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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摘要
一、計畫緣起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改制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
區職業訓練中心與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整併，成為勞動力發展署在北部地區統
籌服務窗口，提供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金門縣及連江縣等轄區
企業、勞工、民眾職訓、就業、技檢、創業相關服務。整合職業訓練、就業服務、技能
檢定職能基準、創業協助及跨國勞動力等業務，以促進地區勞動力發展，提供全方位之
終身職涯服務。勞動力發展署擬定政策，架構勞動力發展所需的基礎建設，勞動力發展
分署則是落實策略的重要支柱。
因應全球化競爭的來臨，提昇全民工作競爭力和增加人力資本的投資成為刻不容緩
之事，因此政府積極規劃推展相關職業訓練政策，以期達到強化就業力之效果。而勞動
力發展分署即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除了規劃自辦、委辦及補助勞工職業訓練外，更致
力於訓練資源整合、建構職業訓練網絡、職業訓練成效評估，以及參考其他國家職業訓
練政策推動經驗，規劃適宜之政策以加強我國勞工職場專業技能，培訓出具有學習力、
專業力、創新力及應變力的勞動者，進而提高國家生產力與經濟發展。
為能更加發揮區域勞動力發展運籌中心角色功能，有效整合、規劃、連結各項資源，
提供事業單位、勞工、民眾適切及高品質之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使各項訓練課程更貼
近地方產業脈動及區域特性，並降低人力供需落差，爰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
局所訂「區域職業訓練供需資訊蒐集及評估」作業原則暨「就業服務法第 16 條」規定
規劃辦理本計畫，以掌握區域職業訓練供需資訊，並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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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冀藉由次級資料及第一手資料之蒐集分析，蒐集區域產業發展、勞動市場及
職業訓練需求等資料，探討區域重點發展產業、政策性產業或熱門缺工職類中事業單位
所需人才特質、專業技能條件等，並依區域勞動力特性，掌握各縣市重點產業、高就業
關聯性重點產業之勞動供需狀況、人力缺口及職業訓練需求，並深入探討重點產業中重
要行職業之入門及專業技術內涵，配合區域勞動力、經濟、文化特性，提出職業訓練課
程規劃方向，並追蹤分析成果落實情形，內容包括：
(一) 蒐集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金門縣及連江縣等轄區重點產業
相關資料，並依各縣市指定調查之產業，深入瞭解中央、地方政府對於該產業發展
規劃相關政策內涵，掌握各該產業(含上中下游)供應鏈架構、整體與轄區勞動供需
狀況，並深入探討各該指定產業中重要行職業相關職缺之工作內涵、入門技術水
準、專業技術要求及職業訓練需求，提出訓練課程建議規劃或調整之方向；預計完
成 6 個產業至少 30 個職類之調查。
(二) 依勞委會職訓局 101 年、102 年就業市場資訊蒐集分析服務案有關就業關聯性高之
重點產業分析結果，針對產業供應鏈未來 3 年勞動力需求較高之職類別，蒐集分析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轄區人力實際缺口狀況，並探討該類職缺工作內涵、所需入門技
術水準、專業技術要求及職業訓練需求，提出訓練課程規劃方向；預計共完成 4 個
產業 8 個職類之調查分析。
(三) 定期彙整評估結果落實執行情形，提出年度落實運用情形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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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執行方式
一、計畫整體架構
本計畫根據計畫需求書之工作項目，擬訂整體架構如下：

本計畫主要工作重點項目為：「地方重點發展產業職訓需求分析」、「高就業關聯
性之重點產業職缺及職訓需求分析」二大需求調查。「地方重點發展產業職訓需求分析」
的部分，藉由次級資料及第一手資料（深度訪談、焦點座談會議）之蒐集分析，掌握各
縣市重點產業勞動供需狀況、人力缺口及職業訓練需求，並深入探討重點產業之重要職
類入門及專業技術內涵，配合區域勞動力、經濟、文化特性，提出職業訓練課程規劃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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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方式與執行步驟
(一) 主題調查產業與職類遴選實施方式
1. 次級資料蒐集
首先由研究團隊蒐集中央及地方政府產業發展政策、地區產業結構、人口結構及勞
動力結構等概況資訊，瞭解各縣市產業發展重點、就業市場未來發展趨勢及人力需求，
並依據行政院經建會「產業有家‧家有產業」第一階段計畫成果所提出之各縣市擬發展
產業，蒐集各產業發展概況、人力與職訓需求等相關次級資料，分別提出各縣市之主題
調查產業建議，並依據其產業面、需求面、供給面進行評估，做為遴選各縣市主題調查
產業之依據。接著針對第一階段調查產業進行現有訓練課程盤點、重要行職業人力需
求、工作與職能內涵進行次級資料蒐集，做為遴選調查職類之參考，以及各職類之職訓
需求深度訪談參考基礎資料。
2. 焦點團體座談會議
為達成本階段研究目的，根據各縣市產業發展重點、就業市場未來發展趨勢及人力
需求等資訊，針對研究團隊所提出各縣市主題調查產業進行討論與確認。根據各產業評
估結果，並考量各產業發展前景、人力與職訓需求等因素，邀請熟稔產業發展趨勢與人
力需求、地方產業發展概況、產業代表團體及勞動力就業市場概況相關之專家學者等 8
人召開焦點團體座談會議，進行各縣市主題調查產業的遴選。並於主題調查產業經主辦
單位核備後，另邀請相關產業代表性企業之高階主管、相關產業團體代表，以及產業發
展趨勢、人力資源發展與訓練相關之專家學者等 8 人，進行第一階段主題調查產業供應
鏈架構初稿與調查職類排序選定之討論與確認。
(二) 主題調查產業遴選步驟
根據計畫需求書之工作項目，研究團隊首先依據行政院經建會「產業有家‧家有產
業」第一階段計畫成果所提出之各縣市擬發展產業，蒐集各產業發展概況、人力與職訓
需求等相關次級資料，分別提出各縣市之主題調查產業建議，並依據其產業面、需求面、
供給面進行評估。根據各產業評估結果，並考量各產業發展前景、人力與職訓需求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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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依 102 年 6 月 4 日召開之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決議（會議紀錄如附錄一），遴選各縣
市職訓需求分析主題調查產業，呈報主辦單位核備。各縣市主題調查產業遴選實施步驟
如下圖所示：

(三) 第一階段調查職類遴選步驟
本計畫地方重點發展產業職訓需求分析，第一階段以新北市-雲端運算產業、基隆
市-國際美食產業，進行職訓需求資訊蒐集與調查分析。選定調查職類執行步驟如下圖
所示：

依 102 年 6 月 18 日召開之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決議（會議紀錄如附錄二），遴選出
第一階段主題調查產業職訓需求分析調查職類，由研究團隊提出後續調查之規劃。並於
7 月 18 日召開第一階段調查職類審查會議，確認第一階段新北市-雲端運算產業、基隆
市-國際美食產業職訓需求分析調查職類（會議紀錄如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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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職類訓練需求調查實施方式與步驟
本計畫為針對各主題調查產業之職訓需求調查職類，蒐集代表性企業或產業團體之
意見，運用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之方式，了解勞動市場上各該職類實際人力缺口、
工作內涵、入門及專業技術要求，以及職業訓練需求。
1. 深度訪談
(1)訪談目的：
在訪談實際從事該職類的企業代表過程中，瞭解與掌握勞動市場上該職類所需的
入門及專業技術要求及職業訓練需求，包括：知識、技能與態度面等。
(2)訪談方式：
以事先設定題目有一致性的問題依序訪問之結構性訪談，或利用問題型式與討論
方式較具彈性的方式進行半結構性訪談；並逐次作滾動式修正，讓受訪者認知感受能
夠以真實的面貌呈現。
2. 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每產業召開一場次座談會）
(1)會議目的：
為蒐集代表性企業或產業團體之意見，除了利用深度訪談方式，另召開焦點團體
座談會議，邀請代表性企業及產業團體提供職訓需求意見，瞭解與掌握勞動市場上各
職類所需的入門及專業技術要求，以及職業訓練需求。
(2)邀請對象：
邀請主題調查產業之代表性企業與相關產業團體代表，以及熟稔地方產業發展與
人力需求之專業人士出席會議，兼顧職業訓練類別的均衡性及地域代表性，以期廣泛
蒐集意見，使調查成果更為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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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職訓需求深度訪談，並召開焦點團體座談會議之後，彙整調查結果，提出各職
類訓練課程規劃或調整方向，同時探討有哪些與該產業供應鏈相關之重要行業，加以補
充繪製於產業供應鏈架構中。並於 102 年 10 月 23 日召開專家諮詢會議，邀請主辦單位
與 3 位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審查研訂具體方法。各職類訓練需求調查執行步驟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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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題調查產業
一、主題調查產業評估
(一) 成立研究團隊
本計畫研究團隊以兼顧實務經驗與學術專業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針對各縣市產業
發展重點、就業市場未來發展趨勢、人力與職業訓練需求，進行相關次級資料蒐集與分
析。

姓名

現職

擅長領域或所屬產業團體

張翠玲

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營運長

成之約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專任教授

桂正權

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顧問

職業訓練政策與推動

蔡宏明

全國工業總會副秘書長

產業與經濟政策

胡定吾

全國工業總會常務理事

金融產業

汪雅康

全國工業總會顧問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榮譽董事長

許勝雄

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

蔡練生

全國工業總會秘書長

工業團體

張吉成

龍華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資訊產業

林漢明

大仁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副教授

餐旅產業

本計畫主持人
勞資關係、人力資源政策、勞動法規、
勞動政策與法制分析、政治經濟

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榮譽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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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題調查產業評估
根據計畫需求書之工作項目，研究團隊首先依據行政院經建會「產業有家‧家有產
業」第一階段計畫成果所提出之各縣市擬發展產業，進行各縣市產業發展重點、就業市
場未來發展趨勢及人力需求次級資料蒐集，各縣市擬發展產業如下：

為遴選各縣市職訓需求分析主題調查產業，研究團隊依據各產業之產業面、需求
面、供給面進行評估，評估準則說明如下：
產業面：中央產業發展政策、地方產業發展政策、地區產業結構、產業發展前景。
 需求面：未來三年人力需求、職業訓練需求、重要職務需求。
 供給面：人力缺口是否能藉由職業訓練培訓之人才補足、是否有辦訓機構。
 其他：是否適合青年就業、後續研究分析執行之難易度…等。
依據各縣市重點發展產業評估結果，分別提出各縣市之主題調查產業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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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臺北市重點發展產業以第三級產業為主，建議以產業發展前景樂觀，並具有人力與
職訓需求之會展產業、國際美食以及觀光旅遊產業中擇一為主題調查產業。
縣市

產業




會展
產業 

產業面
十大重點服務業
會展關聯產業高達九
成設置於臺北市
100 年臺北市會議展
覽專業廠商家數較 99
年成長 55.74%。營收
約 9.86 億元，較 98
年大幅成長 85.64%。
101 年臺北市政府核
准贊助 120 件國際會
議、展覽及獎勵旅

需求面

供給面

其他

 國內會展經營 管理  會 展 產 業 多  適 合 青 年
缺乏國際觀及 會展

數以參加公

專業人才，將導致國

司內、外部民  具 後 續 研

內會展業面臨 發展

間短期訓練

究分析可

瓶頸。

課程，為提升

行性

 較缺乏會展企 劃規

專業人力素

劃、會展經營管理、

質之教育訓

以及會展行銷人才。

練方式，部分

就業

人力缺口可
藉由職業訓

遊，創造近 35 億元觀
光產值，較 100 年成
長約 13%。

練培訓之人
才補足
 有辦訓相關
機構

臺北市

 十大重點服務業

 餐飲業為臺北 市求  人 力 缺 口 可  適 合 青 年

 臺北市產業結構以三級 才 熱 門 行 業 第 三
產業為主，餐飲業為其 名，整體餐飲業工作

藉由職業訓

練培訓之人  具 後 續 研

國際 重點發展產業，近五年 機會五年來增 幅達
才補足
美食 餐飲業營業額保持穩定 6.2 倍。
 有辦訓相關
成長趨勢。

 連鎖加盟餐飲 產業

就業
究分析可
行性

機構

 全台餐飲業有 36.03% 未來二年之國 際化
營業據點之位於臺北市
 六大新興產業

人才供需極為不足
 觀光旅遊業為 勞力  部 分 人 力 缺  適 合 青 年

 臺北市產業結構以三級 密集產業，亦為創造

口可藉由職

就業

產業為主，觀光旅遊業 最多就業機會 的產
業訓練培訓  具 後 續 研
觀光
為其重點發展產業。
業。若核心部分的飯
之人才補足
究分析可
旅遊
 近年來台旅客人數持續 店、餐飲及旅遊業創  有 辦 訓 相 關 行性
成長，且臺北市為旅客 造 1 個工作機會，則
主要遊覽地點，產業發 可帶動相關產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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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縣市

產業

產業面
展前景樂觀。

需求面
個工作機會。(經建
會人力規劃處 新聞
稿 2010/11/30)
 人才短缺之職 務主
要為高級餐飲廚
師、飲食住宿經理，
若未來 3-5 年產品
或服務的需求量增
加 50%-100%時，企
業認為應該增 加的
是行銷業務人才、專
業導遊以及行 政管
理人才。
 飯店業基層主 管銜
接至中階主管 具有
職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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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面

其他

 新北市
依據新北市之各項重點發展產業概況、人力與職訓需求，建議以新北市政府所提出
之第一項優先發展產業-綠色能源產業，以及具有足夠發展條件與發展潛力之雲端運算
產業中擇一做為主題調查產業。
縣市

新北市

產業

產業面
 六大新興產業

 整體綠能產業自 97 年
到 101 年，不論在廠家
數、投資額、產值、就
業人數都有顯著提升。
 綠能產業為新北市最 
綠色
具潛力的主要產業，
能源
LED 照明產業、太陽
光電產業家數分別為
全國第 1 與第 2 名。

需求面
供給面
其他
近 六 成 綠 能 產 業  基層操作/技  適 合 青 年
之企業認為目前
術/維修人員 就業
最大困境為「人才
可藉由職業
 具後續研
短缺」（1111 人力
訓練培訓之
究分析可
銀行調查）。
人才補足。
行性
人才需求較高之  有辦訓相關
職務為能源相關
機構
法律事務人員、客
製化產品設計與
研究人員、太陽能
光電系統工程
師、環境 復原規劃
師、電池組件研發
與設計人員。

 新興智慧型產業
 國內雲端運算產  基礎技術人  適 合 青 年
 100 年新北市雲端上下
業人才供需同步
才 可 藉 由 職 就業
游產業共約 3,700 家， 成長，但在新北市
業訓練培訓
 具後續研
營業額占全國三分之
積極推動雲端產
之 人 才 補
究分析可
一，已具有高度發展實
業發展之下，將更
足。
行性
力，並以發展軟體服務
增其人力需求。  有 辦 訓 相 關
為主軸。
 雲端運算產業之
機構
雲端
資訊服務業未來
運算
三年受雲端運算
新技術應用驅
動，人才需求增
加，包括雲端服務
規劃、服務管理人
才、服務平台建置
人才、應用開發設
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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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
依據基隆市之產業發展政策方向，建議以具有產業發展潛力及人力與職訓需求之國
際美食產業、觀光旅遊擇一做為主題調查產業。
縣市

基隆市

產業

產業面
需求面
供給面
其他
 十大重點服務業
 餐飲業為基隆市求  人 力 缺 口 可  適 合 青 年
 基隆廟口美食聞名全
才熱門行業第二名
藉 由 職 業 訓 就業
台，極具台灣小吃飲

連鎖加盟餐飲產業
國際
練培訓之人  具 後 續 研
食文化特色。
未來二年之國際化
美食
究分析可
才補足
人才供需極為不足
 有 辦 訓 相 關 行性
機構
 六大新興產業
 未來基隆市欲往觀  人 力 缺 口 可  適 合 青 年
 基隆市欲以北部海岸
光旅遊產業發展，
藉 由 職 業 訓 就業
旅遊路線發展觀光旅
將衍生出商業銷售
觀光
練培訓之人  具 後 續 研
遊產業。
人員、導覽人員、
旅遊
才補足
究分析可
休閒旅遊規劃人員
 有 辦 訓 相 關 行性
等人才需求。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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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宜蘭縣內許多鄉鎮皆有發展休閒農業，從傳統農場轉型結合觀光元素吸引遊客，故
建議以具有產業發展潛力及人力與職訓需求之精緻農業做為主題調查產業，另外觀光
業、美食國際化產業亦具有樂觀的產業發展前景、人力與職訓需求，進一步針對此三項
產業進行產業面、需求面、供給面之各項評估，結果如下表：
縣市

產業

精緻
農業

宜蘭縣

產業面
 六大新興產業
 欲發展以下產業：
 農企產業
 休閒農場
 有機認證

需求面
 精緻農業產業以產 
品開發與設計人
員、 行銷通路人員最
短缺，如果在未
來
3-5 年中產品或服務

的 需 求 增 加
50%-100%，行銷業
務人才的需求最大。
 宜蘭縣休閒農業之
重點職務需求以休
閒農業旅遊規劃及
行銷人才為主

 住宿服務業為宜蘭 
 六大新興產業
縣求才熱門行業第
 欲發展以下優質休
一名
閒觀光產業：
 宜蘭縣觀光旅遊業
觀光  會展活動產業
之重點職務需求以
 低碳旅遊產業

觀光溫泉飯店相關
 樂活旅遊產業
人才為主

供給面

其他

人力缺口可  適 合 青 年
藉由職業訓

就業

練培訓之人  具 後 續 研
才補足

究分析可

有辦訓相關

行性

機構

人力缺口可  適 合 青 年
藉由職業訓

就業

練培訓之人  具 後 續 研
才補足

究分析可

有辦訓相關

行性

機構

 十大重點服務業
 餐飲業為宜蘭縣求  人 力 缺 口 可  適 合 青 年
 推廣宜蘭在地美
才熱門行業第四名
藉 由 職 業 訓 就業
美食
食，將宜蘭美食推向
練培訓之人  具 後 續 研
國際
國際化
才補足
究分析可
化
 有 辦 訓 相 關 行性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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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
花蓮縣的自然與人文資源具有觀光產業發展的條件與優勢，中央與地方政府針對花
蓮縣之產業發展政策皆以推動觀光旅遊產業發展為重點，亦有其人力與職訓需求，另外
花蓮縣政府另提出具有發展潛力之精緻農業發展規劃，故建議從中擇一做為主題調查產
業。
縣市

產業

產業面
需求面
 六大新興產業
 住宿服務業為花蓮 
 觀光產業前景看好，
縣求才熱門行業第
未來欲拓展郵輪觀
三名
觀光
光、國際觀光劇場、  花蓮縣觀光旅遊業
黃金海岸、原住民部
之重點職務需求為
旅遊
落亮點等觀光旅遊發
民宿經營管理及行

展相關計畫。
銷人才

供給面

其他

可藉由職業  適 合 青 年
訓練培訓觀

就業

光旅遊業之  具 後 續 研
原住民專業

究分析可

人才

行性

有辦訓相關
機構

花蓮縣

 六大新興產業
 花蓮縣有機農業之  人 力 缺 口 可  適 合 青 年
 發展有機農業專區、
重點職務需求為有
藉 由 職 業 訓 就業
有機稻米專區、漁業
機栽種技術研發、
練培訓之人  具 後 續 研
精緻
發展、有機農業生物
農產品包裝設計及
才補足
究分析可
農業
科技、示範、教育、
行銷人才。
 有 辦 訓 相 關 行性
物流加工園區、休閒
機構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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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江縣、金門縣
依據連江縣、金門縣之產業發展政策與發展條件，建議以具有產業發展潛力及人力
與職訓需求之博弈、免稅購物服務產業擇一做為主題調查產業。
縣市

產業

產業面
連江縣博弈公投過
關，博弈產業將成為連
連江 江縣觀光產業發展成
博弈 為國際度假島嶼之重
點之一。

金門縣
連江縣

需求面
在博弈產業需求主要 
為賭場內部從業人員
之人力 (例如：發牌
員)但若更 細分此博
弈產業的人力則有旅
館、餐飲、遊樂部分。

供給面

其他

人力缺口可  適 合 青 年
藉由職業訓

就業

練培訓之人  具 後 續 研
才補足

究分析可
行性

金門開設免稅購物商 因小三通模式與觀光  人 力 缺 口 可  適 合 青 年
店已有法源依據，小三 發展帶動之免稅購物
藉 由 職 業 訓 就業
免稅
商機，預期將出現免
通模式帶動消費人
練培訓之人  具 後 續 研
購物
稅購物服務之人才與
潮，且鄰近大陸沿海城
才補足
究分析可
職訓需求。
服務
行性
市，具發展區位優勢。
金門

二、主題調查產業遴選
根據上述各產業評估結果，並考量產業發展前景、人力與職訓需求等因素，於 102
年 6 月 4 日邀集轄區內各縣市代表及專家召開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會議紀錄如附錄一）
，
遴選各縣市職訓需求分析主題調查產業如下，並呈報主辦單位核備。會議中宜蘭縣政府
代表建議宜蘭縣「精緻農業」名稱應改為「休閒農業」更符合宜蘭地方產業發展特色。
縣市

主題調查產業

臺北市

會展產業

新北市

雲端運算產業

基隆市

國際美食產業

宜蘭縣

休閒農業

花蓮縣

觀光旅遊產業

金門及連江縣

博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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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北市雲端運算產業職訓需求分析
一、產業供應鏈架構
(一) 前言
雲端運算近年來已成為世界各國競相發展的產業。行政院在 99 年 4 月 29 日宣佈通
過經濟部提出的「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後，復於 101 年推動新版「雲端運算應用與
產業發展方案」
。方案共 15 項計畫，以 5 年共 240 億元經費，目標達成雲端服務應用體
驗 1,000 萬人次、帶動企業研發投資 127 億，促成投資（含製造、服務）1,000 億、新增
就業人口 5 萬、雲端運算產值累計達 1 兆。期望透過政府帶動之下，促成「應用推動」
與「產業發展」並重，擬定「推動民眾有感應用」
、
「奠定系統軟體基礎」
、
「發揮綠色節
能效率」、「落實雲端基礎建設」、「建構創新應用之開發能量」五大發展策略。
為達成全面的資訊社會，政府致力於數位臺灣（e-Taiwan）
、行動臺灣（M-Taiwan）、
智慧臺灣（i-Taiwan）等資訊應用計畫的推動，因此轉型升級，藉由雲端運算服務，提
供高附加價值之應用軟體及服務，已成為重塑臺灣競爭力，提升資訊國力的關鍵。雲端
運算的技術，將機房設備維護、網路管理與軟體升級通通交給雲端營運商處理，不僅可
節省軟體的採購及人力的維護；在硬體方面，更可省去伺服器的購買、每年的維護費用，
以及網路架設、流量管控等需求成本。可使廠商專注於雲端計算基礎架構的商業應用程
式開發及營運；另外，能夠隨時連線並輕鬆取得最新的相關應用，整合多樣化的溝通管
道和應用，並提升效率，實已成為創造資訊高附加價值的重要產業之一。
雲端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在於人才，基於高度腦力密集與知識密集的特性，其需求
廣泛。涵括了資通訊硬體、軟體發展、企業電子化等專業領域的人才。新北市就業人數
達 185 萬人，占全國近 1/5，25-44 歲就業者約占總就業人口 60%，大專以上佔 45%，
境內有 18 所大專校院、17 所職業專科學校，每年畢業學生超過 3.5 萬人，就業人口年
輕且教育程度高（朱立倫，2013），充沛優質的人力資源為雲端運算產業發展之優勢。
國內近年來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加上資通訊產業發達，如何培育與培訓產業發展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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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透過職業訓練途徑導引有興趣投入雲端產業行列，降低青年失業率，為當前重要
課題。
(二)雲端運算產業發展趨勢與人力需求
1.雲端服務的概念及意涵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經由網際網路，從遠端取用近乎無限電腦
運 算 資 源 的服務模式與技術組成，具有如下三大特質（ 行政院，2013 ）： 超大 型
(massively)：通常具有超過 1 萬台以上主機的運算資源。無限延展(scalable)：運算能力
可隨運算設備的增加而迅速擴充。彈性使用(elastic)：用戶可隨需要增加或減少運算資源
的使用。例如谷歌(Google)，以龐大的電腦伺服器，提供全世界使用者網頁搜尋服務；
亞馬遜網路書店(Amazon.com)，將電腦伺服器予以虛擬分割，透過網際網路提供主機、
儲存運算資源共享服務給全世界用戶； Salesforce.com 提供顧客需求關係管理之相關軟
體模組服務。
雲端運算服務分類為下列三種(鐘嘉德、高天助、楊嘉栩，2010)：
A.基礎設施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消費者使用「基礎運算資源」，
如處理能力、儲存空間、網路元件或中介軟體。消費者能掌控作業系統、儲存空間、已
部署的應用程式及網路元件（如防火牆、負載平衡器等），但並不掌控雲端基礎架構。
例如: Amazon AWS、Rackspace。
B.平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消費者使用主機操作應用程式。消費
者掌控運作應用程式的環境（也擁有主機部分掌控權），但並不掌控作業系統、硬體或
運作的網路基礎架構。平台通常是應用程式基礎架構。例如: Google App Engine。
C.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此服務模式中，使用者能夠存取服務
軟體及資料；服務提供者則維護基礎設施及平臺以維持服務正常運作。SaaS 常被稱爲
「隨選軟體」，並且通常是基於使用時數來收費，有時也會有採用訂閱制的服務。其效
益上， SaaS 使得企業能夠藉由外包硬體、軟體維護及支援服務給服務提供者來降低 IT
營運費用。另外，由於應用程式是集中供應的，更新可以即時的發佈，無需使用者手動
18

更新或是安裝新的軟體。
雲端運算服務的應用示意，如下圖 1 所示。

圖1.雲端運算應用情境
資料來源：行政院(2013)。
從服務方式區分，可區分為公有雲（Public Cloud）、私有雲（Private Cloud）、混合
雲（HybridCloud）3 類（鐘嘉德、高天助、楊嘉栩，2010）
。NIST (2014)則區分為：公
用雲（Public Cloud）
、私有雲（Private Cloud）
、社群雲（Community Cloud）
、混合雲（Hybrid
Cloud）
。所謂的公有雲就是由許多不同的使用者，共同分享雲端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雲
端環境。私有雲則為一個完整的雲端環境只由一家公司或組織內的成員所使用。而混合
雲顧名思義就是公有雲與私有雲混合搭配著使用。現行全球雲端運算服務主要供應商如
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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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雲端運算服務主要供應商比較表
平台

技術特性

Windows Azure

整合不同裝置與 儲存與運算的水平
網路服務

擴充能力

Server 2008 與
Hypervisor 虛擬
化技術

、

MapReduce

BigTable 資料庫系
統、GFS 檔案
系統
應 用 代 管 服 務
GoogleAppEngine

企業服務

IBM TSAM 、
WCA
虛擬化儲存、
運算， 水平擴
充能力

平行分散技術

Window
核心技術

Google App Engine

Azure

、 Live ， 每月低於500 萬

Mesh

瀏覽次的網站可免
費代管， 可使用
500MB 儲存空間

VMware 、 資
源

整

合

來會支援更多語言

Lotus

Live

（ Saas ） 、
IBM

TSAM

（ IaaS ） 、
WCA（PaaS）

統和平台的執
行環境

已支援資
料庫系統

開源程度

SQL Service ，
如資料表、檔案
等
開放API

Xen 虛擬化技術

EC2 ， 提供不同
規格的虛擬機器
供企業租用， 但
有規格上限。可
動態新增多個虛
擬機器分擔服務
企業可自行建置
不同作業系統和
平台的執行環境
提 供 S3 儲 存 服

BigTable 資料庫系
統

DB2

務，企業可自行
建置所需資料庫
系統

公開設計架構， 程
式碼未開源

將按資源與服務 按使用的處理器時
計價方式

用虛擬機器

Ensembles

已 支 援 的 .NET 語言（IIS Web Python ， 未 置不同作業系
7 支援語言）

可彈性配置的通

虛擬化技術

企業可自行建
開發語言

Amazon EC2

等級（SLA ）計 間、儲存空間與網
價， 細節未公布 路流量計價

完全開源
將按資源與服
務等級（SLA ）
計價，細節未
公布

完全開源
按使用的處理器
時間、儲存空間
與網路流量計
價， 也新增服務

等級計價方式
資料來源：iThome，IBM，2008 年10 月；鐘嘉德、高天助、楊嘉栩(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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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的，雲端運算將帶來服務業升級轉型契機。基於雲端設備與裝置商提供的服
務，資訊軟體產業採用雲端運算，企業無須自建資料中心的軟體服務，進而重塑了資訊
電子業。此不僅影響了一級產業，也影響了仰賴資訊科技提供各種服務的服務業。
觀之行政院（2013）為提升雲端產業，成為帶動資通訊產業技術創新與服務應用在
各產業的基礎，乃在「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方案」下，擬訂發展策略，如下表 2 所
示。
表 2.政府策略帶動雲端產業發展
發展策略
1.推動民眾有感應用

內涵概要

規劃發展有價值的政府雲端應用。建置政府雲端服務來
帶動我國資通訊產業發展之作法，結合產業鏈業者群聚
進行雲端化創新。

2.建構創新應用之開 累積產業界創新應用開發能量，投入雲端開發測試平
發能量
台，提供應用開發測試環境。
3.奠定系統軟體基礎

開發基本雲端作業軟體，降低導入雲端服務成本，並拓
展國內外軟體銷售商機。

4.落實雲端基礎建設

鼓勵伺服器硬體業者從事雲端設備之研發與製造，拓展
國內外市場。以政策工具鼓勵我國伺服器業者從事雲端
產品與技術研發，透過政府雲端應用建置來協助我國業
者發展，進一步輸出國外雲端運算市場。

5.發揮綠色節能效率

發揮雲端經濟規模，藉系統整併於雲端環境，來降低國
內整體資訊系統之耗能。推動我國資料中心提升能源效
率，發揮雲端運算規模經濟優勢，藉系統整併於雲端環
境來降低我國整體資訊系統之耗能。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2013)。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之調查，預計未來 3 年（2013-2015）雲端服務業之從業人數與
營業額成長均高過資訊服務業整體表現。2012 年雲端服務專業人才的就業總人數約為
6,000 人，其中專業人才（含技術管理、高階技術、專業技術人才）約占從業人數之 85%。
因此推估 2013~2015 年之總營業額與專業人才數，如下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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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2-2015 雲端服務與資訊服務從業人數與營業額
雲端服務

資訊服務

年度

從業人數(人)

營業額
(億新台幣)

從業人數(人)

營業額
(億新台幣)

2012

6,000

96

79,705

2,813

2013(f)

8,053(34.2%)

134(39.6%)

82,013(2.9%)

2,919(3.8%)

2014(f)

10,861(34.9%)

188(40.3%)

84,387(2.9%)

3,029(3.8%)

2015(f)
14,611(34.5%)
263(39.9%)
86,830(2.9%)
3,144(3.8%)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3-2015 雲端服務產業專業人才供需調查；
2013-2015 資訊服務產業專業人才供需調查。

(三)雲端運算技術發展之產業鏈
資通訊產業在國內已紮下極佳的根基，已是我國在國際競爭的極重要產業。以資通
訊產業為基礎的雲端產業，歸納伺服硬體供應商、雲端基礎設施供應商、雲端服務供應
商三群所形成的產業群，由雲端服務催生新產業生態價值鏈，如下圖 2 所示。
政府、大型企業、中小企業、消費者

雲端服務供應商(amazon webservices, force.com)

SaaS

雲端基礎設施供應商

IaaS

PaaS
雲端基礎設施供應商

貨櫃型電腦

雲端作業系統

Appliance

伺服硬體供應商
伺服器

儲存設備

網通設備

圖2.雲端服務催生新產業生態價值鏈圖
資料來源：資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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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器

就雲端產業的聚落而言，目前全國的資通訊產業聚落，主要集中在大台北地區，分
佈於中和、新莊、板橋、三重、新店、汐止、樹林、林口等地區。特別是電腦、電子產
品、光學製品、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雲端設備/裝置等，廠商多達 3 千多家，從業人數
15 萬人以上，產業產值 304 億美元。雲端運算上、下游廠商 3,700 家，佔全國三分之一，
營業額達 2,519 億元（朱立倫，2013）
。就雲端相關的產業鏈，例如金屬製造業、精密機
械、電子電力、資訊軟體、通信器材等業結構完整而多元，雲端產業發展條件充足，大
台北地區已成為發展雲端產業的最適當的區域。目前以雲端產業為投資主軸包括：淡水
台灣海纜、板橋證交所數據機房、中華電信雲端園區、新莊國際創新園區、板橋新北雲
谷園區、汐止遠雄、林口 TVBS 旗艦雲端總部、板橋遠東通訊園區 Tpark & IDC 機房、
華碩雲端….等。歸納國內雲端產業的發展現況，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價值鏈如下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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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雲端投資：淡水台灣海
纜、板橋證交所數據機房、中
華電信雲端園區、新莊國際創
新園區、板橋新北雲谷園區、
汐止遠雄、林口 TVBS 旗艦雲

SaaS (下游)
雲端應用軟體服務

端總部、板橋遠東通訊園區
Tpark & IDC 機房、華碩雲端

PaaS(中游)
雲端平台服務
工具平台
服務
IaaS(上游)
雲端設施服務
計算服務
儲存服務

環境平台
服務

跨業別
軟體服務
行業別
軟體服務

政府—財稅/貿易雲等
中華電信 SaaS CRM 等
億迅—客服雲
華經資訊—文件雲
中華電信—教育雲
廣達—製造雲(營磐 CAMP)
緯創—醫療雲
巨匠電腦—培訓雲

跨越科技 XDNA, PM
寶盛--SOA-ERP
行政院研考會 G-Cloud
廣達—企業雲平台
騰雲--TCloud CAP(Cloud APP. Platform)

中華電信 Hicloud/騰雲 TCloud Elaster
宏基電子化資訊服務中心 Acer eDC/ITIL
趨勢防毒雲服務
華碩雲端機櫃/ for Enterprise
華碩 WebStorage/ for ASUS Product
喬鼎雲儲存設備
台灣 IT 硬體廠商(英業達、廣達、緯創、華碩……)
圖 3.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價值鏈現況
資料來源：修改自資策會(2012)。

若 將 雲 端 產 業 進 一 步 依 上 游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 ,IaaS) 、 中 游
(Platform-as-a-Service ,PaaS)、下游(Software-as-a-Service ,SaaS)區分，則如下圖 4 所示。
其中亦有廠商提供垂直的完整服務，例如廣達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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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雲端運算產業鏈
資料來源：資策會創研所。

(四)雲端運算產業發展對訓練的需求
 公部門
隨著新北市政府推動新北教育雲、教育雲端試驗學校、雲端檔案櫃、新北 i 環
保、新北警 e 化天眼、新北大玩家 App 等七朵市政雲的建置，將帶動中小企業在行
動 App 的開發和應用，以及相關創新技術與創新服務的開發。
若以涵括臺北市的大台北地區而言，則繼內湖雲端園區後，臺北市提供「市民
雲」、「企業雲」、「教育雲」、「健康雲」、及「開放資料雲」五項雲端服務。其中市
民雲提供網路市民 5GB 的免費網路空間，企業雲提供每家中小企業 10GB 的雲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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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行動辦公室應用軟體、資料備份、檔案協同作業、雲端錄音、筆記、列印及大
檔案郵件寄送等。教育雲則提供市府相關教育感情用事服務移植到雲端平台，目前
以中小學為主。健康雲則提供市民個人健康管理及照護服務。開放資料雲則配合政
府目前公開的 164 項資訊服務（胡華勝，2013）。雲端服務產業的日趨發展，已成
為人力資源需求引動的重要驅動力。
 私部門
2010 年代起，網際網路、智慧行動裝置和雲端運算等相關技術的崛起，全球產
業脈絡，逐漸延伸成為多向交織的「服務型應用生態體系」(國外標竿案例，諸如
Apple 的 App Store、Amazon、和 Facebook)。包含系統平台(如作業系統、商業平台)、
加值應用(如 App、專業應用)、營運服務(如資訊流、物流、和金流)、和消費文化(如
消費習慣、使用情境)(工業技術研究院，2013)。在此生態體系內的廣告商、電信商、
保險商等，形成服務導向和利潤共享的整合系統；消費族群則從中取得個人化使用
體驗服務的多向互動關係，創造出全新的商業模式。就全球 App 下載量而言，在
2012 年約為 400 億次，預估 2013 年可達 800 億次的下載數。在開發數量的統計上，
2013 年預計 App Sore 與 Google Play 此二大服務平台皆會達到百萬個 App，尤其是
跨平台的應用程式開發為未來的矚目焦點，將成為 App 產業茁壯的重要驅動力(工
業技術研究院，2013)。

鑑於雲端技術與服務的發展需要，人才培育與培訓是重要的課題。教育和訓練
均是發展雲端產業人才的兩大途徑，其中訓練被視為具補充性與地區性的特徵。惟
不可否認的，雲端產業是一個高度腦力與知識密集的產業，從業人員的培育仍需仰
賴高等教育長時間的培養。然由於資通訊技術人員的知識與技能有許多的共通性，
人才培育後可在產業的上、中、下游企業依個人的就業興趣，從事相關工作，此時
職業訓練扮演職前補充性訓練的重要角色。透過階段性職業訓練的實施，因而更能
促進失業者憑藉個人的專業，在性質相近的雲端產業相關的企業間移動，發揮了職
業訓練機動性、補充性、即時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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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訓練課程盤點
雲端技術/服務相關產業人才的培養，基於腦力高度密集，工作過程需應用高度的分
析、問題解決、以及必要的網路管理、程式設計、資料庫等相關聯之技術/技能要求高，
仍需仰賴長時間的培養才能克盡全功。人力素質的良窳和個人投入雲端產業的工作動機
之高低，常是決定能否在此產業中穩定就業的關鍵。相對的，在「端」為主的產業而言，
APP Sore 與 Google Play 此二大服務平台，提供許多依特定服務需求導向撰寫 APP 的各
種機會，有志者可依一定的程序或技術要求，完成一個 APP 的撰寫。其對電腦背景能
力需求相對低，不一定須仰賴長期的養成。檢視北基宜花金馬區近二年來開辦之雲端運
算相關課程如下表 4（雲端運算相關課程盤點資料如附錄三）。
表 4.雲端運算產業相關訓練班別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1.
2.
3.
4.
5.
6.
7.
8.

技術類課程

APP 開發類課程

雲端科技網路技術工程班
雲端建置與管理(伺服主機暨網路資料庫程式設計應用)
企業雲端私有雲建置實務人才培訓班
雲端程式開發工程師訓練班(委外)
雲端運算 PaaS 平台規劃與設計實務班
雲端運算 IaaS 架構規劃與建置實務班
Heroku 雲端運算平台
社群網站雲端服務整合應用實務-使用 Java RESTful

Services
9. Android 雲端應用程式設計師精修班
10. Windows Azure 雲端網站建置與開發
11. CompTIA CEP 雲端運算國際認證班
12. 雲端運算軟體工程師班
13. 商務資訊軟體與雲端應用人才培訓班
14. 雲端程式開發實務-使用 Hadoop 與 MapReduce 技術
15. Cloud Computing 雲端運算國際認證班
16. 雲端運算 SaaS 系統開發與轉換實務班
1. Android 應用軟體開發 Level4 雲端應用
2. iPhone 應用軟體開發 Level4 雲端應用
3. 數位書刊 APP 設計專班
4. 智慧型手機 APP 程式設計與應用班

27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5. APP 應用軟體設計班
6. 智慧型手機 APP 程式設計培訓班
7. 智慧型手機 APP 程式設計培訓班
8. APP 應用軟體設計及行銷班
9. Mobile APP 電子書企劃、設計與實作
10. 使用 C# / VB 開發 Windows 市集應用程式 (Windows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其他類課程
(含管理、業務、資安、
資料分析等相關課程)

Store Apps)
使用 jQuery Mobile 開發 Mobile Web App
雲端程式開發實務-使用 Google App Engine
企業 APP 全方位導入實務班
Mobile APP 規劃師二部曲 –最佳化使用者經驗設計
Mobile APP Security 開發實務班
Mobile APP 規劃師三部曲 –行銷組合與案例剖析
整合 AR、LBS 與 NFC 技術於 Mobile APP
iPhone App 開發養成班
Mobile APP 規劃師首部曲–市場評估與產品規劃

1. 雲端運算之資訊委外管理實務班
2. 雲端運算與 IT 治理(COBIT)實務班
3. 雲端運算之策略規劃與評估實務班
4. 如何撰寫經銷業務計畫書-未來學習雲端講座
5. CCSK 雲端資訊安全認證
6. 雲端運算之大量資料處理、分析與應用
7. 雲端時代 IT 部門對新版個資法的因應
8. 雲端專案管理實務班
9. 雲端資料倉儲與 Big Data 分析與應用

三、產業供應鏈中重要行職業人力需求與工作、職能內涵
根據 1111 人力銀行針對北區雲端運算產業職缺統計，其中傳統產業(包含金屬製造
業、精密機械業與電子電力業)職缺數共有 412 個(佔整體雲端運算產業 13.49％)，求才
廠商數共 19 家(佔整體雲端運算產業 4.71％)，資訊產業(包含資訊軟體業、通信器材業、
資訊服務業、網際網路服務業、多媒體動畫業、行動通訊業與行動遊戲業)職缺數共有
2642 個(佔整體雲端運算產業 86.51％)，求才廠商數共 384 家(佔整體雲端運算產業 95.29
28

％)，職缺數量統計資料如下表 5。
表 5.雲端運算產業各行業職缺統計
行業別
金屬製造業
(傳產/製造/能源_金屬製造)
精密機械業
(傳產/製造/能源_機械相關)
電子電力業
(傳產/製造/能源_電機電工)
資訊軟體業
(資訊/科技_電腦軟體)
通信器材業
(資訊/科技_電腦系統)
網際網路服務業
(資訊/科技_網際網路)
多媒體動畫業
(資訊/科技_多媒體業)
行動通訊業
(資訊/科技_電信服務)
行動遊戲業
(資訊/科技_遊戲電玩)

缺工數

廠商數

平均待遇

2

2

29,500

103

4

34,333

307

13

37,500

857

137

33,700

996

136

31,833

681

58

36,500

8

5

33,504

84

34

27,720

16

14

40,500

資料來源：1111 人力銀行資料庫(2013 年 6 月)
備註：本研究主要針對雲端運算產業之雲端設施服務、平台服務及應用軟體服務相關
職類進行職訓需求分析；金屬製造業、精密機械業與電子電力業主要屬雲端運
算產業供應鏈中硬體設備製造業，故不納入後續職訓需求分析範圍。

搜尋 104 人力銀行職缺資料庫，彙整現行大台北地區雲端運算產業供應鏈具有人力
需求之相關職缺，並經由次級資料蒐集各職務之工作內涵如下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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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雲端運算產業重要職務與工作內涵
職務類

1.軟體專案主管/
電子商務技術主管

2.通訊軟體工程師

3.軟體設計工程師

4.韌體設計工程師

5.Internet 程式設計師

職稱

職務類工作內涵

軟體開發主管人員：負責計劃、指揮及協調有
關工程軟體技術等領域之研究發展或設計活
動，以及部門日常管理。
主要工作內涵：
雲端平台及系統規劃 1. 擬定專案範疇符合成本、品質、規格，並將
與營運主管
工作分配給專案成員
2. 了解、擬定客戶或公司需求並提出軟體開發
或研發規劃符合其需求
3. 協助軟體設計及問題檢討分析
4. 管理、協調與驗收軟體相關之專案
雲端系統分析師、雲 軟體設計工程師：從事有關軟體程式之研究、
端運用架構師、雲端 發展、設計、構建、操作等工作。
運算軟體工程師、雲 主要工作內涵：
端服務開發工程師 1. 根據研發計畫做軟體元件設計，元件定義需
符合子系統功能需求
2. 定義軟體程式的目的與功能並製作雛型，開
發程序及測試結果與改善需作成書面資料
雲端軟體開發(研發) 3. 擬定測試計畫並將子系統規格與元件規格
工程師、雲端程式設 比對，完成測試項目
4. 對軟體元件設計進行審查並審查結果應作
計師
成書面資料
5. 從事相關系統程式開發、管理與維護，及客
戶服務與支援
撰寫各種微控制器韌體程式，如作業系統、系
雲端儲存管理軟體工
統軟體、裝置控制程式、驅動程式、網路應用
程師
程式、系統整合程式、數位訊號處理程式等

雲端系統平台軟體
工程師

網站程式設計師：從事有關通訊軟體之研究、
發展、設計、構建、操作等工作
主要工作內涵：
1. 確認軟體單元的設計可以符合元件的功能
和介面需求以及使用者的需要
2. 分析、研究電腦網路特性，設計網路軟體系
統並撰寫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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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類

職稱

職務類工作內涵
3. 依照測試程序進行測試，直到確認子系統之

間整合狀況良好
4. 配合網路系統保護措施與資訊安全需求之
特性，設計確保資料正確與保密之軟體
5. 網站或網路活動之程式撰寫、伺服器管理，
參與系統分析

6.電腦系統分析師

系統分析師：從事研究、分析與評估客戶資訊
系統之需求或問題，並完成電腦系統專案、建
議及計畫，以改善或開發資訊系統之人員。
主要工作內涵：
1. 與使用者進行訪談，以制定文件化需求，確
保系統原則一致；確認與分析企業流程及工
雲端運算研發工程師
作準則。
2. 評估電腦系統之效率，建議及設計最佳之企
業資訊系統模式、功能及效能。
3. 制定功能性規格，提供系統開發人員使用。
4. 擴充或修正系統，改善作業程序加強服務。
5. 整合組織內之電腦系統，以增強相容

7.電玩程式設計師

電玩程式設計師：從事有關電玩程式之研究、
發展、設計、構建、操作等工作
主要工作內涵：
1. 按 照 遊 戲 企 劃 的 內 容 運 用 電 腦 系 統 之 文
字、聲光、音樂、圖片、影像及動畫，並結
雲端多媒體軟體設計
合遊戲之規則、故事與趣味，設計電腦遊戲
工程師
軟體並撰寫程式語言，包含人物故事流程製
作、美工、背景軟體設計和網路連線的設定
2. 與遊戲企劃人員討論並調整程式設計
3. C 語言程式設計
4. 嵌入式系統程式撰寫
5. 遊戲系統程式架構與電腦遊戲人物設計

8.演算法開發工程師 APP 設計工程師

從事有關演算法之研究、發展、設計、構建、
操作、驗證等工作。
主要工作內涵：
1. 進行演算法的設計，使程式設計人員使用更
方便
2. 對現有演算法進行分析、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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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類

職稱

職務類工作內涵
3. 研究改良演算方法，使演算法的結構更健
全、提高 一般通用性和效率
4. 發展新式的演算方式

9.MIS/網管主管

雲端技術顧問

電腦網路專業人員：從事研究、分析及建議網
際網路架構之策略，開發、實作及設定網際網
路相關軟硬體等，以及監測、解決網路問題並
強化效能之人員。
主要工作內涵：
1. 研究、分析及建議網際網路架構、資料模組
及圖示。
2. 研究、評估及監測網路基礎設施，建議改善
網路運作，以及整合軟體、硬體、通訊及作
業系統。
3. 提供專業技術，排解網路問題及緊急情況；
安裝、設定、測試及管理新架設或升級之網
路、伺服器及工作站

10.資料庫管理人員 雲端整合工程師

資料庫設計師/管理師：從事設計、開發、控制、
維護及管理資料庫系統之人員。
主要工作內涵：
1. 設計及開發資料庫架構、資料結構、表格及
目錄，以供資訊系統使用。
2. 設計、修正、整合、執行及測試資料庫管理
系統；提供資料庫管理工具之選擇、應用與
執行等建議。
3. 開發及執行資料管理策略及模組；開發資料
庫存取與使用、資料備份與復原方法與程式

11.MIS 程式設計師 雲端開發工程師

程式設計師：從事研究、分析及評估現有或全
新軟體應用與作業系統之需求，並設計、開發
及維護軟體之人員，或依據技術指令與規格，
從事撰寫及維護應用軟體程式碼之人員。
主要工作內涵：
1. 研究及評估軟體應用與作業系統之需求，並
設計及開發電腦軟體系統。
2. 評估硬體與軟體間之介面，修正或改善現有
軟體，並改寫軟體以適應新硬體或新介面。
3. 評估、開發、提升及記錄作業系統、通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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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類

職稱

職務類工作內涵
境及應用軟體等維護程序；與客戶協商有關
軟體系統之維護。
4. 依符合品質認證標準之技術指令及規格，撰
寫及維護程式碼。
5. 修改或擴充現有程式，以增進作業效率，或
因應新需求改寫

從事發展、控制、維護及管理電腦系統及網路
之人員。
主要工作內涵：
雲端系統規劃暨管理
1. 維護及管理電腦網路及環境，包括電腦硬
工程師、雲端服務系
體、系統軟體等。
12.網路管理工程師
統維運工程師、雲端
2. 提出變更建議案以改善系統及網路配置，並
運算平台工程師
決定所需相關軟硬體等。
3. 監測主控制台之操作，以增加電腦系統及網
路之效能
資料來源：
1.職缺資料：統整自 104 人力銀行(2013 年 6 月)
2.工作內涵：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資訊科技產業相關職業內容 https://ucan.moe.edu.tw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職業分類資訊查詢系統
1111 人力銀行職務大蒐秘、104 人力銀行職務分析

此外，利用全國就業 e 網（e-job）職缺資料庫搜尋北基宜花金馬地區之資訊軟體相
關職類，以軟(韌)體設計工程師以及網路軟體程式設計師職缺數較多，如下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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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資訊軟體相關職類人力需求
職類

職缺數

軟(韌)體設計工程師

60

網路軟體程式設計師

31

MIS 程式設計師

19

網業及動畫設計師

17

資訊助理員

16

遊戲軟體程式設計師

9

系統分析師

8

網路安全工程師

8

系統操作人員

8

資料庫管理人員

7

多媒體/動畫設計人員

3

軟體專案主管/電子商務技術主管

1

資料來源：統整自全國就業 e 網 (2013 年 7 月)
除了上述職務之外，雲端運算產業中各層次皆不可或缺之雲端服務技術開發專業人
員之職務與職能內涵如下表 8 所示。
表 8.雲端服務技術開發專業人員職能內涵
職務
職務描述

雲端服務技術開發專業人員
1.可執行軟體開發與服務
2.可負責雲端服務評估、規劃、建置及開發
1.物件導向網站開發能力
2.雲端平台佈建能力

專業職能

3.軟體發展與測試能力
4.雲端平台應用程式開發能力
5.雲端整合行動服務應用程式開發能力
6.雲端大量資料與商業智慧設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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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雲端服務技術開發專業人員
1.設計思考能力

軟性職能

2.專案執行與管理能力
3.產品創新與管理能力
4.創業與創新能力

國際化職能

1.國際語言
2.人際溝通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國際軟體學院(2013)
因應雲端運算產業發展趨勢，具備智慧媒體之界面設計、APP 應用軟體功能研發、
企業軟硬整合應用實作等能力之專業人員亦為雲端產業發展中所需之重要人才，智慧媒
體開發專業人員之職務與職能內涵如下表 9 所示。
表 9.智慧媒體開發專業人員職能內涵
職務
職務描述

智慧媒體開發專業人員
1.可執行國際化、跨領域之 APP 軟體開發與服務
2.可負責智慧媒體之行動服務規劃、設計及開發
1.使用者經驗及創新設計能力
2.傳播媒體數位開發能力
3.APP 企業應用開發能力

專業職能

4.APP 軟硬整合能力
5.產品服務解決方案設計能力
6.研發專案執行與管理能力
7.應用整合與導入能力
1.設計思考能力

軟性職能

2.專案執行與管理能力
3.產品創新與管理能力
4.創業與創新能力

國際化職能

1.國際語言
2.人際溝通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國際軟體學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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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雲端運算產業調查職類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國際數據資訊(IDC)接受微軟委託，進行雲端人才需求研究調
查，結果指出：2012 年全球市場約有 170 萬個雲端職缺找不到合適的人才來填補，最大
的原因為求職者缺乏雲端所需的訓練與認證。市場對於具有雲端技術的 IT 人才需求每
年將成長 26%，至 2015 年全球將創造 700 萬個相關職缺。
另依據美國勞工局的統計，到 2020 年為止，美國的 IT 人才需求每年將成長 1.1～
2.7%，然而，雲端人才需求卻以十幾倍的速度成長，由於現在的 IT 人才尚未準備好接
受這些工作，因此亟須重新訓練暨有的 IT 人才，同時鼓勵學生追求雲端相關的 IT 訓練
與認證。此項研究報告並指出，有別於以往的 IT 人才短缺，解決雲端人才的供需差距
非常困難，因為雲端帶來了過去並不需要的新技術，在雲端運算中並沒有通用的工作標
準，使得訓練及認證成為尋找雲端相關工作的要素。
IDC 的調查顯示，全球有接近 2/3 的企業計畫導入或使用雲端運算，而且有超過 50%
的企業認為雲端具有最高優先性，但仍舊有超過 2/3 的企業擔心雲端的安全、存取與資
料控制問題，缺乏訓練/認證/經驗是雲端職缺未能完全被填補的前三大原因。另一項值
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新增的雲端職缺中，將會有超過 40%的職缺位於拉丁美洲、中歐、
東歐、中東與亞太等新興市場，而這些市場雲端職缺的每年成長比例也將高於全球平
均，達到 34%。其中，亞太地區到 2015 年的雲端職缺將超過 230 萬個（iThome Online）。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2013-2015雲端服務產業專業人才供需調查」報告指出：雲端
服務產業發展最需要政府扶植的是中小型軟體應用開發商，「個人雲」及企業的「私有
雲」是目前的市場目標。智慧型手機iPhone與Android App程式下載帶來商機。而在人才
需求方面，由於後端平台技術發展不連續，資訊服務現有技術人才不易跨接雲端運算與
巨量資料分析領域。人才需求除技術面之規劃建置、平台開發、雲端應用、資安規劃外，
還需國際化業務拓展人才。企業認為具備雲端技術的人才比例不高，也不容易從同業挖
角，因此願意考慮選擇社會新鮮人培訓。人才培訓以規劃建置、平台開發、雲端應用、
資安規劃、雲端業務行銷及iOS、Android、Windows 8等APP相關語言為主。各類雲端
服務專業人才需求特性分析，如表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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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各類雲端服務專業人才需求特性分析
技術管理性的技術職務

高階技術的技術職務

專業性的技術職務

■ 徵才困難度高，需工作 ■ 徵才困難度較高，對於 ■ 徵才困難度上升且品質
經 驗 3~5 年 以 上 ， 甚 至

系統架構師與系統顧問

難以達到業界要求

6~10年

在徵才上比較困難，反應 ■ 工作經驗仍是重要徵才

■ 高學歷受到認同，業界

雲端科技的導入對既有

考量，但有技術沒經驗的

認為在職深造有其必要

軟體開發方法具高度挑

新鮮人仍有很好的機會

■ 幾乎都仰賴業界自行培

戰，惟需求人數並未提高

獲得青睞

養或同業挖角
■ 目前主要需求集中專案
性管理職位，開發方法的

■ 產業經驗與創新科技應 ■ 新進人員的培訓期間與
用能力是關鍵，溝通能力

培訓成本逐年上升
■ 產學合作是業者最青睞

是基本要求

改變是主要挑戰

的徵才管道

資料來源：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2012 年 12 月。
該報告針對現行幾項在產業發展上對公司比較關鍵的職務，業界對於擔任這些職位
的在職專業人士，有待加強的專業職能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幾項：
■技術主管/研發經理：分散式運算、多租戶技術
■雲端專案經理：雲端運算專案管理、雲端服務導向架構(SOA)
■雲端系統架構師：虛擬化技術、雲端運算規劃與評估
■雲端系統顧問：綠色機房規劃、雲端運算導入與建置
■雲端機房管理：無線網際網路技術、雲端運算之資安規劃
■雲端程式設計師：APP 行動應用系統開發(iOS、Android、Windows 8)
以雲端運算各類專業人才量化需求人數來看，雲端程式設計師及技術主管/研發經理
是未來一年需求比率較高的人才類型，其中仍以雲端程式設計師需求人數最多，占
56%。雲端專案經理在未來一年中較為平穩，需求量大致無太大起伏。雲端系統架構師、
雲端系統顧問及雲端機房管理呈現略微下降趨勢（經濟部工業局，2013）。
目前資訊服務業對於雲端運算市場仍處試驗階段，有待政府與業者通力合作、加強
人才培訓、深化雲端產品及服務並發展具競爭力的營運模式。至於人才培訓供給方面，
近期政府、學校及業界大力投入於雲端運算技術、應用與管理之人才培訓課程也累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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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成果，面對未來雲端運算應用服務的挑戰，仍須解決人才取得困難的課題。近年來
公部門政策推動與支持，私部門雲端運算技術與服務之發展，已帶動就業市場之人才需
求。因資通訊技術人員的知識與技能有許多共通性，有利人才在性質相近的雲端產業相
關企業間移動，雲端運算產業相關人才培訓將能實際發揮職業訓練之機動性、補充性、
即時性的功能。
為提出新北市-雲端運算產業職訓需求分析調查職類，本計畫於102年6月18日召開
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會議紀錄如附錄二）。考量具有人力需求、職前訓練價值職類、為
產業發展之重要職類，以及轄區內開辦相關課程情形，進行後續職訓需求分析職類遴選。
會議中多位業界專家與學者皆認為「APP設計工程師」此職類之學歷水準與訓前先
備能力要求較低，較容易達成訓練目標，且全球APP下載量預估2013年可達800億次，
符合雲端軟體服務(SaaS)市場發展與人才需求趨勢。從短期人力供需角度，以及職訓之
功能面、機動性與即時性的考量而言，此職類較具有人才需求與訓練價值。
以就業市場的人才需求而言，
「雲端軟體設計師」、「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皆為雲
端軟體服務(SaaS)與雲端應用平台(PaaS)發展重要職類，亦具有訓練價值。此外，雲端
產業供應鏈中以雲端軟體服務(SaaS)的廠商數量最多。主要包含技術、業務、行銷、客
服四大部門，其中，因行銷產品需要一定程度的專業能力，故建議將「雲端產品行銷專
員」納入職訓需求分析職類。雲端平台服務之規劃設計建置人員與規劃維護人員為雲端
設施服務(IaaS)與雲端應用平台(PaaS)企業之重要職類，亦建議針對「雲端平台建構工程
師」此職類進行職訓需求分析。
除了上述職類之外，與會專家學者認為「APP多媒體工程師」亦符合雲端軟體服務
(SaaS)市場發展與人才需求趨勢，「雲端資料分析師」為雲端產業各層次(IaaS、SaaS、
PaaS)發展之重要職類，亦可納入後續職訓需求調查分析。
為確認新北市-雲端運算產業職訓需求分析調查職類，本計畫於102年7月18日召開
第一階段調查職類審查會議（會議紀錄如附錄五）。會議中探討雲端運算產業需求人才
包括四大類：程式設計、架構規劃、行銷、資料分析與資訊安全。其中又以程式設計人
才需求量最高；架構規劃人員為從事雲端服務開發之中大型企業需求人才；雲端資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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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人才僅於大型企業（如搜尋引擎平台）才會有需求，需求量較低；資訊安全人才亦是
雲端運算產業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且缺乏的人才。依據各職類之人力與職訓需求狀況，
遴選新北市-雲端運算產業職訓需求分析調查職類（其中雲端運算產業資安人才職訓需
求，後續將納入雲端軟體設計師、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職類之職訓需求分析中一併進行
調查）如下五項：
1.

APP 設計工程師

2.

雲端軟體設計師

3.

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

4.

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

5.

雲端產品行銷專員

五、各職類之職訓需求分析
本計畫針對雲端運算產業供應鏈中較具訓練價值之職類，運用深度訪談、焦點團體
座談之方式，蒐集代表性企業之意見，以了解勞動市場上各職類實際人力缺口、專業技
術要求及職業訓練需求，彙整調查結果，提出該職類訓練課程規劃或調整方向。各職類
之職訓需求深度訪談，以及 102 年 9 月 17 日召開之「雲端運算產業職訓需求分析焦點
團體座談會議」，邀請對象與題綱如下：
(一) 深度訪談對象與題綱
1. 訪談對象：
雲端運算產業職訓需求調查職類為「APP 設計工程師、雲端軟體設計師、雲端服
務開發工程師、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雲端產品行銷專員」。利用深度訪談方式蒐集
六家代表性企業之職訓需求意見，訪談對象皆為事該領域工作至少十年以上之專業人
士（訪談紀錄如附錄六）。
2. 訪談題綱：
 請描述該職務工作內容與範圍？
 該職務工作的入門之先備條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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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職務工作應具備的能力？知識面、技能面及態度面？
 該職務工作未來在人才的訓練上，應如何訂其方向？

(二) 焦點團體座談會議邀請對象與題綱
1. 邀請對象：
邀請雲端運算產業中之代表性企業，熟稔地方產業發展與人力需求專家（產業召
集人）共七人參與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探討各職類之職訓需求，提供訓練課程規劃建
議（會議紀錄如附錄七）。邀請企業代表之遴選標準如下：
 屬於產業供應鏈中代表性企業
 服務或產品具有創新性或代表性
 服務或產品曾獲得獎項或受國內外知名企業採用
 釋放職缺數較多者
 相關領域學者與業界專家推薦
 民間人力銀行推薦
 相關領域產業團體
 地方政府推薦
2. 會議題綱：
 該職務工作的入門之先備條件為何？
 該職務工作應具備的能力？知識面、技能面及態度面？
 基於地方產業發展方向與特性，該職務工作未來在人才的訓練上，應注意
哪些面向？
 基於地方產業發展方向與特性，該職務工作未來在人才的訓練上，應如何
訂其方向？
 該產業供應鏈架構周邊尚包含哪些相關重要行業？
 其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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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職類之職訓需求分析
1. APP 設計工程師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APP 設計工程師職訓需求分析如表 11 所示，其工作內涵主要包括進行 APP 開發分
析、規劃、使用者介面(UI)與使用者經驗(UX)分析設計後產出細部規劃文件，並依規劃
執行系統分析、程式設計、開發、測試、上架、版本改良與維護工作。程式設計基本能
力以及 web 平台開發基礎能力，為 APP 設計工程師之入門先備條件。
 專業職能
APP 應用程式設計開發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知識面的部分，APP 設計工程師必須
具備程式語言(ex. C++、Java、Objective-C)以及 APP 應用程式開發作業系統(ex. iOS、
Android 作業系統)專業知識，並且具有創意與成本平衡、實用價值衡量的基本概念。此
外，必須瞭解 APP 平台上架協議、審核機制相關知識。目前各類載具特性、智慧財產
權與專利相關知識，以及 APP 市場應用新趨勢，亦是 APP 設計工程師需具備的專業知
識。
技能面的部分，APP 設計工程師之基礎能力為程式設計能力(ex. C++、Java、
Objective-C)、web 平台網頁開發能力(ex. HTML5、Javascript)以及外語能力(讀、寫)。業
界相當重視的實務能力亦包含使用者介面(UI)與使用者經驗(UX)創新設計能力、資料庫
程式設計、APP 多元服務應用整合、企業應用開發與產品服務解決方案設計能力。此外，
傳播媒體開發、串流、整合，以及行動社群整合設計、行銷能力，亦為 APP 設計與行
銷方面的專業職能。
 訓練規劃建議
訓練課程規劃建議區分為「概念類」
、
「技術類」以及「專題實作」三類課程（課程
規劃重點詳如表 11），「概念類」與「技術類」課程以課堂講授方式為主，針對 APP 設
計開發所需專業知識與技能進行教學；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重點在於讓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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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APP 應用程式設計開發實務演練，應要求學員隨課程進度產出實質文件與成果作
品，才能真正紮實培訓 APP 設計工程師的專業職能。另建議職前訓練課程以培訓初階
APP 設計工程師為主，中階工程師之培訓方式則以在職訓練為主。

表11.APP設計工程師職訓需求
產業別名稱

雲端運算產業

職類別名稱

APP 設計工程師
進行 APP 開發分析、規劃、使用者介面(UI)與使用者經驗(UX)分

工作內涵

析設計後產出細部規劃文件，並依規劃執行系統分析、程式設計、
開發、測試、上架、版本改良與維護工作。
1. 初階工程師：能在他人指導下進行 APP 開發分析、規劃、使用

工作標準

者介面(UI)與使用者經驗(UX)分析設計後，產出細部規劃文件。
2. 中階工程師：能獨立完成 APP 開發規劃與執行系統分析、程式
設計、開發、測試、上架、版本改良與維護工作。

工作內容

相關知識

相關技能

1. 程 式 語 言 知 識 (ex. C++ 、 1. 程 式 設 計 能 力 (ex. C++ 、
Java、Objective-C)

Java、Objective-C)

2. APP 應 用 程 式 開 發 (ex. 2. web 平 台 網 頁 開 發 能 力 (ex.
iOS、Android 作業系統)
3. 創意與成本平衡概念
4. 創意與實用價值衡量概念
APP 應用程式設計開發

HTML5、Javascript)
3. 使用者介面(UI)與使用者經
驗(UX)創新設計能力

5. APP 平台上架協議、審核機 4. 資料庫程式設計
制相關知識

5. APP 多元服務應用整合能力

6. 載具特性知識

6. APP 企業應用開發與產品服

7. 智慧財產權與專利相關知識
8. APP 市場應用新趨勢

務解決方案設計能力
7. 傳播媒體開發、串流、整合能
力
8. 行動社群整合設計、行銷能力
9. 外語能力(讀、寫)

應具備態度

高度好奇心、觀察力與學習意願、積極發揮創意、國際觀、團隊
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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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先備條件

1.程式設計基礎能力
2.web 平台網頁開發基礎能力
 概念類課程：
1. 創意與成本平衡、實用價值衡量概念
2. APP 平台上架協議、審核機制
3. 各類行動載具特性
4. 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概論
5. APP 市場應用新趨勢及案例分析
6.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技術類課程：
1. Java 程式設計
2. web 平台網頁開發
3. 資料庫程式設計
4. 人機介面設計

訓練課程規劃方向

5. APP 企業應用(ex.PHP+MySQL)
6. 多媒體互動操控設計
7. APP 多元服務應用(整合其他網路服務、應用程式介面)
8. 使用者介面(UI)、使用者經驗(UX)創新設計
9. 互動傳播應用創新設計
10. 行動社群整合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參訓者必須隨專題或實習課程進度產出實質文件與成果作品)
1. APP 開發企劃
2. APP 開發專案管理
3. APP 架構設計
4. APP 程式設計
5. 資料庫規劃與設計
1. 職前訓練課程以培訓初階工程師為主，中階工程師之培訓方式
以在職訓練為主。未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

訓練規劃建議

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若要針對 APP 設計初階工程師之基礎
專業職能進行培訓，課程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450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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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學員並非資訊相關科系背景，職前訓練課程應以 Java 程式設
計(初階)、web 平台網頁開發、資料庫程式設計(初階)、物件導
向系統分析與設計、人機介面設計等 APP 設計基礎課程為重
點，進行初階工程師職前訓練。
 初階工程師職前訓練課程重點：
 Java 程式設計(初階)
 web 平台網頁開發
 資料庫程式設計(初階)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人機介面設計
 APP 企業應用(ex.PHP+MySQL)
 多媒體互動操控設計
 創意與成本平衡、實用價值衡量概念
 APP 平台上架協議、審核機制
 各類載具特性
 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概論
 APP 市場應用新趨勢及案例分析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至少規劃 60 小時以上，
參訓者必須隨專題或實習課程進度產出實質文件與成果作品)
 中階工程師在職訓練課程重點：
(已具備初階工程師能力者)
 Java 程式設計(進階)
 資料庫規劃與設計(進階)
 APP 多元服務應用(整合其他網路服務、應用程式介面)
 使用者介面(UI)、使用者經驗(UX)創新設計
 互動傳播應用創新設計
 行動社群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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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雲端軟體設計師職訓需求分析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雲端軟體設計師職訓需求分析如表 12 所示，其工作內涵主要包括雲端運算軟體的
分析、設計、程式撰寫與維護，並進行軟體測試與修改。具備程式設計能力、網路基礎
建設能力，並了解雲端軟體基本架構，為雲端軟體設計師之入門先備條件。
 專業職能
雲端軟體設計開發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知識面的部分，需具備雲端運算架構、元
件、平台、運用模式、虛擬化技術相關知識，亦要了解 APP 應用程式開發(ex. iOS、Android
作業系統)軟體設計架構，以及雲端軟體開發平台之軟體開發架構知識(ex.Windows
Azure、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Hadoop)。
技能面的部分，雲端軟體設計師之基礎能力為程式設計(ex. Java、C++)、程式模組
整合、外語能力(讀、寫)與溝通協調能力。業界相當重視的專業職能亦包含虛擬化(分散
式架構)雲端運算技術，以及雲端運算系統開發與軟體架構轉換調整能力、雲端軟體開
發平台應用能力(ex. Windows Azure、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Hadoop)、資料庫設計
與管理能力，以及雲端運算資安防護能力。
 訓練規劃建議
依據雲端軟體設計開發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課程規劃重點詳如表 12 所示，除了
以課堂講授雲端運算軟體設計開發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外，應能夠讓學員實際應用雲
端軟體開發平台，進行軟體開發與測試。並建議與企業合作規劃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
體驗課程，依業界需求讓學員參與特定專案，累積學員實務經驗與能力。另建議職前訓
練課程以培訓初階工程師為主，中階工程師之培訓方式以在職訓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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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雲端軟體設計師職訓需求
產業別名稱

雲端運算產業

職類別名稱

雲端軟體設計師
負責雲端運算軟體的分析、設計、程式撰寫與維護，並進行軟體

工作內涵

測試與修改。
1. 初階工程師：能在他人指導下，完成雲端運算軟體測試與提出

工作標準

修改建議。
2. 中階工程師：能獨立完成雲端運算軟體的分析、設計、程式撰
寫與維護。
相關知識

相關技能

1. 雲端運算架構、元件、平

1. 程式設計能力(ex. Java、C++)

工作內容

台、運用模式

2. 程式模組整合能力

2. 虛擬化(分散式架構)技術相
關知識

算技術

3. APP 應用程式開發(ex.
iOS、Android 作業系統)軟
雲端軟體設計開發

3. 虛擬化(分散式架構)雲端運

體設計架構

4. 雲端運算系統開發與軟體架
構轉換、調整能力
5. 雲端軟體開發平台應用能力

4. 雲端軟體開發平台之軟體
開發架構知識(ex. Windows

(ex. Windows Azure、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Hadoop)

Azure、Google Application

6. 資料庫設計與管理能力

Engine、Hadoop)

7. 雲端運算資安防護能力
8. 溝通協調能力
9. 外語能力(讀、寫)

應具備態度

團隊合作精神、樂於溝通協調
1. 程式設計能力

入門先備條件

2. 網路基礎建設能力
3. 瞭解雲端軟體基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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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類課程：
1. 電腦網路概論
2. 雲端運算概論
3. 雲端運算資安防護
4. APP 應用程式開發軟體設計架構
5.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技術類課程：
1. Java 程式設計
訓練課程規劃方向

2. 雲端系統管理與建置(ex. Linux、Windows)
3. 資料庫設計與管理
4. 雲端軟 體開發平台之 軟體開發應用 (ex. Windows Azure、
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Hadoop)
5. 虛擬化雲端運算技術(Linux 核心虛擬系統)
6. 雲端巨量資料分析與應用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結合業界需求，強化學員雲端軟體設計與專案執行能力。藉
由雲端運算軟體分析、設計、程式撰寫、測試以及簡報展示程序
完成專題作品。
1. 除了以課堂講授雲端運算軟體設計開發相關知識與技能，亦建
議讓學員利用雲端軟體開發平台進行軟體開發實務演練。
2. 建議與企業合作規劃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課程，依
業界需求讓學員參與特定專案，累積學員實務經驗與能力。
3. 職前訓練課程以培訓初階工程師為主，中階工程師之培訓方式
以在職訓練為主。未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

訓練規劃建議

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若要針對雲端軟體設計師之基礎專業
職能進行培訓，課程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450 小時以上。
4. 若學員並非資訊相關科系背景，職前訓練課程應以 Java 程式
設計(初階)、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資料庫設計與管理(初
階)、雲端系統管理與建置基礎課程為重點，進行初階工程師
職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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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階工程師職前訓練課程重點：
 電腦網路概論
 雲端運算概論
 APP 應用程式開發軟體設計架構
 雲端運算資安防護
 Java 程式設計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資料庫設計與管理
 雲端系統管理與建置(ex. Linux、Windows)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至少規劃 60 小時以上)
 中階工程師在職訓練課程重點：
(已具備初階工程師能力者)
 雲端軟體開發平台之軟體開發應用 (ex. Windows Azure、
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Hadoop)
 雲端軟體開發專案管理實務
 虛擬化雲端運算技術概念(Linux 核心虛擬系統)
 雲端巨量資料分析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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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職訓需求分析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職訓需求分析如表 13 所示，其工作內涵主要包括參與雲端運
算服務前期評估、規劃作業，並負責雲端服務之建置與開發、測試工作。執行後端雲端
服務之分散式運算與資料處理，並確保前端介面的畫面操作流暢性與資料可讀性。具備
程式設計知識、邏輯、能力與經驗，為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之入門先備條件。
 專業職能
雲端服務評估、規劃、建置與開發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知識面的部分，應具備程
式邏輯與程式語言、雲端服務開發與測試流程、資訊安全與漏洞防範相關知識。此外，
亦應對於服務導向架構(SOA)、資訊技術服務管理架構知識(ITIL Foundation)、客戶服務
與支援概念、雲端運算服務發展趨勢亦為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需具備的專業知識。
技能面的部分，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之基礎能力為程式設計能力(ex. Java)、雲端服
務項目規劃、開發、測試與流程規劃能力、外語能力(讀、寫)與溝通協調能力。此外，
雲端服務技術與資源評估能力、資料庫最適方式(具擴充性、速度符合需求)評估、建置
與管理能力、資料庫相關技術(ex. SQL、NóSQL)、雲端巨量資料處理、雲端運算通訊技
術能力、創新設計能力皆為雲端服務開發工作需具備之專業職能。
 訓練規劃建議
依據雲端服務評估、規劃、建置與開發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課程規劃重點詳如表
13 所示，此職類訓練課程為培訓已具備程式設計能力之初階工程師，成為雲端服務開發
中階工程師為目標。除了以課堂講授雲端服務開發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外，建議利用
專題實作課程，以分組方式進行，請學員模擬企業雲端服務開發專案，完成雲端服務開
發企劃書，並說明其商業價值性、功能性、擴充性。
建議針對不同產業別（例如：金融、文創、流通、製造業等），以產、學、訓合作
模式開辦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培訓課程，並安排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較能
符合各產業雲端運算技術發展與應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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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職訓需求
產業別名稱

雲端運算產業

職類別名稱

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
參與雲端運算服務前期評估、規劃作業，並負責雲端服務之建置與

工作內涵

開發、測試工作。執行後端雲端服務之分散式運算與資料處理，並
確保前端介面的畫面操作流暢性與資料可讀性。

工作標準
工作內容

中階工程師：能獨立完成雲端運算服務前期評估、規劃作業，並負
責雲端服務之建置與開發、測試工作。
相關知識

相關技能

1. 具備雲端服務開發流程知識
2. 服務導向架構(SOA)知識
1.雲端服務評估
與規劃

1. 雲端服務技術與資源評估能
力

3. 資 訊 技 術 服 務 管 理 架構 知 識 2. 資料庫建置最適方式(具擴充
性、速度符合需求)評估能力

(ITIL Foundation)
4. 客戶服務與支援概念

3. 雲端服務項目規劃能力

5. 雲端運算服務發展新趨勢

4. 創新設計能力
5. 溝通協調能力

1. 程式邏輯、程式語言知識

1. 程式設計能力(ex. Java)

2. 雲端服務開發、測試流程知識

2. 雲端服務開發、測試流程規劃

3. 服務導向架構(SOA)知識
2.雲端服務建置
與開發

能力

4. 資訊技術 服務管理 架 構知識 3. 資 料 庫 建 置 與 管 理能力 (ex.
(ITIL Foundation)

SQL、NóSQL)

5. 資訊安全、漏洞防範相關知識

4. 雲端巨量資料處理能力

6. 客戶服務與支援概念

5. 雲端運算通訊技術能力
6. 溝通協調能力

應具備態度
入門先備條件

自我要求、團隊合作精神、高度求知慾、樂於學習、高度抗壓性
程式設計知識、邏輯、能力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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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類課程
1. 雲端服務開發、測試流程
2. 雲端服務需求分析與技術、資源評估
3. 客戶服務與支援概念
4. 創新設計與團隊合作創意開發
5. 雲端運算服務發展新趨勢
6. 雲端服務資訊安全、漏洞防範
7.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技術類課程
訓練課程規劃方向

1. 服務導向架構(SOA)
2. 資訊技術服務管理架構(ITIL Foundation)
3. 雲端資料庫建置與管理
4. 雲端巨量資料處理
5. 雲端運算通訊技術
6. Linux 作業系統環境建置與使用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至少規劃 100 小時以上)：
結合業界需求，強化學員雲端服務開發與專案執行能力。請學
員模擬企業雲端服務開發專案，完成雲端服務開發企劃書，並說明
其商業價值性、功能性、擴充性。
1. 此職類訓練課程為培訓已具備程式設計能力之初階工程師，成為
雲端服務開發中階工程師為目標。
2. 未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
驗，若要針對已具備程式設計能力之初階工程師，培訓雲端服務
開發工程師之專業職能，課程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400 小時以上。

訓練規劃建議

3. 除了以課堂講授雲端運算服務開發相關知識與技能，亦建議利用
專題實作課程，以分組方式進行，請學員模擬企業雲端服務開發
與建置，以專案方式進行實作，進行雲端服務開發企劃。
4. 建議針對不同產業別，以產、學、訓合作模式開辦雲端服務開發
工程師培訓與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較能符合各產業雲端運算技
術發展與應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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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職訓需求分析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職訓需求分析如表 14 所示，其工作內涵主要包括雲端服務平
台基礎架構建設、資安防護、效能管理等工作。具備網路建設能力、熟悉網站開發技術
為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之入門先備條件。
 專業職能
雲端平台建構、資安防護、效能管理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知識面的部分，應具備
雲端運算 IaaS、PaaS 層次架構、元件、平台、運用模式、虛擬化技術相關知識，以及雲
端平台作業系統、雲端平台網路建置，以及雲端平台建構資訊安全專業知識。
技能面的部分，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之基礎能力為虛擬化(分散式架構)雲端運算基
礎架構技術、雲端平台作業系統環境管理與維護能力，以及外語能力(讀、寫)與溝通協
調能力。此外，雲端資料庫建置、管理與巨量資料儲存備份、雲端平台網路建置、效能
調整與問題查找能力、雲端平台資安防護能力亦為業界所重視的專業職能。
 訓練規劃建議
依據雲端平台建構、資安防護、效能管理所需之職能內涵，課程規劃重點詳如表 14
所示，除了以課堂講授雲端平台建構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外，建議利用專題實作演練
或安排企業實習或職場體驗，讓參訓學員累積雲端平台建構能力與經驗。另建議職前訓
練課程以培訓初階工程師為主，中階工程師之培訓方式以在職訓練為主。

52

表 14.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職訓需求
產業別名稱

雲端運算產業

職類別名稱

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

工作內涵

從事雲端服務平台基礎架構建設、資安防護、效能管理等工作。
1. 初階工程師：能在他人指導下，執行雲端服務平台基礎架構建

工作標準

設、資安防護、效能管理等工作。
2. 中階工程師：能獨立執行雲端服務平台基礎架構建設、資安防
護、效能管理等工作。

工作內容

相關知識

相關技能

1. 雲端運算 IaaS、PaaS 層次架 1. 虛擬化(分散式架構)雲端運算
構、元件、平台、運用模式

架構技術

2. 虛擬化(分散式架構)技術相 2. 雲端平台作業系統環境管理
關知識
雲端平台建構、
資安防護、效能管理

與維護能力

3. 雲端平台作業系統知識
4. 雲端平台網路建置知識

3. 雲端資料庫建置、管理與巨量
資料儲存、備份能力

5. 雲端平台建構資訊安全知識 4. 雲端平台網路建置、效能調整
與問題查找能力
5. 雲端平台資安防護能力
6. 溝通協調能力
7. 外語能力(讀、寫)

應具備態度

入門先備條件

團隊合作精神、樂於溝通協調
1.網路建設能力
2.網站開發技術
 概念類課程
1. 雲端運算 IaaS、PaaS 架構規劃概念
2. 雲端平台資安防護

訓練課程規劃方向

3.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技術類課程
1. 網站開發技術(程式語言、資料庫設計與應用、動態網頁程式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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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虛擬化(分散式架構)雲端運算架構規劃與建置
3. 雲端平台作業系統環境管理與維護
4. 巨量資料儲存、備份
5. 雲端平台效能調整與問題查找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結合業界需求，強化學員雲端平台建構能力。讓學員依企業
需求參與雲端平台開發專案，進行雲端平台建構實作演練。
1. 除了以課堂講授雲端運算服務開發相關知識與技能，亦建議利
用專題實作實務演練、企業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讓學員模擬
雲端平台建構與管理實作。
2. 職前訓練課程以培訓初階工程師為主，中階工程師之培訓方式
以在職訓練為主。未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
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若要針對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之基礎
專業職能進行培訓，課程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500 小時以上。
3. 若學員並非資訊相關科系背景，職前訓練課程應以網站開發技
術、虛擬化雲端運算架構規劃與建置、雲端平台作業系統環境
管理與維護、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等基礎課程為重點。
 初階工程師職前訓練課程重點：
訓練規劃建議

 雲端運算 IaaS、PaaS 架構規劃概念
 雲端平台資安防護
 網站開發技術(程式語言、資料庫設計與應用、動態網頁程
式設計)
 虛擬化(分散式架構)雲端運算架構規劃與建置
 雲端平台作業系統環境管理與維護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巨量資料儲存、備份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至少規劃 100 小時以上)
 中階工程師在職訓練課程重點：
(已具備初階工程師能力者)
 雲端平台效能調整與問題查找
 雲端平台開發專案管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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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雲端產品行銷專員職訓需求分析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雲端產品行銷專員職訓需求分析如表 15 所示，其工作內涵主要包括分析、掌握市
場趨勢與客戶需求，針對目標客戶群擬定產品行銷策略，利用多元化（各種實體、虛擬）
通路行銷雲端運算產品。活潑、樂於分享的人格特質，並具備虛擬通路行銷概念與經驗，
為雲端產品行銷專員之入門先備條件。
 專業職能
雲端產品行銷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知識面的部分包含雲端運算產品設計概念、市
場調查方法、心理學、社會學、行銷管理知識、虛擬通路發展趨勢、雲端運算產品設計
概念等。
技能面的部分，雲端產品行銷人員必須能夠分析掌握市場趨勢能力，了解目標客戶
群產品需求的能力，具備使用者經驗分析設計能力，以及創新設計能力。此外，虛擬通
路開發與管理能力、產品包裝行銷能力以及簡報能力皆為雲端產品行銷工作方面必備的
專業職能。
 訓練規劃建議
依據雲端產品行銷工作之職能內涵，課程規劃重點詳如表 15 所示。除了以課堂講
授雲端產品行銷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外，建議可藉由雲端服務商業應用與案例分析課
程，讓學員了解業界進行雲端產品行銷的實務操作模式。並建議安排雲端產品行銷應用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透過腦力激盪小組討論的教學方式，引導學員進行雲
端產品行銷方案規劃模擬及實務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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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雲端產品行銷專員職訓需求
產業別名稱

雲端運算產業

職類別名稱

雲端產品行銷專員

工作內涵

分析、掌握市場趨勢與客戶需求，針對目標客戶群擬定產品行銷
策略，利用多元化（各種實體、虛擬）通路行銷雲端運算產品。

工作內容
1. 分析、掌握市場趨勢
與客戶需求，提供雲
端運算產品前期評

相關知識

相關技能

1. 雲端運算產品設計概念

1. 分析掌握市場趨勢能力

2. 市場調查方法

2. 了解目標客戶群產品需求的

3. 心理學

能力

4. 社會學

3. 使用者經驗分析、設計能力

估與規劃建議

2. 擬定產品行銷策

4. 創新設計能力
1. 行銷管理知識

1. 虛擬通路開發與管理能力

2. 虛擬通路發展趨勢

2. 產品包裝行銷能力

略，利用多元化通路 3. 雲端運算產品設計概念
行銷雲端運算產品

4. 心理學

3. 使用者經驗分析、設計能力
4. 簡報能力

5. 社會學
應具備態度

入門先備條件

樂於學習新知、高度的分享熱忱、高 EQ、積極、勇於突破、團
隊合作精神
1. 活潑、樂於分享的人格特質
2. 具備虛擬通路行銷概念與經驗
 概念類課程
1. 雲端運算產品設計概念
2. 雲端運算產品市場趨勢分析
3. 目標客戶產品需求調查與分析
4. 使用者經驗分析、設計

訓練課程規劃方向

5. 雲端運算產品創新設計
6. 虛擬通路開發與管理
7. 產品包裝與行銷
8. 簡報技巧
9. 雲端服務商業應用趨勢與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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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至少規劃 60 小時以上)：
結合業界需求，強化學員雲端產品行銷能力。請學員模擬企
業雲端產品開發專案，進行雲端產品行銷實作演練。
1. 未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對象的先備條件與
經驗，若要針對雲端產品行銷之基礎專業職能進行培訓，課程
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450 小時以上。
2. 除了以課堂講授雲端產品行銷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外，建議
訓練規劃建議

藉由雲端服務商業應用趨勢與案例分析課程，讓學員了解業界
進行雲端產品行銷的實務操作模式。
3. 建議安排雲端產品行銷應用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透過腦力激盪小組討論的教學方式，引導學員進行雲端產品行
銷方案規劃模擬及實務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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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基隆市國際美食產業職訓需求分析
一. 產業供應鏈架構
(一) 前言
近年來全球餐飲服務業呈現蓬勃發展的熱鬧景象，不僅限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甚至
放眼整個亞洲與歐美國家，人力銀行更把「餐飲服務業」列為犀利產業之一，工作職缺
數年增一成，顯見餐飲服務業人力供不應求。
台灣服務業的發展，餐飲業可以說是較具國際發展特色的產業，又因政府與業者所
重視的餐飲業國際化與精緻化凸顯餐飲業重要性。台灣餐飲服務業的國際化腳步早已邁
出，且有相當耀眼的成績。美食已成為今日諸多國家文化輸出及國際推廣之主流，泰、
韓等已成功將美食行銷推廣至世界的國家，未來都可作為台灣美食行銷海外之借鏡與參
考。台灣美食彙集中華與異國料理融合之傳承，有著有容乃大、博大精深之特色，已漸
漸打出品牌，成功吸引國際旅客來台嚐鮮，如鼎泰豐的小籠包，有助帶動觀光。
(二) 國際美食產業發展趨勢與人力需求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00 年工商普查調查結果，95~100 年間生產總額增幅較大
之前 5 大類行業，依序為不動產業 65.89%、住宿及餐飲業 42.85%、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9.90%、教育服務業 39.73%與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7.06%。再觀察各大類行業 5 年
間從業員工增加人數，主要以製造業、住宿及餐飲業、支援服務業等提供近 6 成就業機
會，合占全體工商及服務業從業員工增加數之 57.07%，5 年間從業員工增幅較高之前 3
大類行業，依序為不動產業 32.61%、支援服務業 29.23%與住宿及餐飲業 28.08%。2013
年 4 月底國內住宿及餐飲業受僱員工人數約為 308,998 人，較 2012 年同月增加 3.71％，
由此可知國內住宿及餐飲業的產值與人力需求持續提升的趨勢。
基隆廟口是聞名全省的小吃市集，也是台灣小吃飲食文化的典型代表。廟口區有許
多不同且各具特色的小吃，不但滋味獨特，而且經營得法，使得基隆廟口的小吃聲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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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令許多在地或外地的食客流連忘返。並且在『2010 年特色夜市選拔活動』中，基隆
廟口夜市榮獲『最美味』與『最友善』的夜市美譽。另根據基隆市統計年報資料顯示，
近五年來(2007~2011)基隆市之就業者從事行業以服務業居首(占 69%)，其中住宿及餐飲
業從業人員人數為 11,000 人至 12,000 人之間，在服務業中位居第三，僅次於批發零售
業與運輸及倉儲業。
台灣餐飲業者雖多為中小企業，但對市場需求反應靈活、快速及有彈性，且文化素
材豐富，具備以文化為內涵之餐飲發展深度及潛力，部分企業並已建立國際化品牌通
路，未來發展潛力無限。因此，台灣常見的各種傳統茶飲、小吃、料理飲食及融合異國
文化或食材的美食，或是傳統上對台灣美食的印象或認知，及以台灣烹調手法融入異國
風味所開發的餐飲，都可稱為台灣美食(Gourmet TAIWAN)。因應人潮帶來錢潮的通性，
台灣人口分布持續往北部集中的趨勢也反映在餐飲業營業據點區域的分布上，經濟部統
計處調查就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在據點區域選擇進行調查結果顯示，2010 年餐飲業營業
據點以北部最多(66.85%)，南部次之(17.28%)，中部為第三(14.91%)。餐飲業分佈現象符
合我國人口分佈傾向─2010 年底 60.8%常住人口集中居住於五大直轄市，且有持續往北
部集中之趨勢；行政院主計處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北部地區常住人口佔全國之 46.3%。發
展地方特色餐飲產業不僅可以帶動地方美食文化發展與產值，更可以創造就業力的提
升。
(三) 國際美食產業供應鏈
基隆市國際美食產業涵蓋面甚廣，從食材產地到餐桌，其範圍包涵食材供應、食材
物流、食品加工、容器包材、連鎖餐飲業、一般餐飲業、夜市小吃餐飲業、食品伴手禮
產業、門市通路、國際會展行銷等領域，這些領域隸分別屬於不同的主管機關管轄，各
主管機關權責劃分清楚。但就產業發展而言，其為上中下游為一連串供應鏈體系且環環
相扣，基隆市國際美食產業相關供應鏈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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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國際美食產業鏈

餐飲產業發展成功關鍵因素為在地國際化與國際當地化兩大發展策略。在地國際化
為奠定國內美食業者展店基礎，透過籌設業者聯誼會、提昇餐飲服務品質、協助餐飲業
者國際交流、提昇台灣廚師國際聲望與打造台灣名廚表演舞台，以提昇台灣美食國際形
象;而國際當地化則以提供國際展店支援輔導、群聚台灣美食專區兩大主軸，提供海外商
機媒合機會、發展台灣美食專區、建立海外行銷基礎與進行台灣美食海外推廣;經由在地
國際化及國際當地化兩策略交互運用，擴大台灣美食發展空間以推動台灣美食國際化發
展。
台灣美食國際化需要較長時間之規劃與經營，政府應有一完整輔導措施，循序漸進
帶領國內餐飲業者，建立品牌，將台灣美食推廣至國際，並以全世界為長期發展目標。
將「在地國際化」
、
「國際當地化」為發展策略，追求「世界美食匯集台灣」
、
「讓全球讚
嘆的台灣美食」的願景，達到「創造就業機會」
、
「新增國際美食品牌」
、
「培育國際化人
才」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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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訓練課程盤點
檢視北基宜花金馬區近二年來開辦之相關訓練課程（課程盤點資料如附錄四），主
要包含西點、烘焙、中餐、西餐、小吃等類型課程：
1.西點烘焙證照輔導班
2.精緻西點烘焙實作班
3.幸福烘焙伴手禮班
4.102 年度西點烘焙職類丙級證照輔導班
5.西點烘焙技術人員養成班
6.樂活中餐實務班
7.中餐證照暨創意料理美食班
8.中餐飲料實務
9.中餐廚務實務(新移民優先)
10.中餐烹調(葷食)丙級證照輔導班
11.中餐烹調(素食)丙級證照輔導班
12.西餐證照輔導班
13.台灣夜市創富小吃培訓班
14.地方風味小吃餐飲訓練班
15.創意地方小吃專班

三. 產業供應鏈中重要行職業人力需求與工作、職能內涵
國際美食產業供應鏈中重要行職業人力包括以下十類：
1. 餐飲類包含餐飲服務生、中餐廚師、西餐廚師、其他類廚師、麵包師、西點／蛋
糕師、調酒師／吧台人員、餐廚助手、餐廳主管、餐廳工作人員店、連鎖店管理
人員、行銷企劃人員…等，餐飲服務人才需求特色之個性特質為喜歡面對人群、
喜歡用餐飲服務的介面來面對人以及喜歡不斷學習以滿足人的需要、個性主動積
極、溝通協調能力佳，專業技能除考取基本相關證照外另則須掌握基本概念即可。
61

2. 採購專員根據貨物、商品或食材的庫存量，執行訂購作業處理貨品遺失或延遲的
採購問題並進行驗收作業，確認貨品的品質和規格，定期進行請款作業，並整理
相關表單（如：請款單、驗收單、訂購單）。建立、更新供應商資料（如：貨品
價格、規格和到貨時間），以選擇最佳供應商。
3. 餐飲產品/廠務經理負責新產品(餐飲、烘焙)評估開發、市場調查計劃、市場銷售
策略並負責協調、整合、並控管產銷相關工作進度，季節菜單設計開發和負責尋
找新食材。
4. 廚師/廚房助理負責準備食材並烹調菜餚洗、剝、削、切各種食材，以完成烹飪的
前置工作。設計開發並控管產銷相關工作進度及協助廚師測量食材的容量與重
量。依照客人的點單，準備不同菜色所需要的食材並於出菜時負責菜餚擺盤或調
整份量之工作。進行廚房內的衛生管理工作並負責研發新菜色。
5. 西點師傅製造蛋糕及其他西式點心並檢視與選用所需原材料，添加奶油、水果等
夾心，或使用糖霜裝飾蛋糕或西點之表面以及原物料庫存管理、報廢率管理。
6. 餐廳服務員負責跑單、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及負責客人帶位、倒水、點餐等
工作。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責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進行簡易餐飲之料理，如：
調配餐點、飲料等，負責結帳、收銀之工作。
7. 餐廳外場主管依營運政策，標準作業程序執行營運業績管理。負責溝通與聯繫，
協助外場人力調配，分配人員工作，指導其工作方法，並考核其績效。負責規劃
並控管採購項目進出貨的數量。負責監督店內事宜(店面貨品排列之整齊以及整體
門面之清潔明亮)。達成最高顧客滿意度。
8. 食品技師控管食品從原料製成完成品的整個流程，當食品衛生安全事件發生在上
游階段時，立即防止問題繼續往下游擴大。當食品衛生安全事件發生在下游階段
時，由下游階段回溯至上游階段，找出問題所在。找出不符點食品安全、有問題
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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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食品加工包裝人員負責生產線機器、設備之操作，並維持機台正常運作。進行製
造現場的產品組裝、檢驗、包裝出貨等作業。與其他作業員進行協調，以符合生
產及程序標準。填寫生產報表，以檢視與生產目標的距離。完成主管交辦有關生
產產品、程序事宜。
10. 食品工廠生產領班工廠營運管理 (生產計畫,排程,製程,品管,人力,訓練)
• 門市餐點供應 (備料及製作)
• 門市餐點配送事宜,溝通聯繫
• 制定標準流程 (S.O.P)
• 統計食材需求量,供應商下單,跟催,進貨安排,驗收儲存
• 配方表記錄及成本計算(報表)
• 庫存管理 (各類食材,門市耗材)
• 倉儲儲位規劃
• 設備保養
根據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所提供「102 年 1-6 月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
中心轄區熱門行業」職缺資料，「餐飲業」為整體轄區求才熱門行業之冠，亦為「基隆
就業服務站」求才職缺數最高的行業別。另經由搜尋 104 人力銀行職缺資料庫，彙整現
行北基宜花金馬地區國際美食產業供應鏈中具有人力需求之相關職缺，並經由次級資料
蒐集各職務之工作內涵如下表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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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國際美食產業重要行職業人力需求與工作內涵
行業別

職類

職缺數

工作內涵

1.生產食品技師

32

從事食品之規劃、設計、研究、開發、改良、
分析、鑑定、試驗、檢驗、製造、品管、衛
生管理及監製等業務。

2.烘焙業麵包師

238

3.西點/蛋糕師

240

從事製造、烘焙麵包工作。從事製造手工製
巧克力、糖果、蛋糕、餅乾、點心工作。
主要工作內涵：
1. 製造蛋糕、麵包及其他西式點心
2. 所需材料之檢視與選用
3. 用各種方式，如添加奶油、水果等夾心，
或使用糖霜裝飾蛋糕、麵包或西點表面
4. 香料或食品添加物之調配
5. 支援現場工作、品質掌控及製作流程管理

食品業

1. 控管食品從原料製成完成品的整個流程
2. 食品衛生安全事件發生在上游階段時，立

4.食品品管人員

即防止問題繼續往下游擴大
3. 食品衛生安全事件發生在下游階段時，由
下游階段回溯至上游階段，找出問題所在
4. 找出不符點食品安全、有問題的產品
5. 受訂確認與排程作業之進行
6. 生產作業流程.標準作業與工時之建立
7. 效率與成本之統計分析
8. 客戶服務與客訴問題處理
9. 協助廠務生產作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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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

職類

職缺數

工作內涵
1. 分析餐飲服務成本、價格、市場需求，以

1.餐飲管理人員

有效管理利潤與市場行銷策略
2. 使用電腦化系統管理餐飲業務和顧客服
務
3. 建立良好溝通能力與機制流程，增進員工
與顧客滿意度
4. 執行高品質的餐飲服務
5. 執 行 與 食 品 生 產 之 相 關 的 標 準 作 業 程
序，以提供高品質服務
6. 執行餐飲服務時遵循安全衛生程序、以維
持安全的工作環境
7. 掌握各地文化、宗教、民情、特產之特點，
做為服務及餐點設計之依據
8. 融合對食材特性及採購的知識，在食品生
產與餐飲供應上兼顧品質與成本考量

383

針對企業、團體，從事商品或服務之國內銷
售、業務推廣等工作。主要工作內涵：
1. 熟悉欲銷售之產品、公司規章作業流程
2. 客戶拜訪開發並推銷產品
3. 依顧客需求做報價及簽約
4. 顧客售後滿意度維持（如: 顧客抱怨及問
題反應處理、維持顧客對公司及業務員信
賴度）
5. 顧客意見回饋以供公司改善參考
6. 定期與主管做業績、績效檢討，回報進度

食品
相關業
2.食品行銷業務人員

56

研究發展食品或食材之特性、加工、保存、

3.食品研發人員

添加物、營養、包裝等工作
主要工作內涵：
1. 研究食品之加工、調理或配製
2. 在新產品製造階段進行實驗室研究
3. 進行食品原料蒐集、分析等工作，並建立
自己的資料庫
4. 實際調整成分、作出產品，並學習、研究
國內外的新知識與新技術
5. 確保工廠在大量製造時的品質穩定度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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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

職類
4.食品分析檢驗人員
5.營養師

職缺數

進行食品成份檢驗、分析及鑑定檢驗報告，

38

並提供相關意見
針對個人或特定團體的營養需求，負責其膳

262

1.餐飲服務生(全職)

2603

2.餐飲服務生(兼職)

2752

3.中餐廚師

470

工作內涵

食營養的調配與設計
於餐廳、飯館、餐飲業中，從事提供顧客服
務或維持正常運作等工作。
主要工作內涵：
1. 佈置及清理餐桌
2. 為顧客帶位或安排座位
3. 將菜單遞交顧客，答覆有關餐飲問題，必
要時提供建議
4. 記錄顧客所點菜餚，並通知廚房或內場做
餐送餐
5. 上菜並提供有關用餐的服務
6. 遞送帳單，請顧客付款或簽字
7. 送單點單收銀
1. 設計菜單
2. 依據餐單準備相關的食材

餐飲業

3. 將食材清洗並做簡單的處理備用

4.西餐廚師

4. 根據顧客的點單進行烹調

629

5. 清理以及保養設備

5.其他類廚師

786

6.麵包師

238

7.西點/蛋糕師

240

從事製造、烘焙麵包之工作.從事製造手工
製巧克力、糖果、蛋糕、餅乾、點心之工作。
主要工作內涵：
1. 製造蛋糕、麵包及其他西式點心
2. 所需材料之檢視與選用
3. 用各種方式，如添加奶油、水果等夾心，
或使用糖霜裝飾蛋糕、麵包或西點表面
4. 香料或食品添加物之調配
5. 支援現場工作、品質掌控及製作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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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

職類

8.調酒師/吧檯人員

職缺數

工作內涵

45

於吧台從事各種含酒精與不含酒精飲料之
調配之工作。
主要工作內涵：
1. 了解各種酒類的特性以及口味
2. 酒吧的清潔擺設
3. 提供顧客諮詢，推薦或者推銷各種飲料
4. 進行酒水、飲料的調製、水果擺盤、酒水
控管
5. 研發新式的調酒、飲料

9.餐廚助手(全職)

1258

10.餐廚助手(兼職)

840

從事協助廚師完成烹飪之工作。
主要工作內涵：
1. 清洗食材
2. 將食材依照廚師要求進行切片、切塊或切
末等備料的工作
3. 組合沙拉或冷盤
4. 進行裝盤的動作
5. 工作區域和設備的清潔以及保養
6. 業務推廣、客戶烘焙產品問題之解決
7. 烘焙產品製作（西點類、麵包類均須專長）
從事規劃、指揮、協調及綜理餐廳、酒吧、

11.餐廳主管

896

12.連鎖店管理人員

1271

咖啡廳等場所營運之人員。
主要工作內涵：
1. 與主廚及廚師討論菜單規劃，依預算安排
採購及商品訂價，並評估顧客對於用餐及
服務之滿意度
2. 規劃及安排特殊宴會
3. 維護食材存量及財務交易之紀錄
4. 確保用餐、廚房及食物儲存設施符合衛生
規定
5. 餐飲服務與廚房工作人員之選擇、安排、
訓練及監督
負責連鎖系列直營店或分店內督導及協調
所屬人員之日常工作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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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

職類

13.行銷企劃人員

職缺數

工作內涵

195

從事規劃品牌、產品之行銷策略、行銷管
道、撰寫行銷方案等工作
主要工作內涵：
1. 大型事件行銷規劃及執行、資料分析及市
場調查
2. 規劃公司行銷活動與媒體活動，並對其效
益進行分析與建議
3. 與各部門溝通，以了解產品特色，為企劃
案發想
4. 負責撰寫行銷企畫書、新聞稿
5. 銷售工具選擇、執行產品設計包裝、建立
品牌價值

資料來源：
1.職務資料：統整自 104 人力銀行(2013 年 6 月)
2.工作內涵：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餐飲管理相關職業內容 https://ucan.moe.edu.tw、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職業分類資訊查詢系統
1111 人力銀行職務大蒐秘、104 人力銀行職務分析
此外，利用全國就業 e 網（e-job）之職缺資料搜尋結果，食品製造以及餐飲業相關
職缺中，以餐飲服務及接待員及中、西餐烹飪廚師、廚師助理之職缺數較多，如下表 17
所示。
表 17.國際美食產業重要行職業人力需求
行業別
食品業

餐飲業

職類

職缺數

食品研發人員、食品處理人員

32

餐飲服務及接待員

406

中、西餐烹飪廚師、廚師助理

275

西點、麵包烘焙人員

36

飯店、餐廳主管

23

調酒員

6

資料來源：統整自全國就業 e 網 (20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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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廚藝職能
Birdir & Pearson (2000)以 33 位廚師為研究對象，進行研究導向型廚師與管理導向
型廚師之職能研究，經過德菲爾與問卷調查訪問後獲得研究導向型廚師、管理導向型廚
師以及共通性應職能如下表 18。
表 18.餐飲廚藝職能
類型

共通性

研究導向型廚師

 口味知識

 食譜開發知識與製作

 食品衛生知識

 產品研發團隊的工作能力

管理導向型廚師
 與顧客/顧客群體合
作能力

 食品品質等級分辨能  烹飪基礎和生產系統的知  應用者導向之技能
力

項目

 盤飾技能

 一般溝通技巧

 醬料/高湯知識

 管理技能

 決策能力

 產品大量生產過程與研究

 餐食服務操作知識

 新產品構思和流程與

 商業廚房機能與壓力

 基本電腦系統知識

 新產品應用趨勢

 計畫研究與發表技

系統能力

職能

識食材功能的知識

 自我檢視

 食品檢測

能 以 及 編 寫精 確 撰

 具“大版圖＂視野

 有效開發大規模產品能力

寫報表技能

 多任務環境工作能力

 區域性美食之置備

 事務優先順序處理能

 調味和展現

力

 產品製作之化學變化等

 洞悉食品趨勢
 廚藝與產應用
 當今食品趨勢知識
 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
平衡能力
 接受批評的能力
 與他人溝通的情緒控
制能力
 重量和計量換算知識
 時間管理以及團隊激
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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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服務職能
餐飲服務工作角色之發揮，有別於廚藝烹飪，原則是以現場服務與操作為主。
Horng、Tsai & Wang (1999)；Wen & Chen (2006)以訪談、DACUM 與問卷調查等方法，
以台灣大專院校、高中職餐旅相關教師以及旅館專業從業人員為對象，蒐集餐廳服務人
員所應具備專業能力的資料如下表 19。
表 19.餐飲服務職能
類型

職能項目

認知面

情意面

技能面

 語言

 敬業精神

 備餐作業

 溝通

 自我充實

 接待工作

 危機處理

 服務態度

 點菜

 儀態

 健康

 上菜服務

 餐具使用

 抱怨處理

 消防設備

 結帳以及善後清理

 食品衛生
 餐廳營運
 旅館設施
 職涯路徑
 環保意識
 用餐禮儀
 成本控制與食
材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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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連鎖業人員職能
國際美食產業供應鏈之重要行職業-餐飲連鎖業從業人員之核心職能、專業職能與
管理職能如下表 20 所示。
表 20.餐飲連鎖人員職能內涵
類別

項目
人際關係

同理心

核心職能

定義
能圓滿的排解人際問題與做好自我情緒管理，以
維護和諧的環境及良好關係。
對於同事或顧客，能站在不同立場思考，了解其
需求，以提供適當的服務。

協調溝通

能透過有效溝通及經驗分享，與同事或顧客達成
共識，避免衝突，以創造和諧工作環境。

責任感

能全力提供顧客服務，並在工作上致力協助同仁
與主管，使工作任務完滿達成。

創新精神

對設施、流程或相關活動不周全之處，能主動提
出具體可行的創新方案，以創造更佳的產品或工
作環境。

勤勉熱忱

能隨時主動關切顧客或同事的需求，給予貼心服
務或協助；面對困難，能勇於承擔，堅持對服務
的熱誠。

團隊精神

能盡心盡力地協助主管、同事及部屬，主動分擔
公司內外部營運之責任，以合力完成工作。

積極樂觀

面對挫折時，能適時的紓壓，正向思考並積極樂
觀地投入工作。

應變力

能預先將工作妥善規劃，整合不同產品或服務資
源，即時妥善應變各種需求變動、突發狀況。

職場倫理

能以尊重他人的態度，盡力配合主管、協助同仁
完成任務，使公司維持和諧氣氛。

顧客導向

能對應顧客的習性與需求，提供貼心而具附加價
值的服務，以創造顧客全新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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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專業職能

項目

定義

安全衛生

能注意容易發生危險事件的關鍵點，遵循安全規
範，並能細心控管餐飲食材、烹調與出菜的衛生，
以維護產品品質。

食材管理

能配合烹調口味需求，選用適當、適量的食材，
並做好適宜的食材保存方法，維持食材品質與鮮
度及避免浪費。

產品研發

能廣泛收集其他的作法或顧客的建議，遴選較佳
的食材供應來源，不斷推陳出新，設計更有價值
的新菜單。

餐飲製備

能了解食材特性，妥善運用烹調技巧，結合食材、
調味與火喉，製作出色香味俱全的料理。

出菜

餐點送出前，能再次仔細檢查並確認桌號順序，
以避免送錯餐點。

服務技能

能隨時注意顧客需求，依循標準服務流程或彈性
調整、對應，給予必要、貼心的服務。

服務流程

能確實依循標準作業流程執行一致性的服務，亦
能對應流程問題點提出調整或改善方案，以更有
效率執行工作。

客訴處理

客訴發生時，能適時安撫顧客情緒，並於事後給
予合理的解釋及補償。

顧客關係

能熟記顧客的特性，正確對應其需求，並掌握互
動的機會，與顧客建立信任關係。

出缺勤考核

能正確檢核出缺勤的記錄，並妥善彙整歸納資
料，作為考核之依據。

建教生(實習 當接獲建教生出狀況時，能及時回報正確訊息，
進行適切評估，並做後續妥善處理。
生)管理

管理職能

人力調配

能依據人員的專業與工作量，適當進行人力配置
與工作分配，使任務更為順利進行。

工作指導

能正確指導員工，並訓練其解決問題方法、分析
造成錯誤的緣由及處理問題較好的方法。

工作設計

能規劃設計合理的工作環境、服務動線及標準作
業流程，並能依個人能力與工作職掌，進行工作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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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定義

問題解決能力

當發生問題或事件時，能深入分析關鍵原因，整
合可用的資源，有系統地處理，並持續改善。

控管力

能嚴密控管工作品質與預算成本，並合理分配執
行時間與工作項目，以順利完成工作。

督導管理

能規劃與有效督導部屬落實執行工作規則與衛生
安全等事項，創造安全溫馨的職場環境。

團隊建立

能以合作、互信與團隊精神，帶領部屬執行各項
任務，並提供必要支援給其他單位，創造友善、
效率的團隊。

領導力

能嚴謹地督導部屬執行工作，並適當授予權限或
適時採用激勵手段，提高其工作意願與績效。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泰山職訓中心-餐飲連鎖職能辭典

四. 國際美食產業調查職類
根據經濟部統計資料，台灣餐飲業在近五年皆呈現成長趨勢，2011 年餐飲業營業額
達 3,721 億元，年增率為 7.94%。2012 年我國零售及餐飲業之營業額已突破四兆元，其
中半數以上來自連鎖加盟的企業，連鎖加盟企業現代化的商業模式，是推動台灣餐飲業
成長的重要動能（經濟部商業司，2012）。
台灣餐飲業已逐漸擺脫傳統家庭式、在地化經營，以品牌為概念發展連鎖化經營型
態及降低營運成本，透過連鎖通路擴大市場占有率。同時，近年來亦積極邁向國際化，
持續進行展店與開發國外市場，預估將間接帶動營運店長、主廚、海外市場及國際展店
管理人員等人才需求，推廣台灣美食國際化。
根據經濟部商業司「2013-2015 美食國際化產業專業人才供需調查」
，報告中指出美
食國際化產業有持續發展的趨勢，加上 ECFA 通過後及兩岸開放班機直航更加速兩岸參
訪交流觀光。透過產值推算，產值持續以 10%的成長向上攀升，以上資訊在在顯示美食
國際化產業未來人才需求會增加。而在學校部份，餐飲相關科系也持續增加開設中，但
畢業學生投入餐飲產業比例不高，且流動率高，導致專業人才很難培育，因此，在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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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供需方面是培訓人數不足需求人數的情況。
表 21.美食國際化產業專業人才供需推估表
年度

2013

2014

2015

景氣情勢

樂觀

持平

保守

樂觀

持平

保守

樂觀

持平

保守

供需情形

人才極

人才極

人才極

人才極

人才極

人才極

人才極

人才極

人才極

不足

不足

不足
不足
不足
不足
不足
不足
不足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2013-2015 美食國際化產業專業人才供需調查

業者認為未來進行國際化展店時，所需要之關鍵人才類型主要為營運店長，其比例
高達 86.0%，其次則為海外事業部經理或同等級管理人員，占 54.2%，而國際展店經理
或同等級管理人員占 41.1%，主廚占 29.0%，其他關鍵人才(研發、行銷、品牌授權加盟
相關)則占 17.8%；顯示營運店長、海外管理人員及主廚為未來業者邁向國際化時之主要
關鍵人才，對美食國際化產業具有相當之重要性。
未來於人才需求職務中，最難找的是經營管理人才(含營運店長、國際展店經理、
海外事業部經理等)，其次則為門市服務人員；第三則是研發與技術人才(如主廚)。目前，
針對上述關鍵職缺業者皆以內部培訓為主要方式，對餐飲產業具有熱忱及高度意願投入
是餐飲關鍵人才必須具備的重要因素。
為遴選基隆市-國際美食產業職訓需求分析調查職類，本計畫於 102 年 6 月 18 日召
開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會議紀錄如附錄二）。與會專家學者認為基隆市的國際美食強項
以特色小吃為主，根據課程盤點結果，目前北區之特色小吃類職訓課程僅於新北市及宜
蘭縣開班；另依據台灣地區攤販營業家數調查資料，基隆市攤販家數佔零售商家數比例
高居全國第二，可見基隆小吃文化與經濟活動之興盛，建議可發展「特色小吃廚師」的
職前訓練課程。
若要將基隆市在地新鮮食材轉換為伴手禮推廣成為國際美食，則需要「食品加工研
發人才」。目前基隆市及其周邊區域（瑞芳、萬里等）食品加工業者以代工產品為主，
亦有人力需求。
基隆市的國際美食產業多為一般的餐廳或夜市小吃類，餐飲業的職業訓練以未來欲
自行創業的對象為主，應著重餐飲從業人員基礎能力的養成，因此建議將「中餐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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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廚師、餐飲管理人員」納入職訓需求調查職類。
為確認基隆市-國際美食產業職訓需求分析調查職類，本計畫於 102 年 7 月 18 日召
開第一階段調查職類審查會議（會議紀錄如附錄五）。依據各職類之人力與職訓需求狀
況，遴選調查職類，針對基隆地區產業特性與人力需求，進行各職類之職訓需求分析調
查。基隆市-國際美食產業職訓需求分析調查職類如下：
1.特色小吃廚師
2.食品研發人員
3.中餐廚師
4.西餐廚師
5.餐飲管理人員

五、各職類之職訓需求分析
本計畫針對基隆市國際美食產業供應鏈中較具訓練價值之職類，運用深度訪談、焦
點團體座談之方式，蒐集代表性企業及相關產業團體代表意見，以了解勞動市場上各該
職類實際人力缺口、專業技術要求及職業訓練需求，彙整調查結果，提出該職類訓練課
程規劃或調整方向，同時探討有哪些與產業供應鏈相關之重要行業，並加以補充繪製於
產業供應鏈架構中。各職類之職訓需求深度訪談，以及 102 年 10 月 1 日召開之「國際
美食產業職訓需求分析焦點團體座談會議」邀請對象與題綱如下：
(一) 深度訪談對象與題綱
1. 訪談對象：
國際美食產業職訓需求調查職類為「特色小吃廚師、食品研發人員、中餐廚師、
西餐廚師、餐飲管理人員」
。利用深度訪談方式蒐集五家代表性企業之職訓需求意見，
訪談對象皆為事該領域工作至少十年以上之專業人士（訪談紀錄如附錄八）。
2. 訪談題綱：
 請描述該職務工作內容與範圍？
 該職務工作的入門之先備條件為何？
 該職務工作應具備的能力？知識面、技能面及態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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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地區的餐飲業、食品加工業欲朝國際美食產業發展，該職務工作者應
特別提升哪些知識、技能及態度？
 基隆地區的餐飲業、食品加工業欲朝國際美食產業發展，該職務工作未來
在人才的訓練上，應如何訂其方向？
 基隆地區的國際美食產業供應鏈架構周邊尚包含哪些相關重要行業？
(二) 焦點團體座談會議邀請對象與題綱
1. 邀請對象：
邀請基隆市國際美食產業中之代表性企業，熟稔地方產業發展與人力需求專家共
七人參與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探討各職類之職訓需求，提供訓練課程規劃建議（會議
紀錄如附錄九）。邀請企業或產業團體代表之遴選標準如下：
 屬於產業供應鏈中代表性企業
 服務或產品具有創新性或代表性
 服務或產品曾獲得獎項
 釋放職缺數較多者
 相關領域學者與業界專家推薦
 民間人力銀行推薦
 相關領域產業團體
 地方政府推薦
2. 會議題綱：
 該職務工作的入門之先備條件為何？
 該職務工作應具備的能力？知識面、技能面及態度面？
 基於地方產業發展方向與特性，該職務工作未來在人才的訓練上，應注意
哪些面向？
 基於地方產業發展方向與特性，該職務工作未來在人才的訓練上，應如何
訂其方向？
 該產業供應鏈架構周邊尚包含哪些相關重要行業？
 其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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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職類之職訓需求分析
1. 特色小吃廚師職訓需求分析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特色小吃廚師職訓需求分析如表 22 所示，基隆地區特色小吃廚師通常以創業方式
經營特色小吃餐飲業，因此除了製作餐點之外，其主要的工作內涵尚包含負責經營管
理、餐飲行銷、服務品質管理等工作。換言之，其工作內容可區分為三大層面：a.食材
採購、原物料的掌控與製作過程、烹調食材；b.成本控制與餐飲管理；c.研發新產品，
區隔餐飲市場，擴展內、外銷多元化行銷通路。掌握基本烹調技術、瞭解原物料與食材
的特性及處理過程、具有職業道德、職場倫理觀念，以及開朗、客觀、勤奮、負責之主
動服務精神，都是特色小吃廚師入門先備條件。
 專業職能
依據特色小吃廚師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在食材採購與烹調方面，特色小吃廚師必
須具備的知識面部份包含瞭解食材相關專業知識、認識食品營養成分、認識食品添加
物、瞭解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專業知識與法規、懂得廚房操作要領及中餐烹
調原理概論與特色；技能面的部分則包含具備選購食材與掌控原物料來源之能力、具備
各類食品烹煮操作與食材處理之能力、具備產品擺盤與包裝及餐飲衛生控制之能力。
在成本控制與餐飲管理方面，特色小吃廚師必須具備的知識面部份包含懂得餐飲品
質管理與餐飲服務要領、具備餐飲事業經營管理知識、瞭解餐飲業連鎖加盟市場現況與
發展趨勢、瞭解成本控制與預算編制技巧、瞭解財務與營運流程管理技巧；技能面的部
分則包含具備餐飲業財務及營運管理能力、具備餐飲業服務品質管理技巧與能力、具備
擬定餐飲事業營運策略能力及餐飲業連鎖加盟店經營管理能力。
在研發與行銷方面，特色小吃廚師必須具備的知識面部份包含新產品分析、計劃、
執行和流程控管，以及瞭解熱門菜色與特色小吃市場發展趨勢；技能面的部分則包含 a.
搜尋餐飲市場資訊，開發異業結盟機會；b.研發新產品，創造當地美食特色；c.掌握行
銷通路，創造曝光管道；d.設計文宣及包裝，強化產品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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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規劃建議
依據特色小吃廚師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訓練課程規劃建議區分為「基礎課程」與
「進階課程」二大類課程。基礎課程以術科課程為主，主要是為了協助學員學習料理製
作之基本技巧，進而具備烹調材料選用、製作、品質鑑定、包裝及貯存、成本控制等專
業能力，並安排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機會，讓學員瞭解餐飲業實際工作狀況；進
階課程則是以學科課程為主，透過腦力激盪小組討論的教學方式，強化學員進行餐飲產
品研發及創新料理之能力，並且培養其財務管理、行銷企劃等經營管理能力。
表22.特色小吃廚師職訓需求
產業別名稱

國際美食產業

職類別名稱

特色小吃廚師
基隆地區特色小吃廚師通常以創業方式經營特色小吃餐飲業，除

工作內涵

了製作餐點之外，亦須負責成本控制與財務管理，以及進行餐飲
行銷、服務品質管理，餐飲業連鎖加盟店經營管理等工作。

工作內容

1. 食 材 採 購 、 原 物 料
的掌控與製作過
程、烹調食材

相關知識

相關技能

1. 食材相關專業知識

1. 食材選購與原物料來源掌控

2. 廚 房 操 作 要 領

2. 各 類 食 品 烹 煮 操 作 與 食 材

3. 中 餐 烹 調 原 理 概 論 與 特
色

處理
3. 產 品 擺 盤 與 包 裝

4. 食 品 營 養 成 分 認 識

4. 餐 飲 衛 生 控 制

5. 食 品 添 加 物 認 識
6.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
相關知識與法規
1. 成本控制、預算編制、財務 1. 餐飲業財務及營運管理
管理、營運流程管理

2. 成 本 控 制 與 餐 飲
管理

2. 餐飲業服務品質管理技巧

2. 餐飲品質管理與餐飲服務要 3. 餐飲事業營運策略擬定
領

4. 餐飲業連鎖加盟店經營管理

3. 餐飲事業經營管理
4. 餐飲業連鎖加盟市場現況與
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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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色小吃市場發展趨勢與熱 1. 搜尋餐飲市場資訊，開發異業
3. 研 發 新 產 品 ， 區 隔
餐飲市場，擴展多
元化行銷通路

門菜色

結盟機會

2. 新產品分析、計劃、執行及 2. 研發新產品創造特色美食
控制流程

3. 掌握行銷通路，創造曝光管道
4. 設計文宣及包裝，強化產品吸
引力

1. 具備熱忱服務精神與積極進取的工作態度
應具備態度

2. 有創意、天馬行空的研發精神
3. 執行力強、勇於嘗試、不斷的學習和發問
4. 多接觸、參與及協助相關餐飲活動，借力使力，發展在地特色
1. 掌握基本烹調技術

入門先備條件

2. 瞭解原物料與食材的特性及處理過程
3. 具有職業道德、職場倫理觀念，以及開朗、客觀、勤奮、負責
之主動服務精神
1. 地方特色小吃烹調技能(區分為初階與進階課程)
2.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3. 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
4. 特色小吃新產品研發
5. 特色小吃市場發展趨勢與熱門菜色
5. 餐飲成本控制

訓練課程規劃方向

6. 餐飲業財務管理
6. 媒體、網路(購物網站)、廣播電台等相關行銷方式
7. 文化創意行銷方式(故事行銷、包裝設計改良)
8. 擴展設點、宅配行銷通路開發
9. 餐飲事業經營管理
10. 餐飲服務外語訓練
11. 廚師職場的價值觀(團隊合作與敬業精神、優質服務態度等)
12.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1. 基礎課程方面，協助學員學習料理製作之基本技巧，進而具備
烹調材料選用、製作、品質鑑定、包裝及貯存、成本控制等專

訓練規劃建議

業能力，課程內容重點應包含：
 地方特色小吃烹調技能(初階課程)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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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小吃市場發展趨勢與熱門菜色
 餐飲成本控制
 餐飲服務外語訓練
 廚師職場的價值觀(團隊合作與敬業精神、優質服務態度等)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2. 進階課程方面，透過腦力激盪的學習方式，強化學員進行餐飲
產品研發及創新料理之能力，並且培養其財務管理、行銷企劃
等經營管理能力，課程內容重點應包含：
 地方特色小吃烹調技能(進階課程)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
 特色小吃新產品研發
 餐飲業財務管理
 媒體、網路(購物網站、社群網站等)相關行銷方式
 文化創意行銷方式(故事行銷、包裝設計改良)
 擴展設點、宅配行銷通路開發
 餐飲事業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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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餐廚師職訓需求分析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中餐廚師職訓需求分析如表 23 所示，其工作內涵主要包括認識中餐烹調之食物原
料特性，配合營養與衛生知識，以烹調製作及供應餐食。其入門先備條件為取得中餐烹
調丙級技術士之知識及技能，對於食材的認識、中餐料理的學理、餐飲衛生觀念便具備
一定程度的能力，故能將各式食材調配製作成可口菜餚。在職涯發展上，除了可開設經
營小吃店之外，亦可於坐月子中心、自助餐店、幼稚園、學校、工廠或公司擔任廚師，
甚至從事團膳、外燴的廚師工作。
 專業職能
依據中餐廚師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在物料管理與食材檢驗方面，中餐廚師必須具
備的專業知識部份包含 a.瞭解生鮮食物、調味品及加工食品的種類、基本性質及用途；
b.瞭解食品標示與市場資訊；c.瞭解食物變質的原因及控制；d.瞭解食物貯存原則和方法
及保存期限；e.瞭解庫房的清潔與維護方法；f.瞭解食物的前處理、切割法、烹調法與製
備過程的變化、影響及控制；g.瞭解各類食物的營養價值，製備過程對食物營養價值的
影響；h.瞭解食材、原物料及化學成分等相關知識；i.瞭解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
關知識與法規。
技能面的部分則包含 a.各種食物原料特性與應用技巧；b.各種加工食品特性與應用
技巧；c.具備生鮮及加工食品品質判定能力；d.食品標示與採購流程；e.冷凍庫、冷藏庫、
乾庫使用方式；f.廚房設備、器具使用、清潔與維護；g.中式料理食物前處理、切割及
烹調方式。
在烹煮餐點及研發新菜色方面，中餐廚師必須具備的專業知識部份包含國內消費者
飲食習慣與偏好、來台觀光客主要來源區域飲食習慣與偏好，以及在地食材之特色；技
能面的部分則包含掌握當地食材特色且懂得搭配與變化菜色、依消費者偏好研發新菜色
及當顧客現點現做時之應變能力。
在廚房人力調度與管理方面，中餐廚師必須具備的專業知識部份包含人事管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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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溝通、菜單設計及成本與品質控制；技能面的部分則包含能分派工作人員適當的工
作、分析與簡化工作流程、菜單設計與命名、成本控制與品質的管制能力。
 訓練規劃建議
中餐廚師職業訓練課程規劃應以中餐烹調技能、刀工與盤飾技巧為主，並應培養專
業精神和正確職業道德、職場倫理，使具有刻苦、勤奮、負責之態度和敬業精神認知，
進而提昇餐飲從業人員素質，建立健康飲食新觀念。據此，在基礎課程方面的訓練規劃，
主要應教導學員餐廚與食品安全、衛生常識、食材選購運用、基本刀工與擺盤裝飾、調
味技巧等，使其達到具備「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程度之知識與技能。並講授在地食材
之特色與應用技巧、食材成本控制、消費者偏好等方面的專業知識，並安排企業參訪、
實習或職場體驗機會，讓學員瞭解餐飲業實際工作狀況。
在進階課程方面的訓練規劃，應以具備「中餐烹調乙級技術士」程度之知識與技能
為教學目標，讓學員未來能夠晉升主廚或管理階層。因此，除了傳授烹調技能之外，尚
須將新菜色研發、人力調度與管理、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等納入課程範圍，使學員得以
全方面的學習並且熟練應有的專業技能，進而能夠靈活運用當地食材製成各式創意料
理。

表23.中餐廚師職訓需求
產業別名稱

國際美食產業

職類別名稱

中餐廚師

工作內涵
工作內容

認識中餐烹調之食物原料特性，配合營養與衛生知識，以烹調製
作及供應餐食。
相關知識

相關技能

1. 生鮮食物、調味品及加工食 1. 各種食物原料特性與應用技
1. 物 料 管 理 與 食 材 檢

品的種類、基本性質及用途

驗，包括：食材的性 2. 食品標示與市場資訊
質及選購、食物的儲 3. 食物變質的原因及控制

巧
2. 各種加工食品特性與應用技
巧

存與製備，及食物的 4. 食物貯存原則和方法及保存 3. 生鮮及加工食品品質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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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成分

期限

4. 食品標示與採購流程

5. 庫房的清潔與維護方法
6. 食物的前處理、切割法、烹

5. 冷凍庫、冷藏庫、乾庫使用方
式

調法與製備過程的變化、影 6. 廚房設備、器具之使用、清潔
響及控制

與維護

7. 各類食物的營養價值，製備 7. 中式料理食物前處理、切割及
過程對食物營養價值的影響

烹調方式

8. 食材、原物料及化學成分相
關知識
9.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
相關知識與法規
1. 國內消費者飲食習慣偏好
2. 依 顧 客 需 求 烹 煮 餐 2. 來台觀光客主要來源區域
點、研發新菜色

1. 掌握當地在地食材特色，進行
搭配與菜色變化

飲食習慣偏好

2. 依消費者偏好研發新菜色

3. 在地食材特色

3. 顧客現點現做的應變能力
1. 依工作人員的才能、技巧，分

1. 人事管理

派適當的工作

3. 廚 房 人 力 調 度 與 管 2. 人際溝通
理

2. 分析與簡化工作流程

3. 菜單設計

3. 完成菜單的設計並給予適當

4. 成本與品質控制

的命名
4. 成本控制與品質管制能力

1. 能夠帶領相關工作人員，呈現服務敬業精神，服裝整潔端莊
2. 能與人和睦相處，並且具備協調溝通能力
應具備態度

3. 具有良好的品德與修養，誠實，能接受他人意見，且態度謙恭
4. 不浪費食材，能夠有效運用
5. 因廚房工作環境高溫吵雜，需要高EQ的情緒管理
6. 具備傳承與創新的服務精神

入門先備條件

應具備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之知識及技能
1. 中餐烹調技能(區分為初階與進階課程)
2.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訓練課程規劃方向

3. 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
4. 中式料理新菜色研發技巧
5. 台灣飲食習慣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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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世界飲食習慣與文化(瞭解來台觀光客國家飲食習慣與偏好)
7. 食材成本控制
8. 廚房人力調度與管理
9. 菜單設計技巧
10.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11. 餐飲服務外語訓練
12. 情緒管理
13. 廚師職場的價值觀(團隊合作與敬業精神、優質服務態度等)
14.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1. 基礎課程方面的訓練規劃，主要是教導學員餐廚與食品安全、
衛生常識、食材選購運用、基本刀工、擺盤裝飾、調味技巧等，
使其達到具備「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程度之知 識與技能。並
講授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技巧、食材成本控制、消費者偏好
等方面的專業知識。課程內容重點應包含：
 中餐烹調技能(初階課程)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
 食材成本控制
 台灣飲食習慣與文化
 世界飲食習慣與文化
 餐飲服務外語訓練
訓練規劃建議

 情緒管理
 廚師職場價值觀(團隊合作與敬業精神、優質服務態度等)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2. 進階課程方面的訓練規劃，應以學員達到具備「中餐烹調乙級
技術士」程度之知識與技能為課程主軸，使其未來可 晉升主
廚、管理階層。因此，除了傳授烹調技能之外，尚須將新菜色
研發、人力調度與管理、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等納入課程範
圍，使學員能全方面的學習並且熟練應有的技藝，進而能運用
當地食材製成各式創意料理。
 中餐烹調技能(進階課程)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
 菜單設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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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式料理新菜色研發技巧
 廚房人力調度與管理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3. 西餐廚師職訓需求分析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西餐廚師職訓需求分析如表 24 所示，其工作內涵為依據西餐烹調之食物原料特性，
配合營養與衛生常識，製作及供應餐食。其入門先備條件為具備「西餐烹調丙級技術士」
之知識及技能，對於食物的性質及選購、食物貯存、食物製備、色彩之調配與盤飾、廚
房設備、器具之認識使用與維護、營養素的種類及功能、成本控制、衛生知識與衛生法
規具備相當程度之能力，包含營養、衛生、安全、餐食水準與管理等各方面的相關專業
職能。
 專業職能
依據西餐廚師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在物料管理與食材檢驗方面，西餐廚師必須懂
得的知識面部份包含 a.瞭解生鮮食物、調味品及加工食品的種類、基本性質及用途；b.
瞭解食品標示與市場資訊；c.瞭解食物變質的原因及控制；d.瞭解食物貯存原則和方法
及保存期限；e.瞭解庫房的清潔與維護方法；f.瞭解食物的前處理、切割法、烹調法與製
備過程的變化、影響及控制；g.瞭解各類食物的營養價值，製備過程對食物營養價值的
影響；h.瞭解食材、原物料及化學成分相關知識；i.瞭解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
知識與法規。
技能面的部分則包含 a.各種食物原料特性應用之技巧；b.各種加工食品特性與應用
之技巧；c.生鮮及加工食品品質判定能力；d.食品標示與採購流程；e.冷凍庫、冷藏庫、
乾庫使用方式；f.廚房設備、器具之使用、清潔與維護；g.西式料理食物前處理、切割
及烹調方式。
在食材搭配與食譜擬訂方面，西餐廚師必須具備的知識面部份包含認識標準食譜、
瞭解各種配方原料用量之計算、瞭解食材成本控制計算及相關食物的英文名稱。技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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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則包含 a.瞭解標準食譜之使用目的與成本控制關係，依據標準食譜製作菜餚；b.
正確拿捏食物原料之使用量與比例；c.依進餐人數正確估計食物原料用量；d.瞭解每項
原料之單價變化，估計每項成品之成本。
在開發新菜單或主題菜色方面，西餐廚師必須具備的知識面部份包含瞭解西餐餐飲
市場發展趨勢與熱門菜色，以及新產品分析、計劃、執行及管控流程；技能面的部分則
包含具備餐飲市場資訊搜尋能力，並且定期與同業交流廚藝，進而結合在地美食特色，
研發西式料理新菜色。
 訓練規劃建議
在基礎課程方面的訓練規劃，主要是教導學員食品安全與衛生、原物料的種類及選
購、食材選購運用、食品營養學、擺盤裝飾、調味技巧等，使其達到具備「西餐烹調丙
級技術士」程度之知識與技能，並講授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技巧、食材成本控制、市
場發展趨勢等方面的專業知識，並安排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機會，讓學員瞭解餐
飲業實際工作狀況。在進階課程方面的訓練規劃，應以學員達到具備「西餐烹調乙級技
術士」程度之知識與技能為課程主軸，使其未來可晉升主廚、管理階層。因此，除了傳
授烹調技能之外，尚須將新菜色研發、人力調度與管理、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等納入課
程範圍，使學員能全方面的學習並且熟練應有的技藝，進而客製化手創料理與研發創意
西餐。
表24. 西餐廚師職訓需求
產業別名稱

國際美食產業

職類別名稱

西餐廚師
依據西餐烹調之食物原料特性，配合營養與衛生常識，製作及

工作內涵
工作內容

供應餐食。
相關知識

相關技能

1. 生鮮食物、調味品及加工食 1. 各種食物原料特性與應用
1. 物 料 管 理 與 食 材 檢

品的種類、基本性質及用途

驗，包括：食材的性 2. 食品標示與市場資訊
質及選購、食物的儲 3. 食物變質的原因及控制
存與製備，及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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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2. 各種加工食品特性與應用
技巧

營養成分

4. 食物貯存原則和方法及保存 3. 生鮮及加工食品品質判定
期限

4. 食品標示與採購流程

5. 庫房的清潔與維護方法

5. 冷凍庫、冷藏庫、乾庫使用

6. 食物的前處理、切割法、烹

方式

調法與製備過程的變化、影 6. 廚房設備、器具之使用、清
響及控制

潔與維護

7. 各類食物的營養價值，製備 7. 西式料理食物前處理、切割
過程對食物營養價值的影響

及烹調方式

8. 食材、原物料及化學成分相
關知識
9.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
相關知識與法規
1. 標準食譜之認識

1. 瞭解標準食譜之使用目的

2. 各種配方原料用量之計算

與成本控制的關係，依據標

3. 食材成本控制計算

準食譜製作菜餚

4. 相關食物的英文名稱

2. 正確拿捏食物原料之使用
量與比例 (包括每道菜各種

2. 考量食物新鮮度與菜

食物原料之搭配量)

色變化，進行配菜搭

3. 依進餐人數正確估計食物

配、食譜擬訂

原料用量
4. 具成本概念，瞭解每項原料
之單價變化，估計每項成品
之成本
5. 餐點擺盤技巧
1. 西餐餐飲市場發展趨勢與熱 1. 搜尋餐飲市場資訊，定期與

3. 配合節慶促銷活動，

門菜色

同業交流廚藝

開發新菜單或主題菜 2. 新產品分析、計劃、執行及 2. 結合當地在地美食特色，研
色
控制流程
發西式料理新菜色
1. 能帶領相關工作人員，呈現服務敬業精神，服裝整潔端莊
2. 能與人和睦相處，並具協調溝通能力
應具備態度

3. 具有良好品德與修養。誠實，能接受他人意見，態度謙恭
4. 對於食材有效運用，避免浪費
5. 因廚房工作環境高溫吵雜，需要高EQ做好情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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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備傳承與創新的服務精神
入門先備條件

應具備西餐烹調丙級技術士之知識及技能
1. 西餐烹調技能(區分為初階與進階課程)
2.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3. 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
4. 西式料理新菜色研發技巧
5. 西餐餐飲市場發展趨勢與熱門菜色
6. 食材成本控制

訓練課程規劃方向

7. 廚房人力調度與管理
8. 菜單設計技巧
9.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10. 情緒管理
11. 餐飲服務外語訓練
12. 廚師職場的價值觀(團隊合作與敬業精神、優質服務態度等)
13.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1. 基礎課程方面的訓練規劃，主要是教導學員食品安全與衛
生、原物料的種類及選購、食材選購運用、食品營養學、擺
盤裝飾、調味技巧等，使其達到具備「西餐烹調丙級技術士」
程度之知識與技能。並講授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技巧、食
材成本控制、市場發展趨勢等方面的專業知識。課程內容重
點應包含：
 西餐烹調技能(初階課程)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

訓練規劃建議

 食材成本控制
 西餐市場發展趨勢與熱門菜色
 餐飲服務外語訓練
 情緒管理
 廚師職場價值觀(團隊合作與敬業精神、優質服務態度等)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2. 進階課程方面的訓練規劃，應以學員達到具備「西餐烹調乙
級技術士」程度之知識與技能為課程主軸，使其未來可晉升
主廚、管理階層。因此，除了傳授烹調技能之外，尚須將新
菜色研發、人力調度與管理、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等納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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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範圍，使學員能全方面的學習並且熟練應有的技藝，進而
客製化手創料理與研發創意西餐。課程內容重點應包含：
 西餐烹調技能(進階課程)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
 菜單設計技巧
 西式料理新菜色研發技巧
 廚房人力調度與管理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4. 餐飲管理人員職訓需求分析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餐飲管理人員職訓需求分析如表 25 所示，其主要的工作內涵包含負責餐飲服務與
督導工作，配合標準作業程序監督店內事宜，以及控管餐飲產品與服務品質。提供高品
質的餐飲服務，並且建立良好的工作流程與溝通管道，以增進員工與顧客滿意度。餐飲
管理人員入門先備條件含括喜歡與人接觸，EQ 高，對工作有責任心、毅力和恆心，而
且能夠從錯誤中學習，具高度學習意願。
 專業職能
依據餐飲管理人員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在訓練外場服務人員方面，餐飲管理人員
必須懂得的知識面部份包含 a.瞭解工作檯的功能與備品放置的位置；b.瞭解托盤的種
類、用途與操持方式；c.瞭解餐具、杯皿種類、特性與材質、清潔及保養方法；d.瞭解
餐巾的材質及其特性、用途、材質與特性等相關知識。技能面的部分則包含 a.訓練外場
服務人員清潔及整理工作檯及放置備品；b.訓練外場服務人員使用各式托盤，達到安全
運送餐食、飲料、餐具之要求；c.訓練外場服務人員選擇餐具、杯皿及其清潔保養方式；
d.訓練外場服務人員選擇及摺疊餐巾方式。
在溝通聯繫、人力調配與員工訓練方面，餐飲管理人員必須具備的知識面部份包含
a.瞭解菜單基本常識、點菜要領、菜單搭配原理及服務流程；b.瞭解餐廳內、外場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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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架構及其執掌；c.瞭解考核晉用機制與員工訓練之方法；d.瞭解餐飲意外事件危機處
理程序。技能面的部分則包含 a.各式菜單與應用、菜餚搭配，依顧客需求推薦菜餚；b.
員工遴選、訓練、任用、考核能力；c.人事溝通協調能力；d.人事成本控制能力；e.能依
照實際需求，彈性調度人力；f.餐飲意外事件危機處理能力。
在營運分析與成本控制方面，餐飲管理人員必須具備的知識面部份包含 a.認識食材
與瞭解食材與季節的關係；b.瞭解食材成本概念；c.瞭解餐飲成本計算方法；d.瞭解餐飲
服務品質管理相關知識；e.瞭解行銷策略、常見推銷的形式與方法；f.瞭解不同節慶的促
銷重點。技能面的部分則包含 a.具備營運績效目標達成率(KPI)分析能力；b.具備餐飲成
本控制能力；c.具備餐飲服務品質管理能力；d.具備多元化行銷方式應用能力。
 訓練規劃建議
課程訓練對象應按基層、中高階管理人員區分，以達到學以致用。目前學校教育所
培育之職能，與餐飲職場工作實務所需職能有落差，建議應多邀請有實務經驗的師資，
以使學生更加瞭解業界的實際狀況。
在基層餐飲管理人員之職前養成訓練課程內容方面，建議區分為餐飲知識、餐飲管
理二類課程，知識面的部分，應規劃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食材
學、膳食營養概念、國際禮儀、餐飲服務外語訓練等課程。餐飲管理類課程，建議針對
餐飲業基層主管基本職能－選訓用留、服務品質管理、連鎖餐飲事業經營管理、宴會管
理、成本控制、顧客關係管理、餐飲意外事件危機處理，以及多元化行銷方式與網路行
銷新趨勢，規劃相關訓練課程，並培養學員未來在餐飲服務工作環境中不可或缺的人際
溝通表達技巧以及情緒管理能力。另應安排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機會，讓學員瞭
解餐飲業實際工作狀況。中高階餐飲管理人員在職訓練之課程內容方面，則須理論與實
務並重，以協助餐飲業者檢視本身的財務成本、管理流程、人員配置、行銷規劃、服務
品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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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餐飲管理人員職訓需求
產業別名稱

國際美食產業

職類別名稱

餐飲管理人員

工作內涵

負責餐飲服務與督導工作，配合標準作業程序監督店內事宜，
控管餐飲產品與服務品質。

工作內容

相關知識

相關技能

1. 瞭解工作檯的功能與備品放 1. 訓練外場服務人員清潔及
的位置

整理工作檯及放置備品

2. 瞭解托盤的種類、用途與操 2. 訓練外場服務人員使用各
1. 訓練外場服務人員

持方式

式托盤，達到安全運送餐

使用餐廳器具與餐 3. 瞭解餐具、杯皿種類、特性
桌擺設能力

與材質、清潔及保養方法
4. 瞭解餐巾的材質及其特性、
用途、材質與特性

食、飲料、餐具之要求
3. 訓練外場服務人員選擇餐
具、杯皿及其清潔保養方式
4. 訓練外場服務人員選擇及
摺疊餐巾方式

1. 瞭解菜單基本常識、點菜要 1. 熟知各式菜單與應用、菜餚

2. 負責溝通與聯繫，
協助外場人力調配
與工作分配，進行
員工訓練，並考核
其績效

領、菜單搭配原理及服務流

搭配之原則，依顧客需求推

程

薦菜餚

2. 瞭解餐廳內、外場之組織架 2. 具備員工遴選、訓練、任
構及其執掌

用、考核能力

3. 瞭解考核晉用機制與員工訓 3. 具備人事溝通協調能力
練的方法

4. 具備人事成本控制能力

4. 瞭解餐飲意外事件危機處理 5. 能依照實際需求，彈性調度
程序

人力
6. 具備餐飲意外事件危機處
理能力

1. 認識食材與瞭解食材與季節 1. 營運績效目標達成率(KPI)
3. 負責進行營運分
析，掌握目標達成
率(KPI)，並進行成
本控制。

的關係

分析能力

2. 食材成本概念

2. 餐飲成本控制能力

3. 瞭解餐飲成本計算方法

3. 餐飲服務品質管理能力

4. 瞭解餐飲服務品質管理相關 4. 多元化行銷方式應用能力
知識
5. 瞭解行銷策略、常見推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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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與方法
6. 瞭解不同節慶的促銷重點
1. 鼓勵員工、照顧員工，觀察員工特質，安排員工定位，使其
發揮所長，並培訓員工具有自主性
應具備態度

2. 積極進取，具有良好品德與修養
3. 具有服務熱忱、同理心與負責任的態度
4. 活潑、開朗，能夠與人和睦相處、協調合作

入門先備條件

喜歡與人接觸，EQ 高，對工作有責任心、毅力和恆心，能夠從
錯誤中學習，具高度學習意願
1. 餐飲業基層主管基本職能－選訓用留
2. 餐飲服務品質管理
3. 連鎖餐飲事業經營管理
4. 宴會管理
5. 餐飲成本控制
6. 顧客關係管理
7. 多元化行銷方式應用
8. 網路行銷新趨勢(社群行銷、部落客行銷、團購網行銷等)

訓練課程規劃方向

9. 餐飲意外事件危機處理
10.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11. 情緒管理
12.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13. 食材學
14. 膳食營養概念
15. 國際禮儀
16. 餐飲服務外語訓練
17.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1. 課程訓練對象應按基層、中高階管理人員區分，以達到學以
致用。目前學校教育所培育之職能，與餐飲職場工作實務所
需職能有落差，建議應多邀請有實務經驗的師資，以使學生

訓練規劃建議

更加瞭解業界的實際狀況。
2. 職前訓練課程重點
 餐飲知識類：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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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材學
 膳食營養概念
 國際禮儀
 餐飲服務外語訓練
 餐飲管理類：
 餐飲業基層主管基本職能－選訓用留
 餐飲服務品質管理
 連鎖餐飲事業經營管理
 宴會管理
 餐飲成本控制
 顧客關係管理
 多元化行銷方式應用
 網路行銷新趨勢(社群行銷、部落客行銷、團購網行銷等)
 餐飲意外事件危機處理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情緒管理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3. 在職訓練之課程內容方面，應理論與實務並重，以協助餐飲
業者檢視本身的財務成本、管理流程、人員配置、行銷規劃、
服務品質等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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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食品研發人員職訓需求分析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食品研發人員職訓需求分析如表 26 所示，其主要的工作內涵包含 a.規劃食品研發
路徑與方向；b.調整與研究開發、試驗及改善食材；c.開發滿足消費者口味的新產品。
其入門先備條件首先需食品、營養相關科系畢業，並且熟稔食品營養成分、化學添加物、
原料及衛生（例如：生菌數、大腸桿菌）的國際性標準，另外，因應「美食國際化」，
將產品推向國際市場，亦須具備英語、日語等外語能力。
 專業職能
依據食品研發人員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食品研發人員必須懂得的知識面部份包含
a.食品巿場發展之技術與產品研發趨勢；b.瞭解化學添加物、原料及衛生的國際標準；
c.瞭解市場調查與產品分析方法；d.瞭解開發流程與專案管理實務；e.瞭解設計產品研發
之流程；f.瞭解食品加工相關知識；g.瞭解食物性質與營養知識；h.瞭解食品品質判定之
技巧。技能面的部分則包含 a.具備外語(英/日)能力；b.具備資料蒐集能力；c.具備專案
管理能力；d.具備法規蒐集與分析能力；e.具備數值分析能力；f.具備研究設計與開發能
力；g.具備產品實驗與製程技術能力；h.具備製程效率評估與改善；i.具備表達技巧與溝
通協調能力。
 訓練規劃建議
食品研發人員之工作內容，不只是試吃檢測口味，還包括規劃、市調、創意、估算
等專業知識。其訓練課程可區分為內部訓練及外部訓練。在內部訓練方面，主要是由各
企業針對自家產品相關研發工作進行在職訓練；在外部訓練方面，職前訓練課程規劃方
向的重點建議包含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食品營養與健康(含營
養素的種類及功能等)、食材採購(含熱量分析等)、產品分類與原料之選用(含安全標章、
成份標示等)、產品製作與品質鑑定(含成品檢驗、品質管理等)、產品製程原理及流程、
製程稽核與產品稽核、食品之包裝與貯存、包材選擇與包裝設計、餐飲經營與行銷管理
(含成本管控、管理概念、市場調查分析、節慶促銷之宣傳等)、食品專業外語訓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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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溝通與表達技巧等，並安排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機會，讓學員瞭解食品研發實
際工作狀況。另建議規劃食品安全管理技術士、食品管理技術士、食品檢驗技術士相關
輔導考照課程，以符合業界徵聘人才時的證照要求，並提升食品研發人員之專業技能。
表26.食品研發人員職訓需求
產業別名稱

國際美食產業

職類別名稱

食品研發人員
1. 規劃食品研發路徑與方向，產生相關產品的 idea。同時需
瞭解機器設備，懂得製造過程，符合機器生產(例：包餡)。
2. 透過蒐集國內、外相關資訊(例如：糕餅業、甜品等與吃

工作內涵

有關，如何作變化、形狀、口味)，調整與研究開發、試
驗及改善食材，小量實驗後朝量產，並滿足機器設備的生
產線(例如：魚漿)。
3. 藉由企業內外部的意見回饋與交流溝通後再做調整，開發
滿足消費者口味的新產品。

工作內容
命名(含英文)
↓
原料成本
↓
配方表 SOP 製作
↓
照相及規格
↓
成分表(含英文)
↓
成分百分比(含英文)
↓
營養標示(含英文)
↓
包裝
↓
內袋標示及印製
↓
外箱標示及印製
↓
外箱印章/膠帶顏色
↓
外箱印章/膠帶顏色
↓
庫存表新增品項及編號
↓
微生物檢驗及拍照
應具備態度

入門先備條件

相關知識

相關技能

1. 食品巿場發展之技術與產 1. 外語(英/日)能力
品研發趨勢

2. 資料蒐集能力

2. 化學添加物、原料及衛生 3. 專案管理能力
(例如：生菌數、大腸桿菌) 4. 法規蒐集與分析能力
的國際性標準

5. 數值分析能力

3. 市場調查與產品分析

6. 研究設計與開發能力

4. 開發流程與專案管理實務

7. 產品實驗與製程技術能力

5. 設計產品研發流程技巧

8. 製程效率評估與改善

6. 食品加工相關知識

9. 表達技巧與溝通協調能力

7. 食物性質與營養知識
8. 食品品質判定

具備良好溝通與協調能力，以利跨部門溝通協調
1. 食品、營養相關科系畢業。
2. 熟稔食品營養成分、化學添加物、原料及衛生(例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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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數、大腸桿菌)的國際性標準
3. 英/日語基本外語能力
1.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2. 食品營養與健康(含營養素的種類及功能等)
3. 食材採購(含熱量分析等)
4. 產品分類與原料之選用(含安全標章、成份標示等)
5. 產品製作與品質鑑定(含成品檢驗、品質管理等)
6. 產品製程原理及流程
訓練課程規劃方向

7. 製程稽核與產品稽核
8. 食品之包裝與貯存
9. 包材選擇與包裝設計
10. 餐飲經營與行銷管理(含成本管控、管理概念、市場調查
分析、節慶促銷之宣傳等)
11. 食品專業外語訓練
12.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13.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1. 內部訓練：企業針對自家產品研發工作進行內部訓練。
2. 外部訓練(職前訓練課程重點)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食品營養與健康(含營養素的種類及功能等)
 食材採購(含熱量分析等)
 產品分類與原料之選用(含安全標章、成份標示等)
 產品製作與品質鑑定(含成品檢驗、品質管理等)
 產品製程原理及流程

訓練規劃建議

 製程稽核與產品稽核
 食品之包裝與貯存
 包材選擇與包裝設計
 餐飲經營與行銷管理(含成本管控、管理概念、市場
調查分析、節慶促銷之宣傳等)
 食品專業外語訓練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
 食品安全管理技術士、食品管理技術士、食品檢驗
技術士輔導考照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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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 新北市雲端運算產業結論與建議
(一) APP 設計工程師職訓需求分析
1.結論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APP 設計工程師工作內涵為進行 APP 開發分析、規劃、使用者介面(UI)與使用者經
驗(UX)分析設計後產出細部規劃文件，並依規劃執行系統分析、程式設計、開發、測試、
上架、版本改良與維護工作。程式設計基本能力以及 web 平台開發基礎能力，為 APP
設計工程師之入門先備條件。
 專業職能
APP 設計工程師必須具備程式語言、APP 應用程式開發作業系統專業知識，並且具
有創意與成本平衡、實用價值衡量概念，必須瞭解 APP 平台上架協議、審核機制、各
類行動載具特性，以及 APP 市場應用新趨勢。
APP 設計工程師之基礎能力為程式設計能力(ex. C++、Java、Objective-C)、web 平
台網頁開發能力(ex. HTML5、Javascript)以及外語能力(讀、寫)。使用者介面(UI)與使用
者經驗(UX)創新設計能力、資料庫程式設計、APP 多元服務應用整合、企業應用開發與
產品服務解決方案設計、傳播媒體開發、串流、整合、行動社群整合設計、行銷能力亦
為業界相當重視的實務能力。
2.建議
 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近二年職訓局於北區開辦之 APP 程式設計相關職訓課程，課程時數規劃為 360 小
時以上，課程重點為 APP 開發技術能力的培養，依據相關次級資料以及代表性企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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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探討 APP 設計工程師之職能內涵分析結果，課程規劃方向
建議加入創意與成本平衡、創意與實用價值衡量課程、APP 上架協議、審核機制、各類
行動載具特性、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概論、APP 市場應用新趨勢及案例分析、物件導向系
統分析與設計、資料庫程式設計、APP 企業應用、APP 多元服務應用、使用者介面(UI)
與使用者經驗(UX)創新設計、互動傳播應用創新設計、行動社群整合等課程內容。
表 27.APP 設計工程師職訓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職類名稱

現有職訓課程重點

建議新增課程方向

說明
 業界進行 APP 應用程式開
發時，預算與成本通常為優
先考量，因此相當注重創意

 創意與成本平衡、創意
與實用價值衡量課程
 APP 上架協議、審核機
制

 Java 程式設計
 Flash 動 態 程 式
設計
APP 設計

 Web 平台開發

工程師

 人機介面設計
 多媒體程式開發
 Android APP 應
用程式開發

與成本、實用價值間的平衡
概念。
 進行 APP 開發時，必須瞭解
各 平 台 上 架協 議與 審核 機

 各類行動載具特性

制，才不至於因違反審核協

 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概論

定而無法上架。

 APP 市場應用新趨勢及
案例分析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

 各 類 行動 載具 推陳 出新 ，
APP 開發必須配合載具的特
性進行設計與調整。
 與創意設計相關之智財權及

計
 資料庫程式設計

專利概念、市場應用新趨勢

 APP 企業應用

以及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

 APP 多元服務應用

計概念為 APP 設計工程師應

 使用者介面(UI)與使用

具備的專業知識。

者經驗(UX)創新設計

 資料庫程式設計、APP 企業

 互動傳播應用創新設計

應用相關技術為 APP 開發

 行動社群整合

過程中應具備的專業技能。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
體驗課程

 多元服務應用、使用者介面
與使用者經驗創新設計、互
動傳播應用創新設計、行動
社群整合為當前 APP 應用
程式設計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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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規劃建議
職前訓練課程以培訓初階工程師為主，中階工程師之培訓方式以在職訓練為主，並
建議規劃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增進學員實務經驗與專業能力。未來規劃相
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若要針對 APP 設計初階工程
師之基礎專業職能進行培訓，課程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450 小時以上。
若學員並非資訊相關科系背景，職前訓練課程應以 Java 程式設計(初階)、web 平台
網頁開發、資料庫程式設計(初階)、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人機介面設計等 APP 設
計基礎課程為重點，進行初階工程師職前訓練。

(二) 雲端軟體設計師職訓需求分析
1.結論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雲端軟體設計師工作內涵主要包括雲端運算軟體的分析、設計、程式撰寫與維護，
並進行軟體測試與修改。具備程式設計、網路基礎建設能力，並了解雲端軟體基本架構，
為雲端軟體設計師之入門先備條件。
 專業職能
雲端軟體設計師需具備雲端運算架構、元件、平台、運用模式、虛擬化技術相關知
識，亦要了解 APP 應用程式開發(ex. iOS、Android 作業系統)軟體設計架構，以及雲端
軟體開發平台之軟體開發架構知識(ex. Windows Azure、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
Hadoop)。
雲端軟體設計師之基礎能力為程式設計(ex. Java、C++)，程式模組整合、外語能力
(讀、寫)與溝通協調能力。虛擬化(分散式架構)雲端運算技術，以及雲端運算架構系統
開發與軟體架構轉換調整能力、雲端軟體開發平台應用能力(ex. Windows Azure、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Hadoop)，以及雲端運算資安防護能力亦為業界重視之專業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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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
 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近二年職訓局於北區開辦之雲端運算軟體設計相關職訓課程，課程時數規劃為 360
小時以上，課程重點為 Linux、Windows 系統建置與管理、Java 程式設計、資料庫系統
管理與設計以及 Linux 核心虛擬系統。依據相關次級資料以及代表性企業深度訪談、焦
點團體座談會議探討雲端運算軟體設計之職能內涵分析結果，課程規劃方向建議加入雲
端運算資安防護、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雲端軟體開發平台應用、雲端巨量資料分
析與應用相關課程。
表 28.雲端軟體設計師職訓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職類名稱

現有職訓課程重點

建議新增課程方向

說明

 雲端運算資安防護
 Linux 系統建置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
與管理

計

雲端運算技術之關切重點。

 Windows 系統建  雲端軟體開發平台應用
雲端軟體
設計師

置與管理

 資訊安全防護為業界應用
 雲端軟體設計師應具備物

(ex. Windows Azure、

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概

 Java 程式設計，

Google Application

念。

 資料庫系統管理

Engine、Hadoop)

與設計
 Linux 核心虛擬
系統

 雲端巨量資料分析與應
用

 雲端軟體開發平台應用、雲
端巨量資料分析與應用能
力為雲端軟體設計師應具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

備之進階能力。

體驗課程
 訓練規劃建議
雲端軟體設計師職訓課程，除了以課堂講授雲端運算軟體設計開發相關知識與技
能，亦建議讓學員利用雲端軟體開發平台進行軟體開發實務演練。並與企業合作規劃專
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依業界需求讓學員參與特定專案，累積學員實務經驗與
能力。
職前訓練課程以培訓初階工程師為主，中階工程師之培訓方式以在職訓練為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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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若要針對雲端軟體設
計師之基礎專業職能進行培訓，課程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450 小時以上。若學員並非資
訊相關科系背景，職前訓練課程應以 Java 程式設計(初階)、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資料庫設計與管理(初階)、雲端系統管理與建置基礎課程為重點，進行初階工程師職前
訓練。

(三) 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職訓需求分析
1.結論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工作內涵主要包括參與雲端運算服務前期評估、規劃作業，並
負責雲端服務之建置與開發、測試工作。執行後端雲端服務之分散式運算與資料處理，
並確保前端介面的畫面操作流暢性與資料可讀性。具備程式設計知識、邏輯、能力與經
驗，為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之入門先備條件。
 專業職能
雲端服務評估、規劃、建置與開發工作應具備程式邏輯與程式語言、雲端服務開發
與測試流程、資訊安全與漏洞防範相關知識。亦應對於服務導向架構(SOA)與資訊技術
服務管理架構知識 (ITIL Foundation) 有基本概念。且必須具備客戶服務與支援概念，
並了解雲端運算服務發展趨勢。
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之基礎能力為程式設計能力(ex. Java)、雲端服務項目規劃、開
發、測試與流程規劃能力、外語能力(讀、寫)與溝通協調能力。其他業界重視之專業職
能還包括雲端服務技術與資源評估能力、資料庫最適方式(具擴充性、速度符合需求)評
估、建置與管理能力、資料庫能力(ex. SQL、NóSQL)、雲端巨量資料處理、雲端運算通
訊技術能力、創新設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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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
 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目前職訓局尚未專門針對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規劃職訓課程，但檢視其他雲端運算
相關課程中與雲端服務開發相關之課程內容，重點為程式設計、APP 開發設計或資料庫
相關技術，依據相關次級資料以及代表性企業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探討雲端服
務開發之職能內涵分析結果，課程規劃方向建議加入雲端服務開發與測試、雲端服務需
求分析與技術、資源評估、創新設計與團隊合作創意開發、雲端運算服務發展新趨勢、
資訊安全與漏洞防範、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服務導向架構(SOA)與資訊技術服務
管理架構(ITIL) 、雲端巨量資料處理、Linux 作業系統環境建置與使用等課程內容。
表 29.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職訓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職類名稱

現有職訓課程重點

建議新增課程方向
 雲端服務開發與測試
 雲端服務需求分析與技
術、資源評估
 創新設計與團隊合作創
意開發
 雲端運算服務發展新趨
勢

雲端服務

 程式設計

 資訊安全與漏洞防範

 APP 開發設計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

開發工程師  資料庫設計與管
理

計
 服 務 導 向 架 構 (SOA) 與
資訊技術服務管理架構
(ITIL)
 雲端巨量資料處理
 Linux 作業系統環境建
置與使用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
體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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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須具
備服務開發與測試、需求分
析與技術、資源評估能力。
 創新設計與團隊合作創意
開發、掌握雲端運算服務發
展新趨勢皆為雲端服務開
發人員之關鍵能力。
 資訊安全防護為業界應用
雲端運算技術之關切重點。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概念、雲端巨量資料處理與
Linux 作業系統環境建置與
使用能力皆為雲端服務開
發人員之專業職能。
 應用服務導向架構(SOA)與
資訊技術服務管理架構
(ITIL)目的為重新塑造以服
務為本的 IT 架構，回應變
化快速的客戶服務需求。

 訓練規劃建議
此職類訓練課程為培訓已具備程式設計能力之初階工程師，成為雲端服務開發中階
工程師為目標。未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若
要針對已具備程式設計能力之初階工程師，培訓雲端服務開發工程師之專業職能，課程
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400 小時以上。
除了以課堂講授雲端運算服務開發相關知識與技能，亦建議利用專題實作課程，以
分組方式進行，請學員模擬企業雲端服務開發與建置，以專案方式進行實作，進行雲端
服務開發企劃。並建議針對不同產業別，以產、學、訓合作模式開辦雲端服務開發工程
師培訓、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較能符合各產業雲端運算技術發展與應用需
求。

(四) 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職訓需求分析
1.結論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工作內涵主要包括雲端服務平台基礎架構建設、資安防護、效
能管理等工作。具備網路建設能力且熟悉網站開發技術為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之入門先
備條件。
 專業職能
雲端平台建構、資安防護、效能管理工作應具備雲端運算 IaaS、PaaS 層次架構、元
件、平台、運用模式、虛擬化技術相關知識，以及雲端平台作業系統、雲端平台網路建
置，以及雲端平台建構資訊安全知識。
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之基礎能力為虛擬化(分散式架構)雲端運算基礎架構技術、雲
端平台作業系統環境管理與維護能力，以及外語能力(讀、寫)與溝通協調能力。其他業
界重視之專業職能還包括雲端資料庫建置、管理與巨量資料儲存備份、雲端平台網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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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效能調整與問題查找能力、雲端平台資安防護能力。
2.建議
 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目前職訓局尚未專門針對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規劃職訓課程，依據相關次級資料以
及代表性企業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探討雲端平台建構之職能內涵分析結果，課
程規劃方向建議加入雲端運算 IaaS、PaaS 架構規劃概念、雲端平台資安防護、物件導向
系統分析與設計、網站開發技術、虛擬化(分散式架構)雲端運算架構規劃與建置、雲端
平台作業系統環境管理與維護、雲端平台效能調整與問題查找、巨量資料儲存、備份等
課程內容。
表 30.雲端平台建構工程師職訓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職類名稱

現有職訓課程重點

建議新增課程方向
 雲端運算 IaaS、PaaS
架構規劃概念
 雲端平台資安防護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
設計
 網站開發技術(程式語
言、資料庫設計應用、

 目前職訓局尚未
雲端平台
建構工程師

動態網頁程式設計)

專 門 針 對 雲 端 平  虛擬化(分散式架構)雲
台建構工程師規

端運算架構規劃與建

劃職訓課程

置
 雲端平台作業系統環
境管理與維護
 雲端平台 效能調整與
問題查找
 巨量資料儲存、備份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
體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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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雲端運算 IaaS、PaaS 架構規
劃、資安防護、物件導向系
統分析與設計概念為雲 端
平台建構人員須具備之 相
關專業知識。
 雲端平台作業 系統 普遍 被
企業界應用，能夠處理巨量
資料，並具有高可靠度。雲
端平台建構人員必須具 備
網站開發、虛擬化(分散式架
構)雲端運算架構規劃與建
置、作業系統環境管理與維
護技術，以及雲端平台效能
調整與問題查找能力。
 雲端平台設計與建置牽涉
到後端資料庫的建置、管理
與巨量資料儲存備份，平台
建構工程師需具備資料庫
與資料儲存備份相關能力。

 訓練規劃建議
除了以課堂講授雲端運算服務開發相關知識與技能，亦建議利用專題實作實務演
練、企業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讓學員模擬雲端平台建構與管理實作。
職前訓練課程以培訓初階工程師為主，中階工程師之培訓方式以在職訓練為主。未
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若要針對雲端平台建
構工程師之基礎專業職能進行培訓，課程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500 小時以上。若學員並
非資訊相關科系背景，職前訓練課程應以網站開發技術、虛擬化雲端運算架構規劃與建
置、雲端平台作業系統環境管理與維護、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等基礎課程為重點。

(五) 雲端產品行銷專員職訓需求分析
1.結論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雲端產品行銷專員工作內涵主要包括分析、掌握市場趨勢與客戶需求，針對目標客
戶群擬定產品行銷策略，利用多元化（各種實體、虛擬）通路行銷雲端運算產品。活潑、
樂於分享的人格特質，並具備虛擬通路行銷概念與經驗，為其之入門先備條件。
 專業職能
雲端產品行銷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包含雲端運算產品設計概念、市場調查方法、心
理學、社會學、行銷管理知識、虛擬通路發展趨勢、雲端運算產品設計概念等。並能夠
分析掌握市場趨勢能力，了解目標客戶群產品需求的能力，具備使用者經驗分析設計以
及創新設計能力。虛擬通路開發與管理能力、產品包裝行銷能力以及簡報能力皆為業界
重視之專業職能。
2.建議
 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目前職訓局尚未專門針對雲端產品行銷專員規劃職訓課程，檢視其他雲端運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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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與產品行銷有關之課程內容，僅部分 APP 開發職訓課程中納入產品行銷方面課
程內容，依據相關次級資料以及代表性企業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探討雲端產品
行銷之職能內涵分析結果，培訓雲端產品行銷專員之職訓課程，建議以雲端運算產品設
計概念、市場趨勢分析、目標客戶產品需求調查與分析、使用者經驗分析與設計、雲端
運算產品創新設計、虛擬通路開發與管理、簡報技巧、雲端服務商業應用與案例分析為
課程規劃重點。未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若
要針對雲端產品行銷之基礎專業職能進行培訓，課程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450 小時以上。
表 31.雲端產品行銷專員職訓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職類名稱

現有職訓課程重點

建議新增課程方向
 雲端運算產品設計概
念、市場趨勢分析
 目標客戶產品需求調

 目前職訓局尚未
專門針對雲端產
雲端產品
行銷專員

品行銷人員規劃
職訓課程，僅部分
APP 設計開發職訓
課程中有納入產
品行銷方面課程

查與分析
 使用者經驗分析與設
計
 雲端運算產品創新設
計
 虛擬通路開發與管理
 簡報技巧
 雲端服務商業應用與
案例分析
 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
體驗課程

說明
 雲端產品行銷人員須具備雲
端運算產品設計概念，並掌
握市場趨勢與客戶需求。
 使用者經驗分析與設計、產
品創新設計能力為雲端產品
行銷人員進行產品企劃與行
銷關鍵能力。
 雲端產品行銷人員應能夠利
用多元化的虛擬通路進行產
品行銷與客戶開發。
 簡報技巧為行銷相關工作者
基本專業職能。
 建議利用案例分析方式讓學
員瞭解業界進行雲端產品行
銷工作的實務狀況。

 訓練規劃建議
雲端產品行銷專員職訓課程，除了以課堂講授雲端產品行銷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之
外，建議可藉由雲端服務商業應用與案例分析課程，讓學員了解業界進行雲端產品行銷
的實務操作模式。並建議安排雲端產品行銷專題實作、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引導學員
進行雲端產品行銷方案規劃模擬及實務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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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隆市國際美食產業結論與建議
(一) 特色小吃廚師職訓需求分析
1.結論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由於基隆地區特色小吃廚師通常以創業方式經營特色小吃餐飲業，因此特色小吃廚
師除了需製作餐點之外，工作內涵也包括負責經營管理、餐飲行銷、服務品質管理等工
作。掌握基本烹調技術、瞭解原物料與食材的特性及處理過程、具有職業道德、職場倫
理觀念，以及開朗、客觀、勤奮、負責之主動服務精神，都是特色小吃廚師入門先備條
件。
 專業職能
特色小吃廚師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在食材採購與製作方面，特色小吃廚師必須具
備食品營養成分、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專業知識、認識食品添加物等食材相
關專業知識，並且能夠掌控原物料來源，具備各類食材處理烹煮，以及產品擺盤、包裝
及控制餐飲衛生能力。
在成本控制與餐飲管理方面，特色小吃廚師必須懂得餐飲品質管理與餐飲服務要
領，具備餐飲事業經營管理知識，並瞭解餐飲業連鎖加盟市場現況與發展趨勢。亦須能
夠控制成本與編制預算，負責財務、營運管理及控管服務品質，進而擬定營運策略。
在研發與行銷方面，特色小吃廚師必須瞭解熱門菜色與特色小吃市場發展趨勢，以
進行新產品的分析、計劃、執行作業流程，創造在地特色美食，並且強化產品吸引力、
掌握行銷通路，以及開發異業結盟機會。
2.建議
 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近二年職訓局於北區開辦之特色小吃相關職前訓練課程，課程時數規劃皆為 400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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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上。主要是以食材採購與製作、食品與膳食營養、基本刀工與盤飾製作、成本控制
與餐飲管理、食品安全與衛生、人際溝通與情緒管理等方面的課程為主。依據相關次級
資料以及代表性企業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探討特色小吃廚師之職能內涵分析結
果，培訓特色小吃廚師之職訓課程，建議新增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新產品研發技巧
以及特色小吃市場發展趨勢方面的課程，並強化學員行銷廣宣、通路開發、財務管理、
經營管理、餐飲服務外語等特色小吃廚師料理烹調技巧以外的專業能力，並在課程中提
供企業參訪與職場體驗機會，讓學員對於職場實務工作狀況有正確的認知。
未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但若要針對特
色小吃廚師之基礎專業職能進行培訓（包含證照考試輔導），課程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400 小時以上。
表 32.特色小吃廚師職訓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職類名稱

現有職訓課程重點

建議新增課程方向

說明

 在地食材之特色與  為 讓 餐 飲 業 結 合 觀 光 產 業 發
應用

展，目前已越來越多的餐飲業響

 特色小吃新產品研
發
 食品安全與衛生
 食材買賣與製作
 食品與膳食營養
特色小吃
廚師

 基本刀工與盤飾
製作
 成本控制與餐飲
管理
 人際溝通與情緒
管理

應使用在地食材，選用台灣各地
優質食材搭配設計特色料理，因

 特色小吃市場發展
趨勢

此懂得各地在地食材之特色與
應用，掌握特色小吃發展趨勢研

 媒體、網路(購物網
站、社群網站等)相
關行銷方式

發新產品，對特色小吃廚師而
言，有其重要性。
 現今網路行動通訊及社群網站

 文化創意行銷方式

已成為重要的傳遞媒介，善用社

(故事行銷、包裝設

群網站、行動通訊軟體、部落格

計改良)

等行銷管道，以及強化文化創意

 擴展設點、宅配行
銷通路開發
 餐飲業財務管理

內涵與特色，對特色小吃餐飲業
的經營及行銷皆是一大助力。
 特色小吃廚師往往也是創業

 餐飲事業經營管理

者，財務管理基本能力為經營者

 餐飲服務外語訓練

的重要職能。

 企業參訪、實習或  為因應「美食國際化」以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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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體驗課程

我國政府觀光推廣政策，基本外
語能力為特色小吃廚師應該具
備的專業職能之一。

 訓練規劃建議
依據特色小吃廚師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建議將訓練課程區分為「基礎課程」與「進
階課程」二大類別。基礎課程以術科課程為主，教導學員學習料理製作之基本技巧，進
而具備烹調材料選用、製作、品質鑑定、包裝及貯存、成本控制專業能力，並使其瞭解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技巧、市場發展趨
勢，並建議安排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讓學員瞭解職場環境並增加實務經驗。
進階課程則是以學科課程為主，以強化料理烹調以外的專業技能為課程規劃方向，
重點包括提升學員研發及創新料理能力，並且培養其財務管理、行銷廣宣、通路開發等
經營管理能力。

(二) 中餐廚師職訓需求分析
1.結論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中餐廚師主要工作內涵包括瞭解中餐烹調之食物原料特性，配合營養與衛生知識，
烹調製作及供應餐食。其入門先備條件為具備「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之相關知識及技
能，其入門先備條件包含瞭解食材特性、中餐烹調的學理與技巧、餐飲衛生觀念。食材
基礎料理能力、基本刀工與盤飾製作亦須具備相當程度之能力。
 專業職能
依據中餐廚師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在物料管理與食材檢驗方面，中餐廚師必須懂
得食物和調味品之基本性質與用途、食物貯存原則、方法和保存期限、各類食物的營養
價值、食材、原物料及化學成分等相關知識，以掌控各種食物原料特性與應用技巧，並
且得以操作各式中式料理食物前置處理、切割及烹調製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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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烹煮餐點及研發新菜色方面，中餐廚師必須瞭解國內消費者飲食習慣與偏好、來
台觀光客主要來源區域飲食習慣與偏好，以及在地食材特色，進而能夠掌握食材應用方
式，懂得搭配與變化菜色，並依據消費者偏好，現點現做各式料理或進行新菜色研發。
在廚房人力調度與管理方面，中餐廚師必須具備人事管理、人際溝通、菜單設計及成本
與品質控制之相關專業知識，進而具備分派工作人員適當的工作、分析與簡化工作流
程、菜單設計與命名、成本控制與品質管制之能力。
2.建議
 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近二年職訓局於北區開辦之中餐廚師相關職訓課程，課程時數規劃為 300 小時以
上，主要是以餐點概論、食品營養學、烹調原理、食品中毒與衛生法規、食品採購與成
本控制、基本刀工與盤飾製作、餐飲經營與行銷等方面的課程為主。依據相關次級資料
以及代表性企業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探討中餐廚師之職能內涵分析結果，培訓
中餐廚師之職訓課程，建議新增飲食習慣與文化、中式餐飲市場發展趨勢、在地食材之
特色與應用、中式料理新菜色研發、菜單設計技巧、廚房人力調度與管理、情緒管理、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廚師職場價值觀，以及餐飲服務外語訓練等方面的課程，以強化
中餐廚師料理烹調以外的專業職能。並應於職前訓練課程規劃中，安排企業參訪與職場
體驗機會，讓學員對於職場實務工作狀況有正確的認知。
未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但若要針對中
餐廚師之基礎專業職能進行培訓（包含證照考試輔導），課程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400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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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中餐廚師廚師職訓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職類名稱

現有職訓課程重點

建議新增課程方向

說明
 飲食習慣是指人們對飲食材
料、烹調方法、烹調風味及
佐料的偏好，而飲食習慣亦
是飲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世界各國的飲食習慣，受到
地域、物產、文化歷史的影
響而十分多元，故瞭解世界

 台灣飲食習慣與文化
 世界各國飲食習慣與
文化
 食 品 中 毒 與 衛 生  中式餐飲市場發展趨
法規
 餐點概論
 食品營養學
中餐廚師

 烹調原理

勢
 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
用
 中式料理新菜色研發

 食 品 採 購 與 成 本  菜單設計技巧
控制

 廚房人力調度與管理

 基 本 刀 工 與 盤 飾  情緒管理
製作
 餐飲經營與行銷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廚師職場價值觀
 餐飲服務外語訓練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
體驗課程

各國及我國的飲食習慣與文
化，並掌握中式餐飲市場發
展趨勢，將有助於中餐廚師
配合消費者偏好研發各式新
菜色。
 選用在地優質食材搭配設計
特色料理進行新菜色研發，
為國際美食產業之中餐廚師
應備專業職能。
 菜單是廚師與顧客間溝通的
重要橋樑，而菜單設計含括
菜單的內容、菜單的結構、
菜單設計程序、菜單的定價
及策略、菜單的製作及菜單
之評估，故學習菜單設計技
巧，對廚師而言有其重要
性。
 除了烹調與產品研發能力之
外，廚房人力調度與管理、
情緒管理、溝通表達技巧，
以及正確職場價值觀皆為廚
師之重要職能。
 為因應「美食國際化」以及
配合我國政府觀光推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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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基本外語能力為廚師應
該具備的專業職能之一。
 訓練規劃建議
在基礎課程方面的訓練規劃，主要是教導學員餐廚與食品安全、衛生常識、食材選
購運用、基本刀工、擺盤裝飾、調味技巧等，使其達到具備「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程
度之知識與技能。換言之，整體的課程規劃，應以訓練學員學會中餐烹調法、刀工與盤
飾、各式中餐料理技巧為主，並且以培養專業精神和正確職業道德、職場倫理，使能有
刻苦、勤奮、負責之態度和敬業之精神為輔，並讓學員具備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技巧、
食材成本控制、消費者偏好等方面的專業知識，並建議安排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
課程，讓學員對於職場環境有正確認知，增加實務經驗。
在進階課程方面的訓練規劃，則應以具備「中餐烹調乙級技術士」程度之知識與技
能為教學目標。為使廚師學員未來能夠晉升主廚或管理階層，除了傳授烹調技能之外，
尚須將新菜色研發、人力調度與管理、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等納入課程範圍。

(三) 西餐廚師職訓需求分析
1.結論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西餐廚師主要工作內涵為依據西餐烹調之食物原料特性，配合營養與衛生知識，以
烹調製作及供應餐食。其入門先備條件為具備「西餐烹調丙級技術士」之知識及技能，
包含營養、衛生、安全、餐食水準與管理各方面之專業知識，以及食材料理基礎、食物
的性質及選購、食物貯存、食物製備、基本刀工與盤飾製作等能力，皆為西餐廚師之入
門先備條件。
 專業職能
依據西餐廚師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在物料管理與食材檢驗方面，西餐廚師必須懂
得食物和調味品之基本性質與用途、食物貯存原則、方法和保存期限、各類食物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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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食材、原物料及化學成分等相關知識，以掌控各種食物原料特性與應用技巧，並
且得以操作各式西式料理食物前置處理、切割及烹調製作方式。
在食材搭配與食譜擬訂方面，西餐廚師必須瞭解標準食譜、各種配方原料用量計
算、食材成本控制計算及食物英文名稱等相關知識，依進餐人數正確估計食物原料用
量，除了掌控食物原料之使用量與比例之外，對於每項成品之成本也必需能夠精準計
算。在開發新菜單或主題菜色方面，西餐廚師除了必須瞭解西餐餐飲市場發展趨勢與熱
門菜色之外，亦須具備新產品規劃、執行、流程控管之能力，能夠應用市場資訊、定期
與同業廚藝交流，結合在地美食特色，研發西式料理新菜色。
2.建議
 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近二年職訓局於北區開辦之西餐廚師相關職訓課程，課程時數規劃為 250 小時以
上，主要是以食品營養學、烹調原理與技巧、食品中毒與衛生法規、原物料的種類及選
購、色彩之調配與盤飾、設備與器具之使用與維護、成本控制、食物貯存與製備、材料
的選用與作法等方面的課程為主。依據相關次級資料以及代表性企業深度訪談、焦點團
體座談會議探討西餐廚師之職能內涵分析結果，培訓西餐廚師之職訓課程，建議新增廚
房人力調度與管理、西式餐飲市場發展趨勢、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西式料理新菜色
研發、菜單設計技巧、情緒管理、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廚師職場價值觀、餐飲服務外
語訓練等方面的課程，以強化西餐廚師料理烹調以外的專業技能。另建議安排企業參訪
與職場體驗機會，讓學員對於職場實務工作狀況有正確的認知。
未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但若要針對西
餐廚師之基礎專業職能進行培訓（包含證照考試輔導），課程時數建議至少需規劃 400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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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西餐廚師廚師職訓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職類名稱

現有職訓課程重點

建議新增課程方向

說明
 人力調度與管理狀況的優劣
牽涉廚房整體工作流程是否
順暢。
 掌握西式餐飲市場發展趨勢

 廚房人力調度與管
理

行新菜色研發與菜單設計，

 西式餐飲市場發展
 食品中毒與衛生法規
 食品營養學
 烹調原理與技巧
 成本控制
西餐廚師

 食物貯存與製備

以及在地食材應用技巧，進

趨勢

為國際美食產業之西餐廚師
職能提升的重點方向。

 在地食材之特色與  由於廚師的工作環境高溫且
應用
 西式料理新菜色研
發

吵雜，因此廚師須具備高度
情緒管理及抗壓性，而情緒
管理課程除了能讓廚師理解

 原物料的種類及選購  菜單設計技巧

情緒之外，還可自我檢視與

 材料的選用與作法

 情緒管理

練習舒緩情緒。

 色彩之調配與盤飾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  「影響力來自於溝通」
，因此

 設備與器具之使用與
維護

巧

有效的溝通與表達，可創造

 廚師職場價值觀

人際影響力、職場和諧度及

 餐飲服務外語訓練

行銷魅力，有助於提升整體

 企業參訪、實習或

營業額。

職場體驗課程

 為因應「美食國際化」以及
配合我國政府觀光推廣政
策，基本外語能力為特色小
吃廚師應該具備的專業職能
之一。

 訓練規劃建議
在基礎課程方面的訓練規劃，主要是教導學員食品安全與衛生、原物料的種類及選
購、食材選購運用、食品營養學、擺盤裝飾、調味技巧等，使其達到具備「西餐烹調丙
級技術士」程度之知識與技能，並培訓學員在地食材之特色與應用技巧、食材成本控制、
市場發展趨勢等專業知識與能力，以及培養其專業精神和正確職業道德、職場倫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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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刻苦、勤奮、負責之態度和敬業之精神。另建議安排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
程，讓學員增進實務經驗與能力，並對於職場環境有正確認知。
在進階課程方面的訓練規劃，則以達到具備「西餐烹調乙級技術士」程度之知識與
技能為訓練主軸，使學員未來可晉升主廚、管理階層。因此，除了傳授烹調技能之外，
尚須將新菜色研發、人力調度與管理、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等納入課程範圍，以全方面
的學習並且熟練應有的技藝，進而客製化手創料理與研發創意西餐。

(四) 餐飲管理人員職訓需求分析
1.結論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餐飲管理人員主要的工作內涵包含負責餐飲服務與督導工作，配合標準作業程序監
督店內事宜，以及控管餐飲產品與服務品質。其入門先備條件為喜歡與人接觸，EQ 高，
對工作有責任心、毅力和恆心，而且能夠從錯誤中學習，具高度學習意願，提升餐飲服
務品質，增進員工與顧客之滿意度。
 專業職能
依據餐飲管理人員工作所需之職能內涵，在訓練外場服務人員方面，餐飲管理人員
必須瞭解的餐飲管理相關知識及其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a. 瞭解工作檯的功能與備品放置的位置
b. 瞭解托盤的種類、用途與操持方式
c. 瞭解餐具、杯皿種類、特性與材質、清潔及保養方法
d. 瞭解餐巾的材質及其特性、用途、材質與特性
e. 訓練外場服務人員清潔及整理工作檯及放置備品
f. 訓練外場服務人員使用各式托盤，以安全運送餐食、飲料及餐具
g. 訓練外場服務人員選擇餐具、杯皿及其清潔保養方式
h. 訓練外場服務人員選擇及摺疊餐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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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溝通聯繫與員工訓練方面，餐飲管理人員必須具備的知識及能力包含：
a. 瞭解菜單基本常識、點菜要領、菜單搭配原理及服務流程
b. 瞭解餐廳內、外場之組織架構及其執掌
c. 瞭解考核晉用機制與員工訓練之方法
d. 瞭解餐飲意外事件危機處理程序
e. 熟知各式菜單與應用、菜餚搭配之原則
f. 具備員工遴選、訓練、任用、考核能力
g. 具備人事溝通協調能力
h. 具備人事成本控制能力
i. 能依照實際需求，彈性調度人力
j. 具備餐飲意外事件危機處理能力
在營運分析與營運目標執行方面，餐飲管理人員必須具備的知識及能力包含：
a. 認識食材與瞭解食材與季節的關係
b. 瞭解食材成本概念
c. 瞭解餐飲成本計算方法
d. 瞭解餐飲服務品質管理相關知識
e. 瞭解行銷策略、常見推銷的形式與方法
f. 瞭解不同節慶的促銷重點
g. 具備營運績效目標達成率(KPI)分析能力
h. 具備餐飲成本控制能力
i. 具備餐飲服務品質管理能力
j. 具備多元化行銷方式應用能力
2.建議
 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目前北區尚未專門針對餐飲管理人員規劃相關職訓課程，依據相關次級資料以及代
表性企業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探討餐飲管理人員之職能內涵分析結果，培訓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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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管理人員之職前訓練課程，課程規劃方向建議納入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
識與法規、食材學、膳食營養概念、國際禮儀、餐飲服務外語訓練等專業知識課程。管
理能力養成的部分，建議針對餐飲業基層主管基本職能－選訓用留、餐飲服務品質管
理、連鎖餐飲事業經營管理、宴會管理、餐飲成本控制、顧客關係管理、多元化行銷方
式應用、網路行銷新趨勢、餐飲意外事件危機處理、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情緒管理等
規劃課程內容。並安排企業參訪與職場體驗課程，讓學員對於職場實務工作狀況有正確
的認知。
未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但若要針對餐
飲管理人員之基礎專業職能進行培訓，時數規劃建議以 250 小時以上。
表 35.餐飲管理人員職訓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職類名稱

現有職訓課程重點

建議新增課程方向
 知識類：

養、國際禮儀、餐飲服務外

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語等相關專業知識為國際

食材學

美食產業餐飲管理人員應

膳食營養概念

具備的基本職能。

餐飲服務外語訓練
 管理類：

管理人員

目前北區 尚未專門
針對餐飲 管理人員
規劃相關職訓課程

 食品安全與衛生、食材、營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

國際禮儀

餐飲

說明

餐飲業基層主管基本

 人力資本良窳與強弱，影響
著企業或商店整體的競爭
力，即便是餐飲業，仍舊不
可忽視人力資源管理之重

職能－選訓用留

要性。招募適當的人才、訓

餐飲服務品質管理

練服務人員、授權第一線員

連鎖餐飲事業經營管

工及建立高績效與品質的

理

服務團隊等均是餐飲管理

宴會管理

人員的核心職能。

餐飲成本控制

 顧客關係管理重點在於蒐

顧客關係管理

集、分析顧客的資料，發展

多元化行銷方式應用

現有顧客的關係，主動發現

網路行銷新趨勢(社群

顧客的潛在需求，並且提供

行銷、部落客行銷、團

適當的服務或商品滿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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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網行銷等)

需求，進而提高顧客滿意度

餐飲意外事件危機處

與忠誠度，可為企業帶來多

理

重效益。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成本控制、行銷、人際溝通

情緒管理

與表達、情緒管理、危機處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

理能力等，亦為餐飲管理人

體驗課程

員需具備的重要職能。

 訓練規劃建議
目前學校教育所培育之職能，與餐飲職場工作實務所需職能有落差，建議應多邀請
有實務經驗的師資，以使學員能夠更加瞭解業界的實際狀況。在職訓練之課程內容方
面，則須理論與實務並重，以協助餐飲業者檢視本身的財務成本、管理流程、人員配置、
行銷企劃、服務品質等，進而能夠配合觀光政策的發展。另外，課程訓練對象亦建議應
按基層、中高階管理人員區分，以達到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基層餐飲管理人員之職前養成訓練課程內容，知識類課程應包含食品中毒、食品安
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食材學、膳食營養概念、國際禮儀、餐飲服務外語訓練等課
程。管理類的專業職能，建議針對餐飲業基層主管基本職能－選訓用留、服務品質管理、
連鎖餐飲事業經營管理、宴會管理、成本控制、顧客關係管理、餐飲意外事件危機處理，
以及多元化行銷方式與網路行銷新趨勢，規劃相關訓練課程。並培養學員的人際溝通表
達技巧以及情緒管理能力。此外，建議安排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體驗課程，讓學員瞭
解職場實際工作狀況。

(五) 食品研發人員職訓需求分析
1.結論
 工作內涵與入門先備條件
食品研發人員主要的工作內涵包含規劃食品研發路徑與方向、調整與改善食材、開
發滿足消費者口味的新產品。其入門先備條件首先需食品、營養相關科系畢業，並且熟
稔食品營養成分、化學添加物、原料及衛生（例如：生菌數、大腸桿菌）的國際性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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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應「美食國際化」亦須具備英語、日語等語言能力。
 專業職能
依據食品研發人員工作所需職能內涵，食品研發人員必須具備的知識及能力包含：
a. 食品巿場發展之技術與產品研發趨勢
b. 瞭解化學添加物、原料及衛生的國際標準
c. 瞭解食品加工相關知識
d. 瞭解食物性質與營養知識
e. 瞭解食品品質判定技巧
f. 具備英語、日語等外語能力
g. 具備資料蒐集能力
h. 具備專案管理能力
i. 具備法規蒐集與分析能力
j. 具備數值分析能力
k. 具備研究設計與開發能力
l. 具備產品實驗與製程技術能力
m. 具備製程效率評估與改善能力
n. 具備表達技巧與溝通協調能力
2.建議
 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目前北區尚未專門針對食品研發人員規劃相關職訓課程，依據相關次級資料以及代
表性企業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會議探討食品研發人員之職能內涵分析結果，培訓食
品研發人員之職前訓練課程，建議納入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食
品營養與健康、食材採購、產品分類與原料之選用、產品製作與品質鑑定、產品製程原
理及流程、製程稽核與產品稽核、食品之包裝與貯存、包材選擇與包裝設計、餐飲經營
與行銷管理、食品專業外語訓練、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以及相關證照輔導考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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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規劃相關課程之時數安排，應考量受訓對象的先備條件與經驗，若要針對食品
研發人員之基礎專業職能進行培訓，時數規劃建議以 250 小時以上。
表 36.食品研發人員職訓課程內容規劃與調整方向
職類名稱

現有職訓課程重點

建議新增課程方向

說明
 因餐飲業與食品加工產 業
的蓬勃發展，「食物安全管

 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
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
 食品營養與健康
 食材採購
 產品分類與原料之選用
 產品製作與品質鑑定
 產品製程原理及流程
 製程稽核與產品稽核
食品
研發人員

目前北區尚未專門  食品之包裝與貯存
針對食品研發人員  包材選擇與包裝設計
規劃相關職訓課程  餐飲經營與行銷管理
 食品專業外語訓練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
 食品安全管理技術士、
食品管理技術士、食品
檢驗技術士輔導考照相
關課程
 企業參訪、實習或職場
體驗課程

理」已進化為「食品安全管
理」，管理層面更擴大為食
物、食品添加物、食品 器
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
標示及營養標示等範疇。加
上我國政府已於 102 年 6 月
19 日完成《食品衛生管理
法》的修法，故食品研發人
員須定期進修此方面的 課
程，才得以為我國的食品安
全共盡一份心力。
 飲食營養與健康息息相
關，環境中供應的食物是否
符合飲食營養原則，將影響
國民的營養健康狀況。當今
食品產業已發展成分工 精
細的型態，因此食品或餐飲
產業界也須負擔改善國 民
營養健康的責任，故食品研
發人員對於食品營養與 健
康，包含營養素的種類及功
能等須有相當程度之瞭解。

 訓練規劃建議
食品研發人員職訓課程類型可區分為內部訓練及外部訓練。內部訓練主要是由各企
業針對自家產品研發工作，進行相關職能之在職訓練；外部訓練方面，職前訓練課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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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方向的重點應包含食品中毒、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知識與法規、食品營養與健康(含
營養素的種類及功能等)、食材採購(含熱量分析等)、產品分類與原料之選用(含安全標
章、成份標示等)、產品製作與品質鑑定(含成品檢驗、品質管理等)、產品製程原理及流
程、製程稽核與產品稽核、食品之包裝與貯存、包材選擇與包裝設計、餐飲經營與行銷
管理(含成本管控、管理概念、市場調查分析、節慶促銷之宣傳等)、食品專業外語訓練、
人際溝通與表達技巧等。於職前訓練課程中，建議安排企業參訪與職場體驗，讓學員對
於職場實務工作狀況有正確的認知。
此外，為符合業界徵聘此職類人才之相關證照需求，另建議規劃食品安全管理技術
士、食品管理技術士、食品檢驗技術士等輔導考照課程，以提升食品研發人員之專業職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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