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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推動建置不同工作、職位的職能基準，讓學校、
企業、培訓機構能瞭解各項職務的需求，使相關單位能以職能基準之指標做為培
養人才的奠基，讓企業在進才、用才時能有標準將合適的人才放置在適合的位置
上，培訓單位或企業也能依此找出落差，發展更符合職場需求的課程作為育才之
用。目前全台共有 45 座營運中的運動中心，隨著國民對於運動的重視，相關專
業人才的需求也漸增，而「人才」也是產業發展的重要資產，相關培育的議題也
逐漸備受重視，因此本文將淺談運動產業在職能發展的現況，並探討落差分析將
如何應用在運動中心經理人中，使運動產業的人才能繼續增質且使產業永續並更
有競爭力。
關鍵詞：落差分析、運動中心經理人、職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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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經濟成長及健康意識的抬頭，加上政府大力推動全民運動，使得國民對
於運動的需求逐漸提高。截至 2019 年底止已有 45 座政府推動興建之運動中心開
館營運，運動中心所帶動的運動人潮及產值十分可觀。
另外教育部體育署 2016 年運動產業年報也指出，無論以整體運動服務業生
產毛額或就業人數來看，運動場館業及運動管理服務業位居第二及第三名，顯示
此兩業別在整體運動產業中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再從近年各運動中心的增設及
相關產值的提升，都說明了運動產業的蓬勃成長及相對應的人力需求。
而運動場館的營運管理需要相關人力並培養專業人才，因此在人力資源管理
上則需加強員工教育訓練，讓員工的專業能力提升，進而增進場館服務品質及顧
客再訪率，以助於場館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 (李展瑋、鄭志富、蔡秀華，2016；
黃任閔、陳佳翎，2015) 。因此運動場館如何吸引或具備專業素養的經營人才，
已然成為政府及相關單位刻不容緩的研究課題 (康正男，2010) 。
除上述調查外，相關研究也指出傳統運動休閒管理相關系所培訓出的畢業生，
與實際產業的人才需求常有學用落差的情形發生 (林保源，2014；林建元、周慧
瑜、楊忠和，2004；楊啟文、尤欽弘，2013) ，而這樣的學用落差指的是學生在
學校所學到的知能，不能與產業工作需要的知能接軌 (林俊彥、陳幼珍，2017) 。
相關文獻也發現在體育場館中因為主導人員多未具有場館經營的專業知識，
普遍有專業人力不足的困境，進而影響運動場館的經營成效 (鄭志富、呂宛蓁、
曹校章，2006) 。
加上政府也未明確規範運動服務業者應具備何種專業職能，即便產業發展迅
速，但仍缺乏具備相關管理知識與實務經驗的運動專業人才，故在相關服務提供
上易出現品質參差不齊的現象 (教育部體育署，2017) ，因此更需要建立運動場
館從業人員的職能基準，讓產、官、學界能有選才、育才、晉才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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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人才更符合產業需求並減少學用落差的現象，近年來國內開始推行職能
基準之發展，目的是透過有系統的職能分析方法訂定人才的能力規格 (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2017) ，進而發展符合需求的培訓課程以填補落差。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推動職能基準至 2019 年 9 月，共有 9 個部會、454 個
職能基準建立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8) ，目前教育部體育署尚未有建立完
成的職能基準，也因此教育部體育署也增定了相關辦法，藉此強化運動產業之人
才培訓並鼓勵建置運動產業的職能基準。
然而，在訂定運動產業職能基準後，更應該具體運用於職能落差分析、訓練
計畫規劃及績效評鑑，才能幫助提升從業人員職能與整體績效 (李宜靜，2016) 。
有鑑於此，本文將從先淺談運動產業職能發展的現況，再帶到落差分析在職
能上的運用，期待可後續運動中心職能基準確立之後能夠繼續應用基準，提升人
才職能，為產業帶來新的競爭力。

貳、運動產業在職能發展的現況
根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公告資訊，目前運動產業相關的職能基準建置仍舊
為零，故須推動建置運動產業相關之職能基準，以利產、官、學界在選、訓、用
才上能有相關標準 (勞動部勞動部發展署，2018) 。教育部體育署在 2017 年修訂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十一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運動產業發展需要，
委託或輔導補助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並促進國際相互承認，以
作為民間單位人才培訓、延攬及能力鑑定之參考」
，而體育署也依此條文於 2018
年訂定教育部委託或輔導補助民間機構訂定運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辦法，期待透
過政策的推動，更加重視運動產業人才的專業能力，進而增強運動產業的競爭力。
雖然運動產業相關的職能尚未建置完成，但探討我國運動產業職能的文獻也
越來越多，大致上可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探討整個運動產業所需要的能力 (林保
源，2014；鄭志富，1996；Ko, Henry, & Kao, 2011) ，第二類則是以運動產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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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類型從業人員相關的職能研究，像是:運動行銷管理人才 (徐揚，2002) 、運動
防護員 (林建志、唐人屏、張又文，2016) 、運動鞋製造業專案經理 (熊婉君、
熊定宇，2016) 、運動經紀人 (許龍池、林秉毅、鄭峰茂，2008) 、高齡者運動
指導員 (藍孝勤、楊宗文，2009) 等。
而有關於運動場館從業人員職能相關研究，在國外文獻中已多有著墨，例如
美國學者發現運動俱樂部經理人的職能，會隨著俱樂部規模大小或附屬設施的不
同，經理人所需要的職能內容而有所差異 (Lambrecht ,1987) 。而德國學者 Horch
(2003) 則針對德國運動俱樂部經理人及相關運動協會人員進行職能探討，其建
置了 5 個工作活動的群組與 7 組所需的能力，並認為相關的運動經理人需要有溝
通與社交相關的能力，特別是在公共關係、財務管理、贊助企畫等活動能力越來
越受到重視，在德國，運動經理人被界定為需受到特別訓練的專家，因此其認為
在傳統運動相關的科系課程及培訓的課程中，應加入跨領域的管理學科以及企業
管理相關的課程，以符合此職位的職能需求。
而國內與運動場館從業人員職能相關的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下面幾類，一類為
整體運動場館業從業人員專業能力的研究，像是黃美珍 (2007) 以大專主管的觀
點探討運動俱樂部從業人員所需要的管理能力為溝通、危機管理、人力資源、行
銷、行政及財務。
也有針對運動場館管理者與非管理者專業能力的研究，陳文正 (2011) 透過
質性研究的訪談及資料整理發現運動場館經營者與管理人員對於專業能力重視
的項目有所不同；楊淯晴 (2019) 則是以新莊國民運動中心的個案研究探討管理
人員及非管理人員之間專業能力的差異，該研究發現在專業技能部分非管理者高
於管理者，而在專業知識部分管理者則高於非管理者。
由上述研究可得知，在運動場館中不同的職位所需要的職能也不盡相同，而
後續有關於運動場館的職能研究，也依照不同的管理階層及Spencer 與 Spencer
的冰山模型去建置所需的職能 (李國斌，2010；楊子興，2009) 。楊子興 (2009)
除了建置健身俱樂部經理人的職能外，也分析不同層級管理者、不同規模的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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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樂部場館經理人對於職能重要性之認知差異；康正男 (2010) 以概念建構與模
式分析探討運動場館中階管理者的核心職能；李國斌 (2010) 則是建置大型運動
場館中階經理人的職能，將其分為11項核心職能以及23項周邊職能；而黃斯翎
(2017) 則是依據iCAP職能基準表模式及修正德爾菲方法，分析運動中心經理人
的工作，而發展出7項工作職責、24項工作任務、29項知識、25項技能與14項態
度。
隨著職能基準的建置逐步受到重視，相繼也出現與運動場館從業人員職能研
究的論文，但綜觀上述研究多為探討運動產業人員應具備之職能、以及建置各類
別、職位職能基準等，然而在職能基準建立後，對於職能的後續應用像是職能分
析、比較目前從業人員的能力與職能的落差程度，或是提供更具體的工作說明書
以及課程發展或後續應用的研究則較少看見，因此本文將接續淺談落差分析在職
能上的應用，以利未來在運動中心經理人職能建置後能以此再強化運動中心人員
之職能。

參、落差理論在職能上的應用
關 於 落 差 理 論 ， 有 Oliver (1977) 所 提 出 之 期 望 失 驗 理 論 (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theory) ，主要常見於商業領域，其認為消費者在先前消費行為的
滿意度會影響後續的再購買意願，而這樣的滿意度是指購買前的期望
(expectancy) ， 及 購 買 後 的 實 際 感 知 之 間 的 差 距 ， 這 樣 的 落 差 稱 為 失 驗
(disconfirmation)。
而Parasuraman, Zeithand, 與 Berry (1985) 則認為服務品質的好壞取決於服
務的傳遞過程中所存在的差異與缺口 (gap) ，例如消費者對服務的期望與受到
服務後實際感受到之間的落差等共有5個缺口，因此當消費者感受的服務水準低
於原本期望的服務水準，表示服務品質有落差，需要管理者加強改善。
在教育界也有由Provus (1971) 所提倡之課程評鑑模式的差距模式，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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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比較訂定的「標準」和學生「表現」，以便分析兩者之差距，做為課程方案
改進的依據 (黃光雄、蔡清田，2000) 。
綜上所述，「落差」可定義為預期與實際之間的差距，而負向的差距則是應
該要進行改善的部分，無論是在滿意度、服務品質、或是課程上，透過了解落差、
改善落差，才能更加進步。
而與職能落差分析 (competency gap analysis) ，則是透過職能建置後所作的
落差分析，大致上也有以下幾種形式，第一種以在學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析學生
在職能表現程度與職能重要程度之間的落差作為學校教學之改進，與訓練規劃之
參考 (胡夢蕾、劉靜宜，2012) 。第二種以從業人員為研究對象，從從業人員認
為的職能學習難易程度與個人熟練程度之落差的中找出缺口，以期確實針對能力
缺口部分進行系統性之專門訓練，提供產業實際所需專業人才 (王義善、劉興榮、
孫正華、林正木，2015) 。更有以在職前訓練所學與開始執業後產生相關落差之
研究，藉由中間的落差也可從中觀察訓練課程是否有不足的問題 (梁經庸，
2017) 。
透過落差分析可以了解此行業所需的職能與自身或整體從業人員的表現之
間的差距，對於自我落差可以藉此了解自己的優劣，進而透過額外訓練，堤升自
己的知能，但對整體產業來說，若整體從業人員與職能有所落差，表示更需要發
展合適的培訓課程去弭平這樣的差距，以改善整體產業，使從業人員更具水準及
競爭力，而在訓練課程實施之後，也可利用落差分析評估訓練課程是否達到目標，
或者需要再持續改善。

肆、職能導向課程
依據勞動部職能發展及應用推動要點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所述，「以職能基
準或透過職能需求分析為依據所發展之訓練課程之統稱，包含職能基準課程、職
能基準單元課程及職能課程等三類。」這樣的職能導向課程發展主要依照 ADDIE
教學模式來發展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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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E 這個教學設計模型，可追溯至 1970 年代後期，美國佛羅里達州州立
大學教育中心與美國陸軍合作開發的模型 (Branson, 1978) ，其中五個流程包含：
分析、設計、開發、實施和控制，是作為美國陸海空不同軍種間之教學系統規劃
的五個步驟。
後續廣泛被使用的 ADDIE，分為下面五個步驟：分析 (Analysis) 、設計
(Design) 、發展 (Development) 、實施 (Implementation) 與評估 (Evaluation)
(Dick, Carey, & Carey,2011; Molenda, 2003) 。
而依據職能導向課程設計之 ADDIE 流程說明如下：
1.分析 (Analysis) ：分析學習者先備條件或可依據職能基準職能分析或透過
訓練需求分析，規劃有系統的課程地圖並發展企業或組織有實質需求的課程。
2.設計 (Design) ：依據職能基準或職能需求分析後的資料，設計適合此職能
的訓練目標，並依照訂定的目標發展完整的課程內容。
3.發展 (Development) ：確認訓練目標、訓練對象及訓練內容後，尋找適當
的教學方法，並選擇合適的教材與教學師資、教具等相關教學資源。
4.實施 (Implementation) ：實際執行課程時，應保存實際辦理課程的資料證
據，以確保實施的教學品質。
5.評估 (Evaluation) ：為確保課程成果的成效性，應設計合適且有效的評量
方式，並針對學習成果提出證據，規劃一套自我監控的機制進行整體學習成效的
評估，以提出未來改進的具體建議。
凡透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屬職能導向課程品質管理機制檢核通過之課程，可
依照其職能導向課程類型授予相符之認證標章，也可讓學習者在選擇課程時能了
解課程是有通過品質認證的檢驗，為具公信力的辨識。

22

表1
職能導向課程之審核指標
構面
分析

指標
1.1 職能依據

說明
課程發展應基於產業／企業／組織之職能需
求。

A
1.2 課程地圖

應依據職能與需求分析，確定主要對象，並規
劃完整學習課程架構或學習路徑。

設計

2.1 教學／訓練目標

課程應依據職能與需求分析，以及課程地圖，
以(各門)課程所對應職能之行為指標，設定教學

D

／訓練目標。
2.2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應符合教學／訓練目標，將應涵蓋之
職能內涵，以邏輯方式妥善規劃。

發展

3.1 教學方法

課程應配合教學／訓練目標、對象及內容，規
劃適切的教學方法。

D
3.2 教材與教學資源

課程應配合教學／訓練目標、對象、內容及教
學方法，安排設計合適的教材與教學資源，包
含教材、教具、師資等。

實施

4.1 課程辦理

錄。

I
評估

課程之實施應依據規劃辦理，並留存相關紀

5.1 學習成果評量

課程應依據教學／訓練目標，規劃多元評量方
式，以鑑定學習者是否達到教學／訓練目標所

E

訂之能力水準。
5.2 學習成果證據

課程應依據學習者於成果評量中所呈現的學習
成果證據，評估其符合職能行為指標之程度，
決定是否符合結訓條件。

5.3 監控評估

課程開發與執行單位應規劃自我監控機制，以
確保課程實施與學習成效，並有助課程辦理及
持續改善。

資料來源：職能發展應用平台 (無日期) 。品質認證說明。取自 https：
//icap.wda.gov.tw/Quality/quality_cours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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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係指課程經由發展的歷程與結果，是將教育的目標轉換為課程與教
學方案，是付諸教育行動的一種歷程結果，而透過 ADDIE 的模式系統性的規劃
符合職能的職能導向課程，不僅可以讓課程更符合職能基準，也能使學習者透過
有品質的課程有效改善職能落差。

伍、結語
隨著全民運動的推廣成效良好、運動產業發展逐漸蓬勃，各式運動場館建造
帶來人力的需求，是運動產業中不容小覷的就業市場，為使場館的營運永續，專
業人力培訓的問題更被需要重視，在運動中心中隨著營運廠商的不同在人力配置
也有些許差異，大致上可以分成為高階、中階、初階三個階層，在後續研究也應
依能力等級建置不同階級之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受到重視，相繼也有與運動場館從業人員職能研究文獻，但上述研
究多為建置運動場館從業人員應具備的職能，對於職能基準建置後的應用像是比
較從業人員的能力與職能之間的落差程度，或是發展相關的工作說明書、提供更
具體課程發展，或後續應用的研究則較少看見。
而職能基準也有許多後續的應用例如：企業可依據職能基準的工作任務或行
為指標製作工作說明書，以此運用於招募人才，可使應徵者了解未來即將從事的
工作項目，也可以依此制定績效考核的表件，而在績效考核後不僅能知道員工的
表現，也可以依據落差的部分進一步規劃內、外部的培訓，並發展相關的課程。
人才的培養是刻不容緩的議題，期待後續能有跟深入的研究探討運動中心經
理人培育的議題，使運動中心可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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