屆畢業生、中壯齡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科系要求：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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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3.基礎 AutoCAD 、Sketch up 繪圖

工具等室內設計相關軟體。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不會、說 /不會、讀 /略懂、

寫 /略懂台語 -- 中等 

擅長工具：AutoCad 2D、Sketch up 

工作技能：室內設計規劃、室內設計施工圖繪製、建

築圖識圖與繪圖、施工圖與裝配圖繪製、

裝修工程圖識圖 

具備駕照：普通重型機車、普通小型車 

其他條件：1.必備交通工具、普通重型機車駕照。2.

熟悉 Auto Cad、Sketch up 佳。 

昱盛國際

景觀有限

公司   

景觀設計業 業務人員 工務助理 
工務人員 /助理、

CAD/CAM 工程師 

1.協助工地現場管理溝通及協調。 

2.估價單數量計算及相關文書作

業。 

3.主管交辦事項，無經驗可，建築、

景觀、土木相關科系畢業優先。 

接受身份：上班族、應屆畢業生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不拘 

科系要求：不拘 

語文條件：不拘 

擅長工具： Excel、 Internet Explorer、Outlook、

PowerPoint、Word、AutoCAD、AutoCad 

2D、AutoCad 3D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ylhm28?jobsource=joblist_r_c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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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工作技能：不拘 

具備駕照：輕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普通小型車 

其他條件：未填寫 

日天光彩國

際實業有限

公司 

舞台架設及

視聽工程業 
業務人員 業務助理 主管特別助理 

1. 輸入、處理並追蹤客戶訂單，並

將訂單資料存檔備份。 

2. 保持與客戶間之聯繫，回覆 e-

mail，並確認交貨期。 

3. 提供出貨文件，協助業務人員

控管出貨，並處理進出口事宜。 

4. 定期提供業務銷售狀況報表，

以供業務人員或主管參考。 

5. 協助業務人員處理銷售業務相

關之公司內部行政作業。 

6. 協助業務人員整理客戶資料

（如：公司基本資料、交易記錄、

問題處理狀況）。 

接受身份：不拘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不拘 

科系要求：不拘 

語文條件：不拘 

擅長工具：Excel、Outlook、PowerPoint、Word 

工作技能：文件收發與檔案管理、文書處理╱排版能

力、行政事務處理、電話接聽與人員接待

事項、文件或資料輸入建檔處理、文件檔

案資料處理、轉換及整合工作 

其他條件：未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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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宏泰企業機

構_宏泰建

設股份有限

公司 

土木工程業 業務人員 

【建設事

業】 淡水

租賃業務 

（熟租賃

業 務 尤

佳） 

國內業務人員、業務

助理、行政人員 

1.銷售計畫制定與調整，並落實執

行行銷計劃。 

2.執行與追蹤績效管理目標。 

3.業務案前作業執行與協助。 

4.業務與媒體預算掌控及執行。 

5.個案推展與實際銷售。 

接受身份：上班族 

工作經歷：10 年以上 

學歷要求：專科、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不拘 

語文條件：不拘 

擅長工具：不拘 

工作技能：不拘 

其他條件：具案前產品定位.規劃.企劃與實際現場操

盤代銷能力 

皓昇室內裝

修設計有限

公司 

建物裝修及

裝潢業 
業務人員 

室內裝修/

設計-業務

人 員  or 

業務型室

內設計師 

國內業務人員 

1. 開發、建立長期聯繫，建立起

pass 案件回來之外部人員組織 

2. 把來客詢問量轉換為成交數量 

3.提供消費者室內設計、系統櫥

櫃、裝潢統包、翻修等服務 

4.依照客戶需求與公司的室內設

計部門協調並確認工程流程，以

及施工後的工程管理。 

接受身份：上班族、應屆畢業生、二度就業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高中以上 

科系要求：不拘 

語文條件：不拘 

擅長工具：不拘 

工作技能：不拘 

具備駕照：普通重型機車、普通小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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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5.接洽新客戶，新客戶的開發方式

以回覆來電及現場評估為主 

6.積極之學習意願且誠實，盡心， 

努力， 細心及執行溝通能力 

7.客戶接洽及丈量現場，櫥櫃規劃

設計報價。。 

8.瞭解業主需求，配合設計部共同

完成裝潢案場規劃。。 

9.藉由室內設計專業規劃，協助業

主落實未來居家空間的想像與

感覺，並評估其可行性。 

10.配合業主需求或提出更完善建

議，檢討及規劃室內空間機能，

使其發揮最高坪效或滿足業主

個性化需求.。 

其他條件：未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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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人員 

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安益國際展

覽股份有限

公司 

會展行銷業 

（1.各式會

展活動之籌

組規劃、策

略建議、設

計、執行管

理  2.整合

行 銷 服 務 

3.媒體出版 

4. 展 館 營

運） 

設計人員 

創意設計

（資深空

間設計） 

展場/櫥窗佈置人員、

室內設計/裝潢人員、

建築設計/繪圖人員 

1.大型專業展會之空間設計規

劃。 

2.Event 活動，如舞台設計、記

者發表會、會場佈置等設計

與整合。 

3.能獨立完成 3D模擬圖。 

4.需具備繪製細部圖、施工圖

等專業能力。 

接受身份：上班族、原住民、二度就業 

工作經歷：5年以上 

學歷要求：專科、大學 

科系要求：室內藝術相關、景觀設計相關、建築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略懂、說 /略懂、讀 /略懂、寫 

/略懂 

擅長工具：3ds Max、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AutoCAD 

工作技能：不拘 

其他條件：我們是超過百人規模的國際企業，重視團隊

合作，需要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能激發業

務、同事創意靈感，對負責專案主動積極的

設計人才。 

具體要求包括： 

1.具備好奇心並具有創意發想的能力 

2.可完整闡述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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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3.負責且準確執行專案 

4.重視團隊合作 

5.具有展覽、舞台、大型活動，相關設計經驗者佳 

6.具有基礎平面設計能力 

7.具備溝通協調能力 

西伯里品

牌形象設

計有限公

司 

品 牌 顧 問

業、品牌形

象設計、品

牌策略、品

牌管理 

設計人員 
品牌形象

設計師 

商業設計、廣告設計、

包裝設計 

1.品牌識別設計、包裝設計、創

意發想與各種品牌設計的執

行。 

2.具網站設計、動態影像設計、

插畫經驗者為佳 

3.視覺傳達設計、商業設計、多

媒體及藝術等相關科系。 

接受身份：上班族 

工作經歷：3年以上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室內藝術相關、藝術商業設計、其他藝術相

關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台語 -- 中等 

擅長工具：Adobe InDesign、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工作技能：產品包裝設計、平面設計理論、視覺設計相

關知識、電腦排版設計、電腦繪圖軟體操

作、繪圖工具與軟體操作、多媒體影像處

理、設計表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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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具備駕照：輕型機車、普通小型車 

其他條件：請務必附學經歷及作品 

熟悉操作設計相關作業軟體。 

善溝通.樂觀.積極.具責任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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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展活動管理業 

（一）業務人員 

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人 才 天

下 有 限

公司 

廣告行銷公

關業 
業務人員 

營運部業

務專員 

國內業務人員、活動

企劃人員 

1.負責會展業務接洽，包含陌生

客戶溝通與開發。 

2.策展專案統籌、企劃、執行管

理。 

3.客戶與供應商間溝通協調。 

接受身份：上班族、應屆畢業生、外籍人士、原住民、

二度就業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專科以上 

科系要求：不拘 

語文條件：不拘 

擅長工具：Excel、Outlook、PowerPoint、Word、中文

打字 20~50、英文打字 20~50 

工作技能：不拘 

具備駕照：輕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普通小型車 

其他條件： 

1. 有學生時期擔任社團幹部經驗者佳。 

2. 具會展活動相關工作經驗者佳。 

3. 具備基礎燈光、音響器材、燈光設計、音效（樂）

設計等操作經驗者佳。（非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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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4. 具配視訊軟體、基礎音視訊佈線操作使用經驗

者佳。（非必要條件） 

5. 請務必特別說明您與活動籌辦、執行相關的經

驗。 

6. 可提出您具備上述其他工作技能（包含會使用

操作的電腦軟體及其他專長）。 

7. 投遞履歷請放上照片、而且必須要有自傳簡要

介紹自己。 

揆眾展覽

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廣告行銷公

關業 
業務人員 

展覽業務

人員 

國內業務人員、國外

業務人員 

1.客戶維護聯繫 

2.展場攤位招商 

3.拓展業務關係 

4.展場活動值班 

5.客戶款項催收 

接受身份：上班族、應屆畢業生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科系要求：不拘 

語文條件：不拘 

擅長工具：不拘 

工作技能：客戶資料更新維護、業務或通

路開發、業績目標分配與績效達成、業績

與管理報表撰寫、客戶情報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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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具備駕照：輕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 

其他條件：積極、主動、喜歡挑戰佳 

巨蛋展覽

股份有限

公司 

廣告行銷公

關業 
業務人員 

營業專員

（高雄） 

國內業務人員、通路

開發人員 

1.客戶開發、營業推廣成交，活

動案件之報價承接，執行工作

之安排掌握，結案報告之完

成。 

2.除固定月薪 27000-37000外，

另按季計算業績獎金。 

接受身份：上班族、應屆畢業生、原住民 

工作經歷：1 年以上 

學歷要求：專科、大學 

科系要求：商業及管理學科類、工業工程相關 

語文條件：中文 -- 聽 /精通、說 /精通、讀 /精通、

寫 /精通台語 -- 中等 

擅長工具：Windows XP、Excel、Outlook、PowerPoint、

Word、中文打字 20~50 

工作技能：不拘 

具備駕照：輕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 

其他條件： 

1.自備機車（具駕照） 

2.使用過 ERP 者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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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企劃人員 

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歐立利國

際展覽設

計股份有

限公司 

廣告行銷

公關業 

活動企劃人

員 
O-專案企劃 

活動企劃人員、其他

專案管理師、行銷企

劃人員 

1.專案統籌與執行：議題發想、

提案企劃撰寫、投標與比稿、

預算與期程控管、軟硬體廠商

詢價與聯繫等。 

2.專案管理：控管活動現場事

務，以及包含新聞稿撰寫、媒

體採訪聯繫、社群網站經營、

行銷議題發想與操作等。 

接受身份：上班族 

工作經歷：2 年以上 

學歷要求：專科以上 

科系要求：不拘 

語文條件：不拘 

擅長工具：Windows 2000、Excel、Outlook、PowerPoint、

Word、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工作技能：行銷製作物規劃與執行、異業合作規劃與

執行、提案與簡報技巧、業績目標分配與

績效達成、業績與管理報表撰寫、客戶情

報蒐集 

其他條件：未填寫 

集思國際

會議顧問

有限公司 

工商顧問

服務業 

活動企劃人

員 

【 會 議 活

動】專案執

行（約聘，有

機會轉正） 

其他專案管理師、行

銷企劃助理、活動企

劃人員 

1. 視訊及實體會議專案協助工

作 

2. 客戶及廠商聯繫與溝通 

3. 會議活動現場執行 

接受身份：上班族、應屆畢業生、學生實習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專科、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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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4. 協助書面資料彙整 

5. 主管交辦事項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精通、說 /精通、讀 /中等、

寫 /中等  

擅長工具：不拘 

工作技能：不拘 

其他條件： 

1. 無經驗可，喜歡視訊設備操作或有意願學習。 

2. 熟悉 Office （word， Excel power point）。 

3. 會議活動期間能配合假日或夜間工作。 

4. 抗壓性高、溝通能力佳、細心且耐心。 

5. 需與外國講者溝通，英文聽說讀寫佳。 

6. 加分：具備規劃執行會議 / 研討會 / 活動相

關經驗 。 

7. 此職為專案約聘職，若表現優秀有轉正機會。 

8. 薪資將會依照相關工作經驗調整。 

摩奇創意

股份有限

公司  

廣告行銷

公關業 

活動企劃人

員 

行銷活動企

劃 

行銷企劃人員、活動

企劃人員、傳播媒體

企劃人員 

1.整合行銷/會展活動/線上會議

/媒體宣傳專案規劃創意發想

與撰寫。 

接受身份：上班族 

工作經歷：2 年以上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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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2.提案撰寫並具簡報能力 

3.負責活動現場管理與執行。 

科系要求：不拘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

寫 /中等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工作技能：行銷製作物規劃與執行、提案與簡報技巧、

實體活動規劃與執行 

具備證照：Google Analytics （分析） 個人認證資格、

Google Adwords 認證 

其他條件： 

1.人格特質：喜歡創新、積極主動、善於溝通、

細心有耐心、高 EQ 

2.具提案能力 

3.可攜帶提案或企劃作品 

  

https://nabi.104.com.tw/job/42wvu/RXhjZWw=?moveto=skillList&utm_source=pcjob_page&utm_medium=tool_link
https://nabi.104.com.tw/job/42wvu/UG93ZXJQb2ludA==?moveto=skillList&utm_source=pcjob_page&utm_medium=tool_link
https://nabi.104.com.tw/job/42wvu/V29yZA==?moveto=skillList&utm_source=pcjob_page&utm_medium=tool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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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務人員 

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日商_光洋

波斯特國

際展覽股

份有限公

司 

廣告行銷

公關業 
工務人員 工務人員 

工務人員/助理、室

內設計/裝潢人員 

1.商業空間、展會硬體監工（進

度、品質溝通）。 

2.場勘紀錄。 

3.硬體結構安全評估。 

4.基本工程估算。 

接受身份：上班族、應屆畢業生、原住民 

工作經歷：3 年以上 

學歷要求：專科、大學 

科系要求：土木工程相關、建築相關、室內藝術相關 

語文條件：台語 -- 中等 

擅長工具：不拘 

工作技能：工程測量、尺寸測量、尺度標註與測量、

平面測量、建物測量、面積計算、高程測

量、現場測量、工程現況描繪、裝修工程

圖識圖、實物測量繪圖 

具備駕照：普通重型機車、普通小型車 

其他條件： 

1.應屆畢業者為相關主修科系佳 

2.具工地或展場實務經驗佳。 

3.可配合國內短期出差及假日加班。 

4.國內外安全法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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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5.備汽車駕照。 

6.具溝通協調能力。 

7.工作態度積極且學習力旺盛、情緒管理良好。 

8.具室內裝修相關職照者佳。 

文創技研

有限公司 

專門設計

相關業 
工務人員 

藝文展演及

活動類  製

作管理助理 

工務人員/助理、發

包人員、展場/櫥窗

佈置人員 

1.協助管理藝術品製作、劇場舞

台製作、花卉工程、基礎工程

事務。 

2.協助現場尺寸量測、繪圖，核

對圖面資料，圖檔管理。 

3.配合工程預算，發包及進度掌

握。 

4.其它主管交辦事項。 

接受身份：上班族、應屆畢業生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高中、專科、大學 

科系要求：不拘 

語文條件：不拘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工作技能：不拘 

具備駕照：普通重型機車、普通小型車 

其他條件： 

1. 剛退伍，無經驗可，需會開車及可配合外地出

差，有工地現場、開貨車等相關經驗者佳。 

2. 樂於學習，個性開朗，處事積極，品行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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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業別 依質化分類 職務名稱 職務別 工作內容 條件 

3. 此職務需與客戶及在地居民溝通合作，熱愛

陽光、EQ高、可獨立或團體作業者。 

4. 對工程、機電、工地現場管理者、大型戶外活

動有熱情與興趣者。 

5. 熟悉 office軟體，會繪圖軟體（Auto CAD）

者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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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國際會展證照與課程 

一、活動產業諮議會（Events Industry Council， EIC） 

（一）The CMP-HC subspecialty  

EIC 提供的另外一張證照的課程是屬於醫療的次專業（The Certified Meeting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ubspecialty， 

CMP-HC）。這張證照是由 2014 年開始，因為 CMP 中有一個成長中的市場區隔是屬於要負責管理醫康產業的會議。

CMP-HC 是 CMP 的次專業，要取得這張證照，必須要先通過 CMP。 

CMP-HC 的證照是設計來驗證那些對於會議產業更為了解，同時通曉特定的規則、法律以及實務的 CMP，這些 CMP

將來要舉辦以醫療為主題的會議。 

（二）永續活動專業認證課程（Sustainable Event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Programme） 

這門課程主要是設計來讓與會者在自己的永續活動上應用，課程中結合了參與式的學習與體驗的元素。主題包括

瞭解永續活動產業的企業價值；在環境績效上納入永續元素時的解決方案，像是餐飲、交通與供應鏈管理；以及要達

成企業社會責任目標的有效方法。課程中的一部份是讓與會者要為自己的永續活動客製化一份藍圖。 

二、國際會議專業組織（Meeting Professionals International， MPI） 

（一）基礎訓練營（Basic Bootcamp： Meeting Fundamentals） 

這門課程是在對會議產業進行基本的介紹。對新人來說，這個課程是最應當優先選擇學習，因為包含會議最重要的

面向或是原則。在會議與活動的世界，這個基本課程是很必要的奠基，在此可以建立你的規劃技能。無論是 1.對活動規

畫很陌生，2.雖然活動規劃並非你的工作抬頭，但你現在正在做這件事，3.需要重新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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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I的基礎訓練營，是屬於會議的基礎認證班，透過會議設計的過程來學到如何定義目標及確認利害關係人。同時

學習如何編製出邀標說明書，合約與菜單，以及確認舞台、視聽音響的需求，以及更多詳細的內容。 

透過 MPI 的帶領，這個課程可以觸及到會議規畫過程的每個層面，提供最好的實務操作模式，讓流程可以有所改

變，並確保操作的模式可以與產業的領先標準一致。 

課程內容包括： 

1. 辨識會議的利益相關者，並且擔任中介者和調解者的角色來評估他們在設計合適體驗方面的需求。 

2. 定義活動目標和 SMART 目標，並且採用策略來衡量會議的價值。 

3.制定預算和藍圖，並且評估與會議或活動相關的潛在風險。 

4. 管理邀標說明書（RFP）流程，進行周密且精確的現場檢查，選擇供應商並製定合約。 

5. 使用能使組織達成會議目標和目的的關鍵因素來設計會議。 

6. 管理發言人和會議內容設計、設計房間、與視聽團隊合作以及設計技術計劃。 

7.設計菜單並且安排交通和與會者的移動計劃。 

8. 監督會議前後以及現場物流和進行計劃評估。與會議利益相關者溝通成功指標。 

（二）合約與協商專業認證課程（Contract & Negotiation Specialist Certificate Program） 

洽商合約與談判對於會議專業人士來說，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很複雜工作。了解法律上的術語，以及常用的法律條

件（以及法律要保障的權利）可以讓會議專業人士在談判時占有優勢。同時可以得到關於合約法律與談判技巧的知識，

讓會議專業人士可以保障組織的利益。同時，透過知識可以得到權力，特別是關於合法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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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的場館合約中，合約的談判會涉及到管理財務與負債的風險，特別是當要考慮到績效條款（減少與取消），

這些都是場館合約的基本內容。沒有一張合約是相同的，用字遣詞會改變，而且要小心的審閱與編輯，有時必須要加上

額外條款。究竟有哪些狀況可以列入不可抗力條款、保障條款，以及主辦方要負責的條款？ 

這些問題的唯一解，就是「看狀況」。因此這個證照課程會由新聞、老師及同儕所提供範例來驗證法律的原則。在

課程中，可以跟其他同學分享組織成功且輝煌的故事，可以促進法律知識，讓參與課程者成為在進行合約談判時的重要

角色，保障組織免於受到與會議或是活動有關的財務與負債的風險。 

課程內容包括： 

1.解釋場館合約中主要合約條款的目的。 

2.舉例說明合約語言可能如何導致財務或責任風險。 

3.依據會議規格，優先討論問題和決定重要而敏感的問題。 

4.區分不利和使一方承擔重大財務或責任風險的合約語言 

5.以至少三種不同方式協商關鍵績效和責任條款，以使得結果是多種選擇而不僅是輸贏的情況。 

6.根據會議合約知識、會議規格、市場條件和場地知識來修改場地合約。 

（三）活動危機溝通認證課程（Event Crisis Communications Certificate Program） 

作為會議與活動的專業人士，要扮演非常多的角色。如果有危機發生，就要轉變為在緊急事件管理小組中的協調者，

負責決定下一步的決策，同時要在溝通的過程中擔負顧問、管理，與指揮的工作。行銷團隊成員並不見得會知道最佳的

溝通流程應當如何做，哪一個資源可以取得，要如何進行最佳的溝通，何時需要去溝通。因此需要學習並準備好在危機

發生時要如何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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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I的活動危機溝通認證課程會教授在危機真的發生時，要如何使用對較快速的溝通管道，包括運用社群媒體。對

有效的危機溝通來說，基本的步驟並不難，但是需要許多額外的工作來降低風險與損害。學習如何為活動創造一個風險

溝通計畫，為組織做出關鍵性的決策，同時練習在真實的情況下如何執行風險溝通。 

課程內容包括： 

1.確認若風險溝通計畫沒有被妥善發展、妥善執行，以及根本不存在時，對於組織會產生的影響。同時要避免組織發生

此種狀況。 

2.確認如何稽核你的活動，確認出在活動中有哪些型態的風險-並回應如何處理。 

3.運用最佳的內外部溝通，建置一個風險溝通計畫與有效的緊急事件管理。 

（四）活動的緊急預備認證課程 

在活動中，可以確認演講貴賓，最先進的多媒體供應商，最美味的餐飲。但是卻不能確認最重要的層面-與會者的安

全。對會議專業人士來說，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確保會場中的所有人的安全。若是發生了危機或是意外狀況，有多少把握

可以處理好？在緊急狀況發生時，有沒有準備一個計畫讓這個緊急狀況可以安然渡過？ 

MPI的緊急準備認證課程提供一個工具，足以準備好一個有效的計畫來因應危險的狀況，同時可以顧及到與會者與

組織。學到在活動的緊急狀況下，如何確保所有與會者的安全，降低危害，同時可以重啟服務。 

課程內容包括： 

1. 區分活動和事件以便在各種會議和活動中現場管理風險。 

2. 辨識不同利害關係人在會議以及活動緊急應變計畫的溝通和協作模式。 

3.運用風險評估和管理技巧來減輕、轉移、接受和/或避免風險。 

4. 實施和執行緊急應變計劃流程的關鍵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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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創立活動事後報告和汲取的教訓，並且採取持續改進的策略。 

（五）活動設計認證課程 

活動設計認證課程是一個三天的沉浸式體驗課程，課程的與會者會學到奠基於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上來設計活動的關

鍵技能，同時運用#EventCanvas 來做為活動設計的原型，發展策略活動管理的範本，發展出新的或是紀錄現存的活動與

會議的模式。 

在三天的課程中，會分別學到三個在工作時所需要承擔的責任： 

層級 1：合作-應用#EventCanvas 的基礎，改變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層級 2：運用#EventCanvas 來管理活動設計。 

層級 3：透過#EventCanvas 的程序來指導活動設計與設備的團隊。 

（六）活動行銷策略家認證課程 

每個活動都有獨一無二的顧客資料，如果不懂得活動行銷的策略，就會忽略這個金礦。透過 MPI的活動行銷策略家

認證課程，可以理解如何透過活動來贏得品牌的目的與目標。 

這個認證課程是由 Cvent 與MPI共同合作，是一個非常棒的課程，以現場即時與遠距活動的實例來說明，並著重在

達到品牌行銷與盈利的目的。 

透過課程，可以發現實現目標的必要性，以及透過傳遞給與會者體驗的過程，讓你的角色由物流工作者轉換為策略

家。透過這樣的課程，會學習如何開發這些無價的資料，達到客戶要求的結果，同時可以提升自己成為會議與活動的專

家的價值。 

課程內容包括： 

1.設計基於活動策略的結果，包括：關鍵事件銷售指標和關鍵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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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業務案例來說明現場直播和數位銷售活動如何為組織帶來最底限的業務成果。 

3.設計、構建和執行全面的行銷活動策略，並且計劃並實現預期的結果。 

4.交付具有影響力的與會經驗。 

5.採用常見的工具和技術來收集活動行銷情報。 

6.使用最佳的戰略來完成系統的投資回報率和股東權報酬率，並進行衡量和收益歸因。 

（七）邁向在地化認證課程 

這個認證課程主要是為了要符合與會者想要對於會議舉辦的目的地多加了解，並融入當地元素的規畫者所設計。這

個認證課程適合各種不同的組織會議，由董事會到訓練課程，到年度的會議，以及全球性的會議，都可以適用。 

課程內容包括： 

1.定義「邁向在地化」的意義。 

2.說明邁向在地化實現成果和業務目標的好處。 

3.描述邁向在地化的商業、環境和社會案例。 

4.認知如何成功整合在地供應鏈。 

5.為環境、食品和飲料、文化、社區與思想領導力領域中的活動共享「邁向在地化」的藍圖。  

（八）群體銷售策略家認證課程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世界的銷售工作都受到巨大的改變。因為這個因素，重新進行策略性思考。課程中專

家會告訴你如何在目前的情況下進行銷售策略與技能，來贏得更多的業績。同時專家會分享銷售過程來協助你與買方建

立更好的關係，同時贏得信任與信心。 

課程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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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認證課程計劃完成後，能夠脫穎而出且與眾不同。 

2.學習如何建立高影響力和強大的銷售管道和銷售工具。 

3. 知道如何打開與客戶的對話，以定位您的場所、物業、代理、目的地管理公司和目的地，從而顯著增加合約、轉換和

商業機會。 

4. 探索直接影響全球組織的銷售成功及背後的銷售專業人員成功的策略。 

5.不斷調整自己的音調，並了解自己在行業中的定位。 

6.革新銷售計劃。 

7.如何使用「殺手級問題」作為商業遊戲改變者 

(1)Ciara分享一種對話技術，可以控制對話-不再僅僅是下訂單。 

(2)Ciara 開發出一種行之有效的對話框架，可以協助對客戶進行更優質的對話，尤其是在建立牢固關係的新冠肺

炎時代。 

8.如何撰寫致勝的提案。 

9.提案必須以客戶為中心-特別是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 

10.學習掌握三個主要領域（提案結構、內容和簡報），以便撰寫能贏得成功並把重點放在降低費用的提案。 

（九）醫療會議認證課程 

規劃一場醫療與製藥方面的會議是一件複雜的工作，規劃者與供應商要在會議的很多層面取得平衡，像是活動設計、

在全球的法則與規章中找到方向，以及要向公司、與會者與目的地傳遞投資報酬率，以及要考量這個醫療會議是否有合

於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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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I所提供的醫療會議認證課程，提供了讓與會者對規則全面理解的機會，透過個案學習、經營模擬、討論與作業，

讓學員可以透過關鍵性的思考技能，開發出職能條件。透過這個課程，帶走所需要的知識與經驗。 

課程內容包括： 

1.在活動規畫和設計過程中採用新的醫療保健法的管理技能和獨特的專有名詞。 

2.監督不同部門、地區和國家的流程報告管理。 

3.滿足新的報告、提交時間表、了解價值轉移以及這對會議和活動的意義。 

4.應用《醫師付款陽光法》（公開付款）的人員、內容、地點和方式以及其他首次發布的全球法則。 

（十）包容性的活動策略家認證課程 

包容性的服務不只是正確的事情-這是可以促進活動價值的方法。包容性的服務可以超越基本的法律規範，創造出

一個氛圍，讓所有人都感受到價值與尊重。會議與活動的成功，在於讓與會者覺得自己不一樣，而這樣的結果，可以有

效地解決問題，帶來創新與成功。 

透過MPI的包容性的活動策略家認證課程，可以發現如何在活動設計與執行時運用包容性的服務策略。 

課程內容包括： 

1.採用MPI研究中關於包容性的主要發現，為進一步改善組織內的環境提供業務案例。 

2. 解釋與包容性相關的個案，以及為何建立具包容性的目標以及戰略將使企業或組織受惠。 

3.在活動策略和設計中使用多樣性的構面來建立完全包容的環境。 

4.善用具包容性的經紀人角色以及策略。 

5.採取的建立包容性環境的行動。 

6.藉由完成「包容性行動計劃」承諾去採取對環境包容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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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海上會議與活動認證課程 

這個段落主要是強調哪一種會議型態可以在遊輪執行，同時也提供了具有價值性的成本比較。除了在真實的遊輪舉

辦的現場或是遠距的旅遊外，課程也提供對獎勵旅遊的深刻見解，讓你知道若是想要在海上舉辦活動，要如何透過會議

的規畫過程，思考要檢查的事項有哪些。過去傳統的與會者在參加海上的會議或是活動時，期待會有哪裡不同。 

課程內容包括： 

1.確定郵輪航行的優勢。 

2. 比較海上會議和活動與傳統場地。 

3.說明海上會議或活動的規劃流程。 

4.了解海上會議或活動之前、中、後的期望。 

5.關於郵輪國際協會（CLIA）：郵輪產業的共同聲音。 

（十二）會議與活動策略家認證課程 

作為活動專家，要怎麼做才會不只是組織的關鍵員工，也是企業的領導者？透過將自己定位為是一個可以驅動策略、

價值與財務底限的活動專業人士，轉化為會議與活動的策略家。 

透過MPI的會議與活動策略家認證課程，可以學習到如何舉辦會議與活動才能讓組織達到企業的目標及工作效率。 

透過這個課程，了解活動中的企業價值，確保成功地達到目標，合理化成本，提供給與會者一個真實且慎重的經驗。

在完成課程後，就不再只是一個會議規畫者，而是一個活動策略家，可以為組織帶來成長與價值。同時可以將這樣的價

值帶到領導精神中。 

課程內容包括： 

1.闡明如何以及以多少費用為您的會議帶來在業務和品牌的增長、效率和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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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經過驗證的變更管理模型和關鍵的利益相關者支持來實施活動衡量計畫。 

3. 用能被理解的語言說出首席財務官和企業領導者補充的財務知識。 

4. 發展並建立目標和 SMART目的，使您能夠真正洞悉會議推動的價值。 

5.找到可以真實衡量企業的指標（不是只有與會者滿意度） ，並更加了解行為會如何改變會議，為組織創造積極的財

務成長。 

6. 向關鍵的企業領導人分析與報告你的結果，並能清楚地描述會議與活動的量化價值。 

（十三）疫情下的會議與活動認證課程 

風險永遠是活動中的一部分，新型冠狀病毒驗證過去在產業中為了風險規劃所做的假設。當活動開始回到現場即時

舉辦的時候，要重新思考現場的活動策略，活動的設計很重要，不只要在短期存活，還要為未來創造出永續生存的模式。 

MPI的疫情下的會議與活動認證課程是與活動導者協會（Event Leadership Institued， ELI）共同合作，以現在的環

境來建構未來的方向，以準備活動策略、設計、執行、與評估-不論下次的風險是甚麼。由風險管理到場館的議定書；由

合約條款到使用者經驗；由餐飲到行銷；找出受到疫情影響最大的領域，來協助開發與設計一個準備妥善，向未來邁進

的活動。 

課程內容包括： 

1. 重新思考活動策略來盡量適應這個更為混亂的全球環境。 

2.設計出核對表單來因應更為安全的活動。 

為了降低新冠肺炎帶來的風險，要建立及部署活動的戰術（主要是因為北美現在的狀況） 

（十四）永續活動策略家認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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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於 2015年發布了永續發展的目標，政府與企業都重新聚焦於如何在 2030年達到對貧窮、飢餓、環境變遷的

教育、清潔的能源，與永續成長的成就。人們以往都是面對面的方式進行連結，目前對活動專業人士的挑戰仍然存在-要

如何規劃讓人們聚集，但卻能夠為了下一代保護這個星球？ 

透過 MPI 的永續活動策略家認證課程，可以得到如何透過永續的角度來檢視活動規劃的過程。學習最佳的戰術策

略，來降低活動對環境的衝擊，同時透過規劃開發出創造永續的決策文化。 

時至今日，永續的策略已經是達到利害關係人的期望，及維持活動可信度的重要因素。 

課程內容包括： 

1. 為了在會議與活動中實現永續策略，能描述出企業的個案 

2.了解氣候變遷的主要原因、結果與解決方案。 

3. 當開始進行活動規劃的程序與組建團隊時，要建立永續的文化。 

4. 應用活動前的規畫與預算實務，讓永續方案可以達到最大的成功。 

5.比較不同的永續活動架構。 

6. 運用戰術來降低活動中的浪費與溫室氣體排放。 

7.衡量、報告與分享主辦活動的永續成果。 

（十五）線上活動與會議管理認證課程 

對於目前這個改變中的世界，期望活動與會議的管理專業人士，能夠具備可以規劃與執行現場與線上活動的技能。

這個認證課程主要是設計給想要透過現有的活動專業技能與經驗，來學習規劃與管理線上活動的基本需要的產業專業人

士。 

上完此課程後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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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包括： 

1.清楚的了解在規劃現場活動與線上活動時的主要差異。 

2.發展出線上活動策略，包括在規畫線上活動時的關鍵元素。 

3.開發出對於人力資源、零售商、公共關係、數位平台、關聯科技、資料蒐集與分析，以及資料安全性的要求。 

4.發展線上會議計畫與方案，提供與會者可以樂在其中的數位經驗時，可以向關鍵利害關係人提出投資的收益。 

三、國際展覽業協會（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UFI） 

（一）UCP 認證 

UCP 的認證由兩部分組成：基礎課程和專業認證。UCP 計劃是對我們的許多成員要求對他們的 UFI 教育進行此

類認證的回應。與 UFI 相關的專業標誌是行業內質量、專業知識和創新的象徵，教育經驗為參與者提供代表雇主執行

最高標準活動所需的基礎和專業知識。 

1.基礎課程 

基礎課程中為 UCP 認證的組成之一，分為場地管理與展覽管理兩大部分，只要則其一修習滿 20學分，即可完成

基礎課程 

(1)VMA場地管理學校 

課程內容包括： 

a.安全和危機管理 

b.場館經理的領導力 

c.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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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有效的客戶服務 

e.活動運營規劃 

f.經理的場館營銷 

g.預訂和日程安排 

(2)展覽管理學院 

課程內容包括： 

a. 預算和損益 

b.以客戶為中心和關懷 

c.跨渠道展覽營銷 

d.數字創新 

e.全球業務發展 

f.人力資源與領導力 

g.敏捷交叉銷售策略 

h.戰略制定與發展 

（二）專業認證模組 

專業模組的培訓，是希望可以參與 UFI所舉辦的活動，讓參與者確實的體會到展覽的核心，比如每年在德國科隆所

舉辦的國際暑期大學或者 UFI與其他企業合作的線上會話課程，修習滿 16小時即可完成專業模塊的培訓 

1.國際暑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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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展會行業的專業人士，為交流戰略和運營知識提供了一個互動式教育平台。來自世界各地的行業專業人士齊

聚德國科隆，組成一個為期三天的密集講座營，討論各種與會展行業相關的主題。而在這個三天當中可以了解展會行

業當前的市場趨勢、豐富個人的業務網絡同時提升個人的專業價值 

2.UCP 模組－疫情後活動的舉辦 

在 COVID 之後，我們如何刷新對先前存在的事件或展覽的思考，如何為活動創造新的想法和主題？如何重新推

出現有節目或創造新的節目創意？ 

課程內容： 

(1)大型活動的關鍵要素 

(2)為您的活動提出新想法 

(3)定義需求、創造價值主張、銷售和 USP 

（三）UCP 模組－虛擬活動 

VEI 認證培訓計劃將使活動專業人士能夠製作和提供卓越的數字活動體驗，隨著虛擬和混合活動繼續為擴大全球

影響力、開發新的收入來源、發展在線社區和提供更多分析提供新途徑，活動專業人士擁有利用這些新機會的技能至關

重要。提供量身定制的學習體驗，並且與 17 位全球領先的主題專家合作，從虛擬和混合活動各個方面的各種專業知識

中受益。 

課程內容： 

1.虛擬活動簡介 

2.吸引觀眾 

3.增加觀眾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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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發戰略內容設計 

5.將您的虛擬活動貨幣化 

6.掌握虛擬活動的銷售技巧 

7.為您的虛擬活動選擇合適的技術 

8.在當天執行您的虛擬活動 

9.衡量成功事後 

10.建立您的在線活動社區 

11.混合事件簡介 

（四）UCP 模組－活動銷售 

培養個人銷售技巧和技巧，以盈利地銷售活動，一個交互式學習計劃，探索個人銷售風格及其在當今活動銷售環境

中的應用。 

課程內容： 

1.確定專業銷售演示的框架。 

2.調查事實調查技巧和對銷售過程的貢獻。 

3.回顧活動銷售故事，突出 USP、好處和價值。 

4.制定應對異議、建立緊迫性和結束銷售。 

四、國際展覽暨活動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xhibitions and Events，IAEE） 

（一）The Certified in Exhibition Management®  （C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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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管理認證®  （CEM） 認證是全球公認的認證，展示了整個展覽和活動管理領域的最高專業標準。它最初創建

於 1975 年，目的在提高活動行業的專業標準，它仍然是專業成就的首要標誌。目的在提升業者展覽管理專業技能，其

成效廣為展覽業界所認可，專業能力亦廣受全球同業肯定。考取 CEM 認證，必須具備至少 3年展覽管理全職工作經驗，

或具備管理學士學位以上者，3年內修滿 11門課程中之 9門課，並考試及格，始發予證書。 

課程藍圖內容： 

1.展覽與事件銷售基礎 

2.策略規劃與發展 

3.研討會管理準則 

4.住宿與註冊管理 

5.顧客參展管理 

6.設備與地點選擇 

7.平面圖規劃 

8.選擇設備承包商 

9.財務、預算與合約 

10.事件行銷 

11.事件操作 

（二）GBAC Technician Program 

IAEE 與全球清潔行業協會 ISSA 合作 ，通過培訓幫助展覽和活動專業人士在 COVID-19 和其他傳染病帶來的挑

戰中安全有效地重返面對面的商業環境課程旨在為工作場所的生物危害做好準備、應對和恢復。GBAC 基礎知識在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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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向參與者講授針對傳染病爆發情況（例如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和污染控制措施背後的原則。在 30 天內完成課程的

將獲得 ISSA 的一個部門全球生物風險諮詢委員會 （GBAC） 頒發的結業證書，並且可以使用「GBAC 培訓技術員」

一詞作為他們特色行銷，可以為雇主和客戶帶來了更高的商業價值，增加更多的競爭力。 

課程內容： 

1.針對已知或潛在傳染病爆發情況的預防、響應、感染控制和污染控制措施。 

2. 適當清潔和消毒對健康的重要性。 

3.用於響應和修復的 GBAC 協議。 

4.個人防護裝備 （PPE）、工具和設備的使用。 

5.基於美國 EPA 新興病毒病原體指南的清潔劑和消毒劑。 

6.國際專業人士如何找到特定於自己國家的信息。 

7.關鍵要點和常見問題。 

8. 課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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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設計裝潢與會展活動相關證照 

一、國際證照 

國家 證照名稱 課程內容 入學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美國 

CEM 

（ Certified in 

Exhibition 

Management） 

1.Conference & Meeting Management 

Principles 

(1)會議及會議管理原則 

2.Consumer Show Management 

(1)消費者展會管理 

3.Event Marketing 

(1)活動行銷 

4.Event Operations 

(1)活動營運 

5.Exhibition & Event Sales Fundamentals 

(1)展覽及活動銷售基礎原則 

6.Facilities & Site Selection 

(1)設施及場所選擇 

7.Finance，Budgeting & Contracts 

(1)財務、預算及承包商 

在展覽和活動產業有三年以

上的全職工作經驗 

1.從 12個課程中，任意選擇

9個完成 CEM 學習計劃 

2.每門課在開課日起 90天內

通過考試 

3.考生有 3年的時間完成此 9

門課程和考試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xhibitions and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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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課程內容 入學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8.Floor Plan Development 

(1)場地規劃與發展 

9.Housing & Registration Management 

(1)住宿與註冊管理 

10.Security，Risk & Crisis Management 

(1)安全、風險及危機管理 

11.Selecting Service Contractors 

(1)服務承包商 

12.Strategic Planning & Management 

(1)策略規劃與管理 

美國 

CMP 

（ Certificate 

Meeting 

Professional） 

1.策略規劃 

(1)會議及活動管理策略 

(2)制定會議、活動規劃 

(3)制定會議、活動之連續或長期性規

劃 

2.專案管理 

(1)規劃會議、活動專案 

(2)管理會議、活動專案 

*須同時具備下列二組條件

（依個人背景，各組任擇其

一搭配）。 

第一組： 

1.累計 36個月全職會展、旅

館相關管理級工作經驗。

須檢具資料，並闡述會展

相關工作經驗。 

1.在三個半小時內作答 165

題選擇題 

2.至少需達到 55分方能通過 

3.每五年重新認證 

Event Industry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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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課程內容 入學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3.風險管理 

(1)管理風險管理計畫 

4.財務管理 

(1)管理活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2)管理預算 

(3)管理貨幣性交易 

5.人力資源 

(1)招募員工、志工 

(2)訓練員工、志工 

(3)管理員工關係 

6.利益關係人管理 

(1)管理利益關係人關係 

7.會議、活動設計 

(1)制定計畫 

(2)聘用講者與表演者 

(3)茶點、食物廠商合作 

(4)設計環境 

(5)管理會展科技產品 

2.具會展、旅館管理相關學

士學位，累計 24個月全職

會展相關工作經驗。須檢

具英文學歷證明或成績單

及闡述工作經驗。 

3.大專院校會展、旅館管理

相關科系全職教師，並於

過去五年內任教 36個月以

上。須檢附英文授課名稱

及課程大綱。 

第二組： 

1.過去 5年內曾接受 CMP認

可之會展相關課程訓練 25

小時，須檢具修課證明。 

2.過去五年內由大學或其他

教育機構安排至會展單位

見習 200 小時以上。須檢

具見習單位主管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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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課程內容 入學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6)擬定管理與會者規劃 

8.場地管理 

(1)選擇場地 

(2)設計場地 

(3)管理會議或活動場地 

(4)管理活動現場溝通 

9.行銷 

(1)管理行銷規劃 

(2)管理行銷素材 

(3)管理會議、活動商品 

(4)行銷會議、活動 

(5)關公活動 

10.管理與會議相關之銷售活動 

美國 

CDME 

（ Certified 

Destination 

Management 

Executive） 

1.目的地領導（必修） 

2.目的地管理的策略議題（必修） 

3.目的地行銷規劃（必修） 

4.目的地宣傳與群體關係（必修） 

5.目的地銷售及服務管理（選修） 

公開申請 

1.必須完成四年規劃之課程

以及能力測驗，包含四門

核心課程、四篇核心論文、

兩門選修課程、論文測驗 

2.每四年重新認證 

Destination Marketing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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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目的地體驗的發展（選修） 

美國 

CAE 

（ Certified 

Association 

Executive） 

1.協會領導力、變革、戰略與結構 

2.協會會員服務 

3.協會操作 1（操作支援） 

4.協會操作 2（產品與服務） 

5.協會管理與發展 

1.具有五年的工作經驗 

2.具有學士學位或更高學 

3.提交申請後的最後五年內

完成考試內容大綱所定義

的 100 小時基礎廣泛、與

協會管理相關的專業發展 

1.已順利完成所有五門課程 

2.擁有兩年的高級非營利性

管理經驗和大學學位，或

五年的高級非營利性管理

經驗 

3.成為信譽良好的  CSAE 

成員 

4.提交更新的簡歷 

American Society of 

Association Executives 

美國 

CCEP 

（ Collegiate 

Conference and 

Events 

Professional） 

 

1.必須是 ACCED-I 成員 

2.受雇於大學會議和活動行

業，至少具有 36 個月的

合格全職工作經驗 

3.至少 24 個月符合全職工

作經驗 

4.大學會議和活動相關的領

域擁有學士或碩士學位 

1.參加至少十二個教育小時 

2.以下五項擇二完成： 

(1)撰寫並發表了一篇教育

文章 

(2)提交書面提案 

(3)完成 ACCED-I 基準調

查，並提交有關對操作

的瞭解以及調查的總體

反饋的摘要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Conference & Events 

Directors –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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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課程內容 入學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4)在專業期刊上發表文章 

(5)參加 CAS 會議和活動

計劃的自我評估 

美國 

CDME 

（ Certified 

Destination 

Management 

Executive） 

1.核心課程 

(1)目的地管理中的戰略問題 

(2)目的地營銷和銷售 

(3)目的地領導力 

(4)目的地宣傳和社區關係 

2.選修課 

(1)目的地定位和品牌 

(2)目的地組織財務管理 

(3)目的地體驗的發展 

(4)經濟發展與目的地組織的作用 

(5)人力資源和人才開發 

(6)目的地資訊和研究 

至少三年的行業相關經驗 

1.4 核心課程和所需的書面

檔 

2.2選修課 

3.期末考試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美國 PDM 

目的地管理的基本知識與行銷（13個模

組） 

銷售（基本面 10模組） 

 兩門必修課程都必須完成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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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ional in 

Destination 

Management） 

美國 

CRME 

（ Certified 

Hospitality 

Revenue 

Management 

Executive） 

1.從收入管理到收入戰略 

2.收入專業人員 

3.部門整合 

4.經濟學及其在收入優化中的作用 

5.了解市場 

6.細分和業務來源 

7.預測、定價和庫存控制 

完成CRME申請以證明資格 

（最低分：50 分） 

通過涵蓋收入管理職能的在

線考試 

Hospitality Sales & 

Marketing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美國 

CHDM 

（ Certified 

Hospitality Digital 

Marketer） 

1.自有媒體 

2.免費媒體 

3.付費媒體 

4.數位媒介 

5.媒體趨勢 

6.衡量管理數位績效 

完成 CHDM 申請以證明資

格（最低分：50） 

通過涵蓋學習指南所涵蓋的

主題在線考試 

Hospitality Sales & 

Marketing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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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CHBA 

（ Certified in 

Hospitality 

Business Acumen） 

1.定位業務優先權 ─ 使用財務報表確

定行動 

2.管理業務優先權-使用重要的住宿指

標 

3.領先的業務優先權-溝通結果 

4.擁有者優先權合作-擁有權目標中的

合作夥伴 

1.在酒店業擁有豐富的經

驗，或目前就讀於酒店學

院或大學課程 

2.研發並支付認證計劃費用 

3.從您的組織中至少邀請了

7 名參與者參加由講師領

導的選項的程式 

1.完成線上學習 

2.參加每週一次的網路會議 

3.五周後參加在線考試 

Hospitality Sales & 

Marketing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美國 

CRMA 

（ Certified 

Revenue 

Management 

Analyst） 

1.供應、需求和收入管理 

2.分佈演變 

3.酒店擁有權、組織和管理 

4.客房、房價、供應和性能 

5.預訂、速度和預測 

6.需求控制：閾值收入管理、折扣分配

和可用性控制 

7.超額預訂 

8.組合位移 

9.定價 

10.搜尋引擎行銷 

1.目前就讀於擁有 CRMA 課

程的學院或大學酒店課程

的學生。 

2.教授或兼職講師目前在酒

店專案任教。 

 

Hospitality Sales & 

Marketing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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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使用者生成的內容 

12.OTAs 

13.不透明銷售 

美國 

CVE 

（ Certified Venue 

Executive） 

1.公共集會場所管理人員在專業發展和

能力方面 

2.場地執行官專業增長和發展 

至少 7到 10年的行業經驗和

大量參與該協會 

1.應用與專業發展與服務 

2.書面文章 

3.筆試 

4.口頭訪談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enue Managers 

美國 

CVP 

（ Certified Venue 

Professional） 

1.為公共大會場地專業人士和國際場地

經理協會制定一項專業性 

2.創建一個學習過程，協助候選人了解

我們職業創造的多樣性和深度 

3.分類和評估其專業經驗 

4.增加目前持有和潛在未來工作的工作

的價值（薪資和職位） 

5.創造自我價值和自尊 

6.驗證其知識淵博和經驗豐富的公共組

裝場館經理 

3 至 5 年的行業經驗和參與

協會 

1.應用過程 

2.筆試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enue M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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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CMM 

（ Certificate in 

Meeting 

Management） 

1.進階活動設計與戰略 

2.基本訓練營：滿足基本知識 

3.會議管理憑證 

4.CMP 學院 

5.合約與談判專家 

6.突發事件應急準備 

7.事件危機溝通 

8.事件資料分析憑證 

9.活動設計憑證 

10.事件領導原則師憑證 

11.事件行銷原則師 

12.事件業務基本面 

13.體驗活動系列 

14.事件健康超級英雄 

15.本地端 

16.集團銷售策略師 

17.醫療保健會議合規性 

18.混合與虛擬事件總監 

1.在會議和活動行業有 7 年

以上的專業經驗 

2.3年以上的管理經驗 

3.2年以上的損益責任 

1.管理/領導實踐、討論、案例

和經驗學習相結合 

2.在線學習訓練營 

3.在工作中展示應用第 1 階

段和第 2階段學習的能力 

Meeting Professional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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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包容性活動策略師 

20.海上會議與活動 

21.會議與活動原則師 

22.大流行會議和活動證書 

23.大流行現場協定 

24.可持續事件原則師 

25.虛擬事件與會議管理 

26.婦女領導地位 

美洲 

CPCE 

（ Certified 

Professional in 

Catering and 

Events） 

1.會計學 

2.飲料管理 

3.餐飲服務 

4.合約與協定 

5.糧食生產 

6.事件管理 

7.人力資源 

8.銷售和行銷 

1.過去三年中在餐飲和活動

行業全職工作 

2.過去五年中參加了 30 小

時的專業發展 

必須在 2.5小時內完成考試，

分數達到或超過 70%是通過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atering and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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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CSP 

（ Certified 

Speaking 

Professional） 

1.領導力培訓 

2.銷售管理培訓 

3.業務溝通培訓 

1.成為國家安全局或任何

GSF 協會的成員至少連續

一年 

2.在過去 10 年內，有出席一

次NSA/GSF協會大會的證

明 

3.必須參加三個必修 CSP 教

育課程 

每五年續期獲得 24 個 NSA 

和 /或全球演講者聯合會

（GSF）教育學分 

National Speakers 

Association 

美國 

DES 

（ Digital Events 

Strategist 

Certification） 

1.產業概況與數位活動類型行 

2.商務企畫與商業模式 

3.數位內容與受眾參與 

4.數位活動技術與數位活動製作 

5.行銷與社群媒體 

6.活動成效測量與投資報酬 

1.DES 並未對預備參加認證

的學員設定特別的條件。繳

交 745美元（會員）或 895 美

元（非會員）的課程費用即可

選擇六週自訂進度的課程，

或是現場課程 

2.為因應數位科技日新月異

的進化，DES 每兩年須更

新認證： 

以下二個條件都要符合才能

取得認證： 

1.在六個模組課程後各有一

個測驗，這六個模組課程測

驗要 80%以上。 

2.六個模組課程結束後還有

一個期末總測驗，期末總測

驗要在 70%以上。 

Professional Conven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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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少 20 小時的虛擬／數

位研習課程。所有續證資料

必需是取得認證後的兩年內

新主辦或是建立的活動資料 

(2)續證費用 150美元 

美國 

CFMP 

（ Certified Faith-

Based Meeting 

Professional） 

1.供應商 

(1)瞭解宗教市場 

(2)通信 

(3)了解面額 

(4)供應商作為教育家 

(5)最佳實踐 

(6)風險管理/安全 

(7)記錄保存/事件歷史/ Rfps 

(8)食品和飲料管理/現場運營 

2.規劃 

(1)術語/首字母縮略詞/定義 

(2)合約 

(3)預算 

就讀與酒店業相關的課程、

課程或學習計劃的人（即酒

店、酒店/汽車旅館管理、活

動管理等） 

完成 8個必修課和測試 
Religious Conferenc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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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展覽管理 

(5)最佳實踐 

(6)風險管理/安全 

(7)記錄保存/事件歷史/ Rfps 

(8)食品和飲料管理/現場操作 

美國 

CIS 

（ Certified 

Incentive 

Specialist） 

1.激勵/激勵體驗 

2.價值鏈 

3.激勵計劃和交付 

4.行銷和商業化 

1.獎勵旅遊業的人 

2.大型酒店從事商務活動 
參加為期兩天的現場研討會 

Society for Incentive 

Travel Excellence 

美國 

CITP 

（ Certified 

Incentive Travel 

Professional） 

1.獎勵旅遊業務案例 

(1)戰略規劃 

(2)激勵計劃設計 

(3)利益相關者管理 

(4)人力資源 

2.銷售給獎勵旅遊市場 

(1)銷售 

(2)專業 

3.管理獎勵旅行計劃 

至少五年全職經驗的旅遊專

業人士 

兩個半小時內成功完成 100 

個問題考試 

Society for Incentive 

Travel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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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務管理 

(2)通信 

(3)風險管理 

(4)危機管理 

(5)專案管理 

(6)網站管理 

(7)企業體系與可持續性 

美國 

CGMP 

（ Certified 

Government 

Meeting 

Professional） 

1.基礎 

2.聯邦規則 

(1)資金 

(2)旅遊 

(3)合約 

(4)採購 

(5)倫理學 

(6)ADA 

3.準備和計劃 

(1)RFP 

(2)Fed Biz Opps 

1.擁有 SGMP 會員資格 

2.至少 1年的酒店行業經驗 

100道多選題，通過分數至少

需要 85個正確 

Society of Government 

Meeting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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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商 

(4)預算 

(5)可持續會議 

4.設施和服務 

(1)場地 

(2)選址 

(3)會議前、會議後 

(4)展品 

5.後勤 

(1)風險管理 

(2)註冊 

(3)保留 

(4)運輸 

6.政府會議 

(1)營銷和促銷 

(2)演講者與媒體 

(3)程序資料 

(4)食品和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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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技 

7.做對 

(1)協定 

(2)訪客計劃 

 

二、國內證照 

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台灣 
甲級配電線路

裝修技術士 

除應具備乙、丙級技術士各項技能及

相關知識外，並應具備下列各項技能

及相關知識。 

1.電工專業知識（工程圖與資料、配電

專業知識） 

2.配電裝修技能（配電工具儀表及施

工車輛之應用、應力的分析與工具

之整體配置） 

3.架空外線施工與用轉維護（裝桿、架

線、運轉維護）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乙級技術

士證後， 從事申請檢定職類

相關工作 2 年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乙級技術

士證後， 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 800小時以上。 

3.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乙級技術

士證後， 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 400 小時以上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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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電設備：配電設備裝拆、檢驗與調

整 

5.地下配電施工與運轉維護（受電場

（室）管路人孔手孔之裝配、運轉維

護） 

6.活線作業（作業前準備工作、作業中

之督導工作、線路開關之更換） 

7.工作領導（工量分析、工作分配、工

作指導、工作協調及控制） 

8.工作安全（工作安全措施、急救） 

者，並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 1年以上。 

4.專科相關科系畢業後， 從事

應檢職類相關工作 4 年以上

者；或非相關科系畢業後，從

事應檢職類相關工作 6 年以

上。 

5.技術學院或大學相關科系畢

業後，從事應檢職類相關工

作 3年以上者；或非相關科

系畢業後，從事應檢職類相

關工作 5 年以上。 

台灣 
甲級室內配線

技術士 

1.裝修輸配電基本技能 

2.電機檢驗 

3.電力配線工程裝修 

4.變壓器工程裝修 

5.電力系統保護工程裝修 

6.電容器工程裝修 

※甲級技術士報檢資格（符合

下列資格之一者）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乙級技術

士證後， 從事申請檢定職類

相關工作 2 年以上。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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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7.配變盤、儀表工程裝修 

8.發電機工程裝修 

9.電動機工程裝修 

10.照明工程裝修 

11.接地工程裝修 

12.電熱工程裝修 

13.避電器工程裝修 

14.電力系電力系統監控熟悉及運用

電力系統監控 

15.落實工作安全 

16.熟悉用電法規 

2.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乙級技術

士證後， 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 800 小時以

上。 

3.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乙級技術

士證後， 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 400 小時以上

者，並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 1 年以上。 

4.專科相關科系畢業後， 從事

應檢職類相關工作 4 年以上

者；或非相關科系畢業後，從

事應檢職類相關工作 6 年以

上。 

5.技術學院或大學相關科系畢

業後，從事應檢職類相關工

作 3 年以上者；或非相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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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系畢業後，從事應檢職類相

關工作 5 年以上。 

上述相關職業訓練由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之，並以在職業訓練

機構或政府委辦單位參訓者為

限。 

台灣 
甲級冷凍空調

裝修技術士 

1.識圖與製圖 

2.作業準備 

3.冷媒系統處理 

4.電路系統處理 

5.控制系統處理 

6.試車調整 

7.故障排除 

8.安裝與維護保養 

9.安全措施 

10.職業道德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乙級技術

士證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

相關工作 2 年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乙級技術

士證後，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 800小時以上。 

3.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乙級技術

士證後，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 400 小時以上

者，並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 1年以上。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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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4.專科相關科系畢業後，從事應

檢職類相關工作 4年以上者；

或非相關科系畢業後，從事

應檢職類相關工作 6年以上。 

5.技術學院或大學相關科系畢

業後，從事應檢職類相關工

作 3年以上者；或非相關科系

畢業後，從事應檢職類相關

工作 5年以上。 

上述相關職業訓練由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之，並以在職業訓練

機構或政府委辦單位參訓者為

限。 

台灣 
甲級職業安全

管理技術士 

1.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2.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 

3.專業課程 

4.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 

5.環境保護 

符合所列資格之一者，同一資

格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 

1.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安全專

門類科系所畢業或同等學力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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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6.節能減碳 者（限工業安全與衛生、職業

安全與衛生）  

2.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等

學力，修畢工業安全相關科

目 18學分以上者畢業或同等

學力證書影本與學分證書或

成績單影本 

3.具有現場經驗 5 年以上工作

證明書或勞保投保明細影本

或公保年資紀錄表影本職業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

技術士證影本 

4.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

期滿或結業者（職業安全管

理師、勞工安全管理師） 期

滿證明或結業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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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5.具現場經驗 1 年以上工作證

明書或勞保投保明細影本或

公保年資紀錄表影本 

6.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

特種考試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7.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

期滿或結業者（職業安全管

理師、勞工安全管理師） 期

滿證明或結業證書影本 

81 年 6 月 29 日前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訓練結業（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員）後，具有

現場經驗 15 年以上，結業

證書影本與工作證明書或

勞保投保明細影本或公保

年資紀錄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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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台灣 
甲級職業衛生

管理技術士 

1.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2.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 

3.專業課程 

4.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 

5.環境保護 

6.節能減碳 

符合所列資格之一者，同一資

格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 

1.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安全專

門類科系所畢業或同等學力

者（限工業安全與衛生、職業

安全與衛生）  

2.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等

學力，修畢工業安全相關科

目 18學分以上者畢業或同等

學力證書影本與學分證書或

成績單影本 

3.具有現場經驗 5 年以上工作

證明書或勞保投保明細影本

或公保年資紀錄表影本職業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

技術士證技術士證影本 

4.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

期滿或結業者（職業安全管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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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理師、勞工安全管理師） 期

滿證明或結業證書影本 

5.具現場經驗 1 年以上工作證

明書或勞保投保明細影本或

公保年資紀錄表影本 

6.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

特種考試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7.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

期滿或結業者（職業安全管

理師、勞工安全管理師） 期

滿證明或結業證書影本 

81 年 6 月 29 日前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訓練結業（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員）後，具有

現場經驗 15 年以上，結業

證書影本與工作證明書或

勞保投保明細影本或公保

年資紀錄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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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台灣 
乙級配電線路

裝修技術士 

除應具備丙級技術士各項技能及相關

知識外，並應具備下列各項技能及相

關知識： 

1.電工常識（識圖及繪圖、配電概念） 

2.基本技能（電儀表之使用、施工機具

之使用） 

3.裝桿（特殊桿之建桿裝置、電桿校

正、橫擔裝置支線裝置） 

4.架線 

5.配電設備（變壓器試驗、變壓器運

用、保護設備及配電器材裝拆） 

6.地下配電施工（受電場（室）管路人

孔手孔之裝置、電纜之敷設及接續、

各種開關之檢點及維護工作） 

7.活線作業（基本掩蔽、高壓子更換、

橫擔更換、開關更換、電焊更換） 

8.工業安全（工業安全措施、感電急

救、傷患搬運）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後，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 800小時以上，

或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

作 2年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3.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之五年制專科 3 年級以

上在校學生、二年制及三年

制專科、技術學院或大學之

在校學生。 

4.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400小時後，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3年以上。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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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5.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800小時後，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2年以上。 

6.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1,600 小時以上。 

7.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800小時以上，且高級中

等學校畢業。 

8.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400小時，並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1年以上，且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9.接受相關職類技術生訓練 2

年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 2年以上。 

10.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後，從事

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2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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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11.大專校院以上相關科系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12.大專校院以上非相關科系畢

業，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

時數累計 400小時以上，或

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

作 1年以上。 

13.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6年以上。 

台灣 
乙級建築物室

內設計技術士 

1.圖說判讀 

(1)建築圖說判讀  

(2)給排水衛生設備管線圖說判讀 

(3)電氣管線圖說判讀 

(4)空調系統圖說判讀 

(5)消防、瓦斯設備圖說之判讀 

2.相關法規 

(1)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2)室內裝修相關法令規定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後，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 800小時以上，

或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

作 2年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考試取得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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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3)建築物室內設計有關法令之基本

常識 

3.繪製圖說 

(1)室內設計圖之繪製 

(2)室內設計施工圖之繪製 

4.工程估算 

(1)工程材料數量計算 

5.工程實務 

(1)申請室內裝修審核作業 

(2)申請室內裝修竣工查驗 

(3)工程驗收 

3.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之五年制專科 3 年級以

上在校學生、二年制及三年

制專科、技術學院或大學之

在校學生。 

4.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400小時後，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3年以上。 

5.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800小時後，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2年以上。 

6.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1,600 小時以上。 

7.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800小時以上，且高級中

等學校畢業。 

8.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400小時，並從事申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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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定職類相關工作 1年以上，且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9.接受相關職類技術生訓練 2

年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 2年以上。 

10.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後，從事

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2年

以上。 

11.大專校院以上相關科系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12.大專校院以上非相關科系畢

業，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

時數累計 400小時以上，或

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

作 1年以上。 

13.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6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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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台灣 

乙級建築物室

內裝修工程管

理技術士 

1.圖說判讀：室內裝修設計圖說之判

讀、室內裝修施工圖說之判讀集繪

製、建築設備圖說之判讀 

2.丈量及放樣：根據裝修圖說現場放

樣 

3.相關法規：營建法規及室內裝修的

相關法令規定 

4.安全維護：施工防護及工作架 

5.施工機具：裝修機具 

6.相關施工作業：裝修泥作、裝修木

作、裝修金屬工程、裝修塗裝、玻璃

及壓克力安裝作業、壁布壁紙窗簾

地毯施工作業、輕隔間及天花板施

工作業、水電工程作業 

7.裝修工程管理：裝修工程估算表編

製、裝修工程表格之填寫、工地安全

衛生、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

驗及驗收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後，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 800小時以上，

或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

作 2年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3.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之五年制專科 3 年級以

上在校學生、二年制及三年

制專科、技術學院或大學之

在校學生。 

4.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400小時後，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3年以上。 

考試取得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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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5.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800小時後，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2年以上。 

6.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1,600 小時以上。 

7.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800小時以上，且高級中

等學校畢業。 

8.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400小時，並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1年以上，且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9.接受相關職類技術生訓練 2

年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 2年以上。 

10.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後，從事

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2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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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11.大專校院以上相關科系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12.大專校院以上非相關科系畢

業，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

時數累計 400小時以上，或

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

作 1年以上。 

13.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6年以上。 

台灣 

乙級電腦輔助

機械設計製圖

技術士 

1.基本工作 

(1)磁碟作業系統  

(2)CAD系統之規劃 

(3)圖形顯示幕之控制 

2.視圖 

(1)輔助視圖畫法 

(2)特殊視圖之畫法 

3.尺度 

(1)尺度標註法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並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八百小時以

上，或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二年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並具有高級中等學校

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明，或高

級中等學校在校最高年級 

考試取得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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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4.標準機件 

(1)標準機件之畫法  

5.工作圖 

(1)零件圖畫法  

(2)裝配圖畫法  

(3)熔接圖之畫法  

6.立體圖 

(1)立體圖之畫法  

7.實物測繪 

(1)草圖繪製  

(2)尺度測定  

(3)材料判定  

8.工業安全與衛生 

(1)工作安全  

(2)災害預防及急救  

9.職業道德 

3.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並為五年制專科三年

級以上、二年制及三年制專

科、技術學院、大學之在校學

生 

4.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四百小時，並從事申請

檢定職類相關工作三年以上 

5.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八百小時，並從事申請

檢定職類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6.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一千六百小時以上 

7.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八百小時以上，並具有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

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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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8.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四百小時，並從事申請

檢定職類相關工作一年以

上，且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

業或同等學力證明 

9.接受相關職類技術生訓練二

年，並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二年以上 

10.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

等學力證明，並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11.具有大專校院以上畢業或同

等學力證明，或大專校院以

上在校最高年級 

12.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六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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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台灣 

乙級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技術

士 

1.學科 

(1)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七項規

則） 

(2)勞工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包含

六項技能） 

(3)專業課程（包含十九項技能） 

(4)職業道德 

2.術科 

(1)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2)勞工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 

(3)專業課程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肄業修

畢工業安全、工業衛生相關

科目 9學分以上者（依所規定

之核心科目學分數必須佔 9

學分之一半以上） 

2.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以上

畢業，具現場經驗一年以上，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

練結業者（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員） 

3.普通考試及格，具現場經驗一

年以上，並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訓練結業者（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員） 

考試取得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台灣 
乙級配電線路

裝修技術士 

除應具備丙級技術士各項技能及相關

知識外，並應具備下列各項技能及相

關知識。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後，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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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1.電工常識（識圖及繪圖、配電概念） 

2.基本技能（電儀表之使用、施工機具

之使用） 

3.裝桿（特殊桿之建桿裝置、電桿校

正、橫擔裝置支線裝置） 

4.架線 

5.配電設備（變壓器試驗、變壓器運

用、保護設備及配電器材裝拆） 

6.地下配電施工（受電場（室）管路人

孔手孔之裝置、電纜之敷設及接續、

各種開關之檢點及維護工作） 

7.活線作業（基本掩蔽、高壓子更換、

橫擔更換、開關更換、電焊更換） 

8.工業安全（工業安全措施、感電急

救、傷患搬運） 

訓練時數累計 800小時以上，

或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

作 2年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3.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之五年制專科 3 年級以

上在校學生、二年制及三年

制專科、技術學院或大學之

在校學生。 

4.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400小時後，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3年以上。 

5.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800小時後，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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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6.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1,600 小時以上。 

7.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800小時以上，且高級中

等學校畢業。 

8.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400小時，並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1年以上，且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9.接受相關職類技術生訓練 2

年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 2年以上。 

10.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後，從事

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2年

以上。 

11.大專校院以上相關科系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383 

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12.大專校院以上非相關科系畢

業，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

時數累計 400小時以上，或

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

作 1年以上。 

13.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6年以上。 

台灣 
乙級配電電纜

裝修技術士 

除應具備丙級技術士之技能及相關知

識外並應具備下列各項技能及相關知

識。 

1.電工常識（識圖及繪圖、配電概念） 

2.土木常識（土方認識、混凝土認識） 

3.基本技能（電儀表之使用、電纜敷設

工具之使用、電纜引接裝置、塑膠管

連接及配置、地下配電設備配置） 

4.高壓電纜接頭處理 

5.電纜敷設工作 

6.人手孔及管路工作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後，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 800小時以上，

或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

作 2年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3.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之五年制專科 3 年級以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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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7.配電設備（地下配電變壓器試驗、配

電器材選定與維護點檢、電纜事故

處理） 

上在校學生、二年制及三年

制專科、技術學院或大學之

在校學生。 

4.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400小時後，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3年以上。 

5.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800小時後，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2年以上。 

6.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1,600 小時以上。 

7.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800小時以上，且高級中

等學校畢業。 

8.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400小時，並從事申請檢

定職類相關工作 1年以上，且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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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9.接受相關職類技術生訓練 2

年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 2年以上。 

10.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後，從事

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2年

以上。 

11.大專校院以上相關科系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12.大專校院以上非相關科系畢

業，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

時數累計 400小時以上，或

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

作 1年以上。 

13.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6年以上。 

台灣 
乙級室內配線

技術士 

1.工程識圖及繪圖 

2.電工儀表及工具使用 

3.導線之選用及配置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後，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 800小時以上，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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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4.導線管槽之選用及裝修 

5.配電線路工程裝修 

6.變壓器工程裝修 

7.電容器工程裝修  

8.避電器工程裝修 

9.配電盤、儀表工程裝修 

10.照明工程裝修 

11.電動機工程裝修 

12.可程式控制器工程運用 

13.變頻器運用 

14.開關及保護設備裝修 

15.電熱工程裝修 

16.接地工程裝修 

17.特別低壓工重裝置 

18.落實工作安全 

19.用電法規運用 

或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

作 2 年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3.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之五年制專科 3 年級以

上在校學生、二年制及三年

制專科、技術學院或大學之

在校學生。 

4.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400 小時，並從事申請

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1 年以

上，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5.接受相關職類技術生訓練 2 

年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 2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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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6.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後，從事申

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2 年以

上。 

7.大專校院以上相關科系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上述相關職業訓練及技術生訓

練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並

以在職業訓練機構或政府委辦

單位參訓者為限。 

台灣 
乙級冷凍空調

裝修技術士 

1.識圖與製圖 

2.作業準備 

3.配管處理 

4.冷媒系統處理 

5.電路系統處理 

6.試車調整 

7.故障排除 

8.安裝與維護保養 

9.安全措施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後，接受相關職類職業

訓練時數累計 800 小時以

上，或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 2 年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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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10.職業道德 3.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

士證之五年制專科 3 年級以

上在校學生、二年制及三年

制專科、技術學院或大學之

在校學生。 

4.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

累計 400 小時，並從事申請

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1 年以

上，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5.接受相關職類技術生訓練 2 

年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

關工作 2 年以上。 

6.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後，從事申

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2 年以

上。 

7.大專校院以上相關科系畢業

或在校最高年級。 

上述相關職業訓練及技術生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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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練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並

以在職業訓練機構或政府委辦

單位參訓者為限。 

台灣 

乙級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技術

士 

1.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2.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 

3.專業課程 

4.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 

5.環境保護 

6.節能減碳 

1.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安全衛

生專門類科系所畢業或同等

學力者（限工業安全與衛生、

職業安全與衛生）。 

2.國內外大專校院肄業，修畢工

業安全、工業衛生相關科目 9

學分以上者。 

3.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以上

畢業或同等學力，具現場經

驗 1年以上，並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訓練期滿或結業者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勞

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4.普通考試以上及格，具現場經

驗 1年以上，並經中央主管機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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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關指定之訓練期滿或結業者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勞

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教育部頒發之同等學力及格

證書（須符合相關科目）亦可採

用 

台灣 
乙級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員 

1.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2.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 

3.專業課程 

4.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 

5.環境保護 

6.節能減碳 

符合所列資格之一者，同一資

格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 

1.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安全專

門類科系所畢業或同等學力

者（限工業安全與衛生、職業

安全與衛生）  

2.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等

學力，修畢工業安全相關科

目 18學分以上者畢業或同等

學力證書影本與學分證書或

成績單影本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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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3.具有現場經驗 5 年以上工作

證明書或勞保投保明細影本

或公保年資紀錄表影本職業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

技術士證影本 

4.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

期滿或結業者（職業安全管

理師、勞工安全管理師） 期

滿證明或結業證書影本 

5.具現場經驗 1 年以上工作證

明書或勞保投保明細影本或

公保年資紀錄表影本 

6.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

特種考試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7.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

期滿或結業者（職業安全管

理師、勞工安全管理師） 期

滿證明或結業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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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81年6月29日前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訓練結業（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員）後，具有現場經驗

15年以上，結業證書影本與工

作證明書或勞保投保明細影本

或公保年資紀錄表影本。 

台灣 
丙級裝潢木工

技術士 

1.製圖與識圖：繪製線條與標註尺寸、

繪製幾何圖形、繪製三視圖、閱讀製

圖符號、閱讀簡易施工圖 

2.量具之使用：量度尺寸、測量水平與

垂直 

3.劃線及放樣 

4.材料識別與應用：木質材料識別、木

屬加工材料應用、輔助材料之應用、

材料瑕疵之辨別 

5.手工具使用 ：手工具使用、手工具

使用、鑿削工作、銼削工作、鑽孔工

作、砂磨工作、敲擊工作 

需年滿15歲或國民中學畢業者 考試取得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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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6.木工機器使用：手提圓鋸機之使用、

手提線鋸機之使用、角度切斷機之

使用、手提電鉋之使用、手提電鑽之

使用、手提花鉋機之使用、手提砂磨

機之使用、手提氣動釘槍之使用、空

氣壓縮機之使用、火藥擊釘槍之使

用、圓鋸機之使用、手壓鉋機之使

用、平鉋機之使用 

7.貼面與封邊：木薄片貼面、美耐板、

塑膠皮等貼面、實木封邊 

8.五金配件使用：手把裝配、鉸鏈裝配 

9.木屬材料接合：木屬材料接合、釘

接、木螺釘接合、拼接與膠接合 

10.表面處理：木面填補、木面砂磨 

11.安全與衛生：個人安全防護、作業

場所安全防護 

12.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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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台灣 
丙級配電線路

裝修技術士 

1.電工常識（識圖、配電概念） 

2.基本動作（配電工具之使用、上下桿

及桿上動作、繩索運用、鐵線綁紮及

繞紮、坑掘工作、配電器材搬運） 

3.裝桿（建桿工作、拆桿工作、橫擔裝

置、線架裝置、支線裝置） 

4.架線（導線接續、紮線工作、收放線

工作、緊線工作、接戶線裝置） 

5.配電設備（變壓器吊裝及接線、保護

設備及配電器材裝拆、接地工作） 

6.地下配電施工（人孔手孔及地下室

抽水工作、電纜之數設工作） 

7.活線作業（安全工具之認識與使用、

適當工作位置之選定、基本掩蔽、變

壓器一二次引線下之更換） 

報檢人年滿15歲或國民中學畢

業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台灣 
丙級配電電纜

裝修技術士 

應具備下列各項技能與相關知識。 

1.電工常識（識圖、配電概念） 

報檢人年滿15歲或國民中學畢

業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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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2.基本技能（電纜施工工具之使用、導

體接續、電氣用膠帶之包紮、電纜絕

緣體等之剝除、電纜鋸斷） 

3.低壓電纜接頭處理工作 

4.高壓電纜接頭處理工作 

5.管線敷設工作 

6.人手孔工作 

7.配電設備（地下配電用變壓器安裝

及接線、配電器材裝拆與操作、電纜

加壓） 

8.工作安全（工作安全措施、感電急

救） 

台灣 
丙級室內配線

技術士 

1.電工符號之辨識與電氣工程圖之瞭

解 

2.工具使用 

3.電工儀表裝置及使用 

4.導線之連接處理 

5.非金屬管裝置及配線 

年滿十五歲或國民中學畢業者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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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6.導線槽裝置及配線 

7.金屬管裝置及配線 

8.配（分）電箱裝置 

9.低壓電纜裝置 

10.燈具、開關及插座之裝置 

11.電動機裝置 

12.電熱類裝置 

13.電容器裝置 

14.接地工程裝置 

15.接戶線工程 

16.特別低壓工程 

17.漏電保護裝置 

18.檢查及故障排除 

19.工作安全及活線作業 

20.用電法規之認識 

台灣 
丙級冷凍空調

裝修技術士 

1.識圖與製圖 

2.作業準備 

3.冷媒管處理 

報檢人年滿15歲或國民中學畢

業 
考試通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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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4.冷媒系統處理 

5.電路系統處理 

6.運轉測試 

7.故障排除 

8.安裝與維護保養 

台灣 電腦繪圖設計 

1.基礎圖形繪製能力 

2.圖文表現能力 

3.圖文整合設計能力 

4.圖文應用能力 

為從事視傳設計相關工作1至2

年之社會人士，或是受過54小

時視傳設計領域之專業訓練，

欲進入該領域就職之人員 

考試取得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金會 

台灣 

TQC+ 數位出

版美術編輯專

業人員 

1.數位媒體出版 

2.編排設計 

3.媒體匯流與應用 

應已從事相關設計工作達規定

年限之社會人士，或是受過該

設計領域之專業訓練，欲進入

該領域就職之人員 

考試取得 
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

會 

台灣 
會議展覽專業

人員認證 

1.展覽概論與國際展覽趨勢 

2.展覽活動規劃 

3.展覽行銷 

4.展覽現場管理 

5.國際會議管理實務 

1.大學 （含四技、二技）以上

畢業，且有 1年以上會展相關

工作經驗（須提供工作經驗

證明）。 

筆試通過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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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6.會議行銷規劃 

7.會議現場管理與會展英語 

8.活動管理 

9.獎勵旅遊 

10.會展產業政策與博覽會 

2.大學（含四技、二技）/大專畢

業，並已參加 24小時以上公

協會或學校舉辦之會展課程

（須提供上課證明）。 

3.大學、二專、五專四年級（含）

以上在學學生，並已參加 30

小時以上公協會或學校舉辦

之會展課程（須提供上課證

明）。 

4.高中（職）、專科畢業或相當

學力鑑定證明，且有 2年以上

會展相關工作經驗（須提供

工作經驗證明）。 

 

註：本項測驗報考資格採事後

審查，符合資格者得先行報考，

俟測驗當日再繳驗以下資格證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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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1.學歷證明文件： 

在校學生，須附學生證正

反面影本（需蓋本學年註冊

章）；畢業生須附學歷證件影

本。 

2.工作經驗證明採正面表列方

式，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請

依本簡章附件格式填寫或提供

服務單位核發之在（離）職證

明）。工作項目如下：曾任職於

會展及觀光行政單位、會展及

觀光公協會、會展顧問、會場佈

置及設計、會展解說、同步口

譯、翻譯、公關行銷、會議場地

管理、展覽場地管理、活動場地

管理、學校（會展、觀光、餐旅、

休閒相關科系）、旅館、飯店管

理、展品運輸管理、旅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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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導遊、領隊、新聞媒體及其他與

會展相關之工作等。 

台灣 
特考消防設備

士 

1.消防法規概要 

2.火災學概要 

3.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4.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1.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

或高級職業學校以上學校畢

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2.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3.依消防法第七條第二項之規

定，經內政部核准暫行擔任

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及檢修

工作之相關技術士，並有證

明文件者。 

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

局滅火器消防安全設備或水系

統消防安全設備或化學系統消

防安全設備或警報系統消防安

全設備或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

考試通過 考試院 



 

401 

國家 證照名稱 考試內容 考試資格 獲得條件 證照所屬單位 

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

有證書文件者。 

台灣 防火管理人員 

1.消防常識及火災預防 

2.消防設施維護管理及操作要領 

3.消防防護計畫 

4.自衛消防編組 

無資格及學歷限制 講習及考試通過 內政部消防署 

 



 

402 

附錄七  設計裝潢與會展活動課程 

一、大專院校相關課程 

（一）會展產業概念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國際會展概論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文藻外語大學 日文翻譯與國際會展學分學程 

國際會展實務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會展個案研究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會展產業概論 

大葉大學 外語學院院部 

大漢技術學院 休閒遊憩與觀光餐旅管理系 

中華大學 國際觀光與酒店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台灣首府大學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會展活動管理系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長榮大學 翻譯學系 

長榮大學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健行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系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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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樹德科技大學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龍華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會展概論 

正修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南臺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景文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景文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醒吾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醒吾科技大學 國際商務系 

會議展覽概論暨個案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會展行銷企劃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公關活動企劃 中華大學 旅遊與休閒學系 

公關與新聞寫作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展覽企劃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展覽行銷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會展活動管理系 

展覽行銷實務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展覽行銷實務（深）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展覽行銷管理 樹德科技大學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展覽與活動行銷基礎實作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會展企劃實務 
健行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樹德科技大學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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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會展企劃撰寫 
文藻外語大學 歐洲會展與翻譯學分學程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會展行銷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醒吾科技大學 國際商務系 

會展行銷實務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進修學士班 

會展行銷與公關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會展招商與行銷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會展活動規劃與行銷 中國文化大學 休閒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會展管理專題 I 樹德科技大學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會展管理專題 II 樹德科技大學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會展與活動行銷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會展活動規劃與管理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展場地經營管理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展覽活動規畫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展覽規劃與實作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展覽實務與管理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商展活動規劃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國際會展規劃與執行管

理 
大葉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國際會展實務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國際會展整合行銷規劃

與執行管理 
大葉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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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會展活動個案 景文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會展專案規劃與管理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會展專案管理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 

會展產業管理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會展規劃與管理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台灣首府大學 飯店管理學系 

正修科技大學 觀光遊憩系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龍華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係 

會展場地規劃與施工管

理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會展場地規劃與管理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 

（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會展經營實務 

健行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長榮大學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真理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 

會展經營管理深碗課程 I 長榮大學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會展經營管理深碗課程 II 長榮大學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會展實務 大葉大學 造形藝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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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會展活動管理系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樹德科技大學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會展管理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會展管理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健康管理系 

會展管理實務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會展管理與實務 開南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四）會展與觀光旅遊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活動企劃實務（英）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活動企劃管理專案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活動企劃與實務 

亞洲大學 管理學院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旅遊事業管理組） 

活動企劃與管理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會展活動管理系 

東海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國立宜蘭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中華大學 國際觀光與酒店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旅遊地管理與活動企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旅遊規劃與設計 長榮大學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特殊節慶與文化活動規

劃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國際節慶文化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事務系 

會展與獎勵旅遊 景文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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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節慶活動計畫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節慶活動計畫與經營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節慶活動規劃 

明道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真理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節慶活動規劃管理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觀光規劃學士學位學程 

節慶活動規劃與行銷 中國文化大學 休閒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節慶活動規劃與實務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健康管理系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節慶活動設計 
台灣首府大學 飯店管理學系 

台灣首府大學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節慶活動管理 
國立金門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節慶活動與觀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節慶規劃管理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節慶與活動管理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節慶與活動管理（英）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獎勵旅遊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 

（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獎勵旅遊企劃與實務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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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獎勵旅遊規劃與管理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長榮大學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獎勵旅遊規劃與管理

（英）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獎勵旅遊實務 景文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獎勵旅遊與遊程規劃 

修平科技大學 
企業經營管理系 

（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獎勵旅遊體驗活動實務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實

務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觀光發展概論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觀光與會展產業實習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觀光與會展資訊系統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五）會展現場服務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活動主持 大葉大學 婚禮企劃暨節慶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活動主持技巧與實務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活動司儀主持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會展活動主持與接待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會展活動與接待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會展專業司儀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409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與主持演練 

會展接待技巧 元智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會展實務演練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會展與餐宴實務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顧客接待與實務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六）會展英文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展覽專業英文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展覽實務英文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國際商務會展英文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會展英文 
世新大學 英語暨傳播應用學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語言中心 

進階會展英文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會展英文 

文藻外語大學 英國語文系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修平科技大學 企業經營管理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樹德科技大學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會展英文（英）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 

會展英語 

大葉大學 英語學系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會展活動管理系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長榮大學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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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會展英語（一）（二）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會展英語（三）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會展英語會話 
正修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 

會展專業英文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會展專業英語（英）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會展接待英語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會展進階英文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會展實務英文 健行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觀光與會展英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七）國際禮儀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國際禮儀 

大葉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大葉大學 外語學院院部 

大葉大學 觀光旅遊學系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中華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進修學士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技專）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中華大學 旅遊與休閒學系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中華大學 國際觀光與酒店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文藻外語大學 英國語文系 

文藻外語大學 法國語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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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健康管理系 

台灣首府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台灣首府大學 飯店管理學系 

台灣首府大學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正修科技大學 觀光遊憩系 

玄奘大學 國際餐旅暨管理學院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東吳大學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系 

長榮大學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長榮大學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南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修平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真理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真理大學 航空事業學系 

國立台南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國立金門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通識社會科學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 

國際禮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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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運管理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康寧大學 進修學士休閒管理學系 

景文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景文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樹德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醒吾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嶺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係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國際禮儀（英） 銘傳大學 旅遊與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禮儀實務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國際禮儀與文化 
佛光大學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學士班 

國立臺北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國際禮儀與多元文化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國際禮儀與美姿美儀 醒吾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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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國際禮儀與接待服務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國際禮儀與接待服務概

論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國際禮儀與接待實務 景文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禮儀與跨文化溝通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國際禮儀與跨文化溝通

技巧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國際禮儀與儀態 
開南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開南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國際禮儀與應對技巧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會議英文與國際禮儀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事務系 

（八）危機應變處理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公共關係與危機處理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學位學程 

公關與危機管理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危機的處理與訓練 國立聯合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危機處理 

國立台南大學 諮商與輔導學系 

國立台南大學 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國立台南大學 
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在職專班

（夜）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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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學士班 

慈濟大學 教育傳播學院-大學部 

危機處理（管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危機處置 
國立政治大學 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危機溝通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危機管理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危機應變與管理 南華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風險危機管理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風險與危機管理 
中華大學 旅遊與休閒學系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 

（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衝突管理及危機處理研

究 
銘傳大學 教育研究所 

衝突與危機管理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系 

顧客關係與危機處理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九）團體與溝通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人脈經營與人際溝通 大葉大學 共同教學中心 

人際溝通 
中華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人際溝通 

台灣首府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台灣首府大學 烘焙管理學系 

長榮大學 健康心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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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高雄醫學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 夜主管 

國立東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國立聯合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聯合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開南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醒吾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人際溝通（人格） 國立海洋大學 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人際溝通與性別關係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人際溝通與表達 健行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人際溝通與情緒管理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性課程 

輔仁大學 （全）社會大學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人際溝通與組織領導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人際溝通與管理 景文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人際溝通與說話藝術 醒吾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人際關係實務與技巧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人際關係與人際溝通 國立中正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人際關係與溝通 

大葉大學 人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 

大葉大學 管理學院院部 

玄奘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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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長榮大學 神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國立臺東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國立體育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康寧大學 嬰幼兒保育學系 

康寧大學 日間學士嬰幼兒保育學系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係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大葉大學 觀光旅遊學系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台灣首府大學 飯店管理學系 

正修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景文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萬能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萬能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萬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學士班共同整合課程 

人際關係與溝通協調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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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情緒管理與人際溝通 中華大學 通識中心 

溝通與團隊合作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溝通與團隊建立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團隊合作 大葉大學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團隊建立與管理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團隊溝通建立 義守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團隊學習 
真理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十）顧客關係管理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客戶關係管理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系 

國立金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顧客服務與管理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顧客關係管理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大葉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大葉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大葉大學 婚禮企劃暨節慶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大漢技術學院 休閒遊憩與觀光餐旅管理系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顧客關係管理 

中華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技專） 

中華大學 旅遊與休閒學系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餐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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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健康管理系 

台灣首府大學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休閒旅遊組） 

台灣首府大學 飯店管理學系 

玄奘大學 國餐管院（進修） 

玄奘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東吳大學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士學位學成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長榮大學 創新應用管理學系 

南台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修平科技大學 企業經營管理系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健行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國際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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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亞洲大學 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 

亞洲大學 管理學院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旅遊事業管理組） 

國立臺北大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顧客關係管理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景文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開南大學 行銷學系 

開南大學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系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科 

樹德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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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龍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係 

顧客關係管理（英）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金融管理學院學士班 

顧客關係管理專題 
玄奘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顧客關係管理概論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顧客關係管理實務 
中國文化大學 休閒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十一）會展場地水電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工業配線實習（一）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水電工程技術組 

工業配線實習（二）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水電工程技術組 

水電空調設備 
逢甲大學 室內設計進修學士班 

逢甲大學 室內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水電實務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水電工程技術組 

生活電學實習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水電工程技術組 

居家水電裝修實務班 
崑山科技大學 教育推廣部 

虎尾科技大學 教育推廣部 

室內配線實習（一）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水電工程技術組 

室內配線實習（二）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水電工程技術組 

室內配線實習（三）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水電工程技術組 

室內配線與應用實務 大葉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氣安全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程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水電工程技術組 

電能監控系統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水電工程技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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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電機機械 台北科技大學 能源冷凍空調系 

電機機械實習 台北科技大學 能源冷凍空調系 

電機機械實習（一）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水電工程技術組 

電機機械實習（二）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水電工程技術組 

線性電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機電與能源實習 遠東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十二）會展場地冷凍空調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低溫工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冷凍工程與設計 台北科技大學 能源冷凍空調系 

冷凍冷藏應用技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冷凍空調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系 

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系 

冷凍空調工程管理 遠東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冷凍空調自動控制 
台北科技大學 能源冷凍空調系 

遠東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冷凍空調原理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台北科技大學 能源冷凍空調系 

冷凍空調原理 

國立台灣大學 能源科技學程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所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遠東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冷凍空調原理實驗 遠東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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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冷凍空調節能技術 
台北科技大學 能源冷凍空調系 

遠東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冷凍空調節能技術及實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冷凍空調裝修實習 遠東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冷凍空調熱交換器 台北科技大學 能源冷凍空調系 

冷凍與空調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空調工程及實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特殊空調系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能源工程原理及實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基礎冷凍空調實務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通風工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十三）會展消防安全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水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大葉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水系統消防安全設備實驗 大葉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建築及工業防火 大葉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風險評估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消防法規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大葉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大仁科技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消防設備裝置實務 大葉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消防設備檢修實務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大葉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大仁科技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營建安全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避難系統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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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警報系統 長榮大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十四）會展設計與證照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校名稱 系所 

室內設計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 

健行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復興商工 室內設計系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系 

樹德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空間規劃 萬能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室內設計概論 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圖學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 

室內設計實務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 

建築設計實務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 

會展證照專題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會展證照專題 長榮大學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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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機關相關課程 

 （一）會展行銷企劃相關課程 

單位 課程名稱 

中國生產力中心 360 度整合行銷策略 

中國生產力中心 品牌經營與整合行銷運用 

中國生產力中心 整合行銷傳播案例解析 

中國生產力中心 整合行銷傳播應用實務 

中華職人產業文化推廣協會 會展企劃規劃人員班 

中華職人產業文化推廣協會 會展企劃規劃人員班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展場與活動行銷設計實務班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展銷企劃設計規劃班 

社團法人中華數位生產力發展協會 商業服務與品牌行銷人員養成班 

社團法人台灣多元訓練推廣協會 展場佈置及行銷人員培訓班 

僑光科技大學 會展行銷人員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數位行銷在會展上的應用 台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數位行銷在會展上的應用 台中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數位行銷在會展上的應用 高雄班 

（二）會展活動規劃與管理相關課程 

單位 課程名稱 

中國生產力中心 商務禮儀與服務應對技巧 

社團法人雲林縣飛雁創業協會 會展活動規劃及佈置人員訓練班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

職業訓練中心 
會場佈置與商業花禮班 

國立高雄大學 
線上經營管理與展場裝置藝術設計人才養成

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會議展覽產業人才育成班 

外貿協會培訓中心經貿專題班 互動式專案管理實作班 

外貿協會培訓中心經貿專題班 打造 A+國際商展致勝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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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課程名稱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參展實務課程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展專案管理 台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展專案管理 高雄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展專案管理 台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展場地管理 台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展場地管理 高雄班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國際會議展覽實務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國際會議展覽實務 

（三）會展業務開發相關課程 

單位 課程名稱 

中國生產力中心 成功業務溝通與協調技巧 

中國生產力中心 無往不利的業務溝通協調技巧 

外貿協會培訓中心經貿專題班 陌生客戶開發實戰技巧 

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 陌生客戶開發技巧 

外貿協會台南辦事處 陌生客戶開發技巧 

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 業務行銷力提升與顧客經營 

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 雙贏銷售談判技巧 

外貿協會台南辦事處 雙贏銷售談判技巧 

（四）會展英語相關課程 

單位 課程名稱 

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 國際會展英語行銷特訓班 

外貿協會培訓中心經貿專題班 搞懂商業英文契約一日速成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活動接待英語 台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活動接待英語 高雄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參展英語 台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參展英語 高雄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展覽英語實務課程 台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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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課程名稱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展展英語實務課程 高雄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議英語實務課程 台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議英語實務課程 高雄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展英語簡報課程 台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展英語簡報課程 高雄班 

（五）會展與觀光旅遊相關課程 

單位 課程名稱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議與獎勵旅遊實務 台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議與獎勵旅遊實務 台中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議與獎勵旅遊實務 高雄班 

（六）會展財務相關課程 

單位 課程名稱 

外貿協會培訓中心經貿專題班 年度計劃與預算編擬實務 

外貿協會培訓中心經貿專題班 非財會背景人員必學的財務報表分析及運用 

（七）會展證照相關課程 

單位 課程名稱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國內會展認證課程 台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國內會展認證課程 新竹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國內會展認證課程 台中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國內會展認證課程 高雄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國內會展認證課程初階認證班 台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國內會展認證課程初階認證班 新竹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國內會展認證課程初階認證班 台中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國內會展認證課程初階認證班 台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國內會展認證課程初階認證班 高雄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國際展覽（CEM）認證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國際會議（CMP）認證先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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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課程名稱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國際會議（CMP）認證衝刺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CEM 認證課程暨考試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CMP 認證先修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CMP 認證衝刺班 

（八）會展其他相關課程 

課程類別 單位 課程類別 

溝通與協調 

中國生產力中心 新世代領導與溝通技巧 

中國生產力中心 工作夥伴關係與衝突化解能力 

中國生產力中心 正向溝通技巧訓練 

中國生產力中心 如何有效處理員工問題與人際衝突 

中國生產力中心 員工問題與人際衝突管理 

中國生產力中心 溝通技巧與職場衝突管理 

中國生產力中心 跨部門協調與情緒管理 

中國生產力中心 跨部門溝通管理技巧與衝突改善管理特訓 

中國生產力中心 團隊激勵與溝通 

中國生產力中心 職場與職務之認知與溝通協調 

簡報技巧 

中國生產力中心 Prezi 創意簡報工作坊 2.0 

中國生產力中心 打動人心的行銷提案與簡報技巧 

中國生產力中心 專業簡報企劃與表達技巧 

中國生產力中心 拉力-領導統御技能提升 

中國生產力中心 團隊激勵與溝通 

中國生產力中心 藍海領導力 

會展科技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科技在會展上的應用 高雄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科技在會展上的應用 台北班 

會展設計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展設計規劃 台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展設計規劃 台中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會展設計規劃 高雄班 

http://www.tccpc.org.tw/Nclass/Detail.asp?Class_id=BA028405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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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單位 課程類別 

參展實務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參展實務 台北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參展實務 台中班 

外貿協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班 參展實務 高雄班 

（九）會展場地水電課程 

單位 課程名稱 

台北市電氣裝置業職業工會 室內配線班 

台北市電氣裝置業職業工會 用電設備檢驗低壓班 

台灣綠適居協會 基礎水電班 

高雄市政府勞工就業訓練中心 水電裝修實務班 

（十）會展場地冷凍空調課程 

單位 課程名稱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冷凍空調進階 

高雄市政府勞工就業訓練中心 空調實務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冷凍空調安裝及維修班 

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 空調冷凍工程實務技術進修班 

勞動力發展署 空調冷凍技術人員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 空調工程實務技術基礎班 

台灣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冷凍空調裝修技術高級訓練班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 冷凍空調班 

（十一）室內設計相關課程 

單位 課程名稱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室內設計師入門培訓班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Auto-CAD 2D&3D 室內施工圖基礎班 

勞動力發展署 室內設計實務班 

赫綵設計學院 室內設計乙級認證班 

赫綵設計學院 室內設計實物 

清水室內設計裝修學院 乙級室內設計術科證照班 

李國賢室內設計證照教室 室內設計乙級術科證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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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臺灣會展專業科系預估統計 

一、全國會展與旅館相關科系修習人數統計 

畢業科系 年度 院校數 
會展相關科

系與學程數 

預估相關

修習人數 
備註 

會議與展覽 

109 6 11 343 
會展與觀光系、行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

觀光休閒組、國際企業經營系國際會展

與觀光休閒組、旅館與會展管理系、餐

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會議展覽學程、

「MICE 會展人才培育與認證」工作坊

等。 

108 7 11 517 

107 7 11 446 

裝潢 

109 33 13 691 餐旅管理學系（學程）、旅館經營產業

碩士專班、旅館管理學位學程、餐旅事

業管理系（學位學程）等。 

108 32 13 687 

107 34 13 690 

資料來源：教育部各系所招生人數統計資料、各系所網站 

二、109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會展相關科系一覽表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樹德科技大學 會展管理與貿易行銷碩士學位學程 

樹德科技大學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龍華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國際觀光與會展碩士班 

長榮大學 國際會展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會展暨文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會展活動管理系 

景文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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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學位學程 

大葉大學 貿易會展外語跨域專業學程 

實踐大學 國際會展暨公關行銷學分學程 

明新科技大學 會展產業學程 

南臺科技大學 會展產業學分學程 

修平科技大學 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中華科技大學 商務會展學程 

致理科技大學 MICE 雙語學分學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會展與觀光學程 

健行科技大學 創意會展規劃及活動設計就業學程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際會展學分學程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航空旅運暨會展跨領域學程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展覽產業學程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國際會展與參展行銷人才培育學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會展學程 

中山醫學大學 國際會議與展覽學程 

中國科技大學 國際會展英語學程 

亞洲大學 國際會展就業學程 

https://www.lhu.edu.tw/m/oaa/course/mix/106/%E5%9C%8B%E9%9A%9B%E8%88%AA%E7%A9%BA%E6%97%85%E9%81%8B%E6%9A%A8%E6%9C%83%E5%B1%95%E8%B7%A8%E8%B7%A8%E9%A0%98%E5%9F%9F%E5%AD%B8%E7%A8%8B%E8%A6%8F%E5%8A%83%E6%9B%B8.pdf
https://aisweb.ltu.edu.tw/LearnProgram/ProDemo.aspx?cleno=07&yPID=16
https://www.nutc.edu.tw/files/14-1000-38959,r21-1.php
http://restaurantr.csmu.edu.tw/files/16-1039-3877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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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職能發展暨應用推動要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十七日勞動部勞動發能字第 10905118681  號 

令修正發布第 15、17、19~22、23 點條文及第 9  點條文之附件一、 

第 14 點條文之附件二；增訂第 22-1 點條文；並自即日生效 

第 一 章 總則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調整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職能基準，鼓勵

民間發展及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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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單元：指各職業或職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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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單元、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布

之相關職能資源或透過職能需求分析為依據所發展之訓練課程統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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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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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與職能基準發展及應用有關業務之推動。 

四、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部發展署）為推動職能發展與應用，得對參與發

展職能基準或職能導向課程者提供輔導或經費補助。依本要點規定通過職能導向

課程審查之辦訓單位，申請本部發展署其他訓練補助相關計畫時，得予優先補助

，或提高其補助額度。 

五、為推動職能基準發展與應用，本部發展署得建置職能發展應用平台（以下簡稱職

能平台），公布彙收之職能基準內涵與說明、通過品質認證之職能導向課程、相

關職能資源及申請書表等資料，並提供資料查詢、審查服務申請及意見反饋等功

能，以利各界運用。 

 

第 二 章 職能基準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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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符合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所列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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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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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部發展署公布於職能平台。 

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本部發展署委託或補助之機

構、或依法設立之工業團體、商業團體及協會（以下簡稱民間團體），得發展或

申請職能基準審查。 

本部發展署為辦理審查之需，得請申請單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單位應配合

提供，未配合者，本部發展署得不予受理。 

九、為確保職能基準品質，本部發展署應參照需求、流程及成果等構面品質訂定審查

標準，以作為審查職能基準之依據，審查指標如附件一。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民間團體得參酌前項審查指標發展職能基準，完成後

於職能平台向本部發展署申請審查。 

本部發展署辦理職能基準審查，得邀請相關專家依第一項審查指標進行審查，審

查結果以公文通知申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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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職能基準審查指標及流程等相關規定，由本部發展署公布於職能平台。 

十、申請單位對職能基準審查結果有不服者，得於審查結果公文送達次日起十日內，

以書面向本部發展署申覆，以一次為限。 

前項申覆，由本部發展署組成「職能基準申覆審議小組」進行申覆審議，審議結

果以公文通知申請單位。 

十一、通過審查之職能基準，由本部發展署辦理登錄，並公布於職能平台。 

十二、已登錄之職能基準，應至少每三年由原發展單位評估是否更新，並將評估結果

以書面方式通知本部發展署。 

依第九點規定通過審查之職能基準，於更新後應重新申請審查。 

未依前項規定更新之職能基準，自職能平台移除，並開放由其他具申請資格者

更新。 

 

第 三 章 職能導向課程 

十三、職能導向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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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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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兼顧分析、設計、發展、實施、評估等構面之品質，審查指標如附件二。 

辦理訓練之單位（以下稱辦訓單位）參酌前項審查指標發展職能導向課程，完

成實際開班訓練及學員學習成果評量後，於職能平台向本部發展署申請認證

審查。 

本部發展署受理後，邀集相關專家依第一項審查指標進行審查，審查結果以公

文通知申請單位。 

辦訓單位應擔保職能導向課程內容並無智慧財產權爭議，有相關侵權情事者，

應由辦訓單位自行負責。 

前項侵權行為之被害人，向主管機關或相關機關及人員求償時，辦訓單位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十五、辦訓單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職能導向課程品質認證（以下簡稱課程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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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單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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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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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私立大專校院或高級中等學校。 

（五）依公司法設立之法人。 

辦訓單位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設立一年以上。 

（二）最近一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三）通過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評核達銅牌以上。 

辦訓單位申請之課程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得免具前項第三款資格： 

（一）單位/集團員工內部訓練或供應商/承包商人員訓練課程。 

（二）公私立大專校院或高級中等學校之校內課程（不含進修推廣部）。 

（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委託單位發展之課程。 

辦訓單位得以其他國內或國外法人或團體為協力單位，共同發展職能導向課

程。但協力單位仍應符合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本部發展署為辦理審查之需，得請申請單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單位應配

合提供，未配合者，本部發展署得不予受理。 

十六、申請單位對課程認證審查結果有不服者，得於審查結果公文送達次日起十日內

，以書面向本部發展署申覆，以一次為限。 

前項申覆，由本部發展署組成「課程認證申覆審議小組」進行申覆審議，審議

結果以公文通知申請單位。 

十七、通過課程認證之辦訓單位，由本部發展署核發有效期限三年之品質標章及標章

使用證書，並將課程相關資訊登錄公布於職能平台。 

辦訓單位應依據職能平台公布之標章使用規範使用標章。 

十八、職能導向課程品質標章有效期限到期後，標章失其效力，課程相關資訊自職能

平台移除。 

辦訓單位得於品質標章到期前，經維護更新後申請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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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通過課程認證之辦訓單位，得運用標章設計結訓證書頒授予通過認證課程結訓

標準之學員。 

頒授予學員之結訓證書樣張應依本部發展署核定之結訓證書樣張辦理，並應

於職能平台登錄辦理課程及結訓證書相關核發資訊。 

第一項辦訓單位發給學員之結訓證書，僅得由通過單位與經本部發展署核定

之協力單位共同核發，協力單位不得單獨以自身名義核發。 

二十、通過認證之課程，有課程內容及協力單位等變更情形者，應函報本部發展署視

變更情形重新審定。 

二十一、通過課程認證之辦訓單位，應配合本部發展署定期查證及績效評估作業。 

二十二、通過課程認證審查之辦訓單位，於三年有效期間內，其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

統（TTQS）應維持銅牌以上評核效力。 

辦訓單位申請之認證課程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單位/集團員工內部訓練或供應商/承包商人員訓練課程。 

（二）公私立大專校院或高級中等學校之校內課程（不含進修推廣部）。 

（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委託單位發展之課程。 

二十二之一、辦訓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發展署得追回品質標章，並將課程資

訊從職能平台移除： 

（一）未依規定使用標章，經本部發展署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二）未依核定之證書樣張頒發結訓證書，經本部發展署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第二十一點或第二十三點所定作業，經本

部發展署通知限期配合，屆期未配合。 

（四）第二十三點所定稽核結果不通過，經本部發展署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五）於三年有效期間內，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失其效力，

或經評核未達銅牌以上等級。 

（六）通過認證課程之相關資料，有隱匿不實或造假之情事。 

 

第 四 章 課程認證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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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為確保通過職能導向課程認證之課程品質，本部發展署得於品質標章有效期

間內，辦理職能導向課程認證稽核作業，辦訓單位應予配合。 

本部發展署得依辦訓單位實際課程執行情形評估稽核次數，稽核表如附件三

。 

二十四、辦訓單位對稽核結果有不服者，得於稽核結果公文送達次日起十日內，以書

面向本部發展署提出申覆，以一次為限。 

前項申覆，由本部發展署組成「稽核申覆審議小組」進行申覆審議，審議結

果以公文通知辦訓單位。 

資料來源： 

1.勞動法令查詢系統（2020）。「職能發展及應用推動要點」。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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