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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竹材豐富，竹材的利用又十分符合綠色環保，因為竹林須定期疏伐

以利更替。因此若能因勢利導，有效培育竹藝類的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才，

將可為臺灣工藝產業開創另一波榮景。先進國家為了統合其國內各種學術專

長、專業職業教育與訓練資歷，並用以認可經由各種管道的學習成果，皆建

立有國家資歷架構，其中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為其重要藍圖。有鑑於此，

本研究以竹藝產業為標的，運用功能分析法，發展出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

才功能地圖，並建構出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關鍵目的、四大功能領域、12

關鍵工作功能和 45項功能單元，最後對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後續發展提出

具體建議。 

關鍵字：竹藝、文化創意、功能地圖、功能分析法 

Abstract 
Taiwan has abundant bamboo resources and the utilization of bamboo 

materials is very environment-friendly because a bamboo forest has to be 

periodically and partially cut.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fessionals of bamboo handicrafts could create a prosperous 

opportunity for crafts industry in Taiwan.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accomplishment level of learning through different ways, many industry-advanced 

countries construct a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NQF) and the functional 

map is an important blueprint for NQF. Hence, focused 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of bamboo crafts, this study employed a functional analysis approach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a functional map, which includes a key purpose, four critical 

functional areas, 12 key job functions, and 45 units of competency. In addi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industry and further studies were also made. 

Keywords: bamboo craft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functional map, 

function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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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綠色產業的興起使得竹藝產業日益受到重視，亞洲是竹類的主要生長區域，而臺

灣的地理位置也很適合竹木的生長，屬於臺灣的固有竹類即約有 22種，因此臺灣到處

可見竹的蹤跡。竹材的特性可與木材相互媲美，竹本身具有生長快，三年後即可逐年

選擇砍伐，且竹材在年齡約 6年之後，也會自然的老化死亡（張憲平，1998），因此砍

伐竹材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有限。近年來，由於環保意識逐漸興起，並十分強調綠建材

的應用，而由於竹材因種類與部位的不同，可做許多不同的利用，且竹產品在消費者

使用後，還會完全分解回歸自然，因此竹材的取得與利用十分符合綠建材的標準（林

群涵，2007）。 

就竹材的應用方面而言，隨著竹膠合技術的日益純熟，以竹材取代木材製品的領

域也正持續擴增，技術的創新應用使得現階段的竹材已經不再只侷限在製造竹蓆、竹

筷、竹編等過去所耳熟能詳的竹藝產品，許多竹藝專家已能夠利用電腦科技或膠合技

術，將竹材以多種方式呈現於藝術（程天立，2009）、傢俱（楊蕙菁，2008）、建材（陳

泰松、翁徐得，2006）、用品（陳泰松、翁徐得，2006；程天立，2009）、以及電腦上

（華碩電腦公司，2009），因此竹材的運用具備許多值得持續拓展的空間。然而，雖然

國內許多優秀的竹藝家皆具備有處理竹材的專業技術與知識，但是宥於缺乏完整的人

才培育管道，以及整合傳統竹藝專業技術、知識、創意設計等符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的培訓內容，故縱使工藝產業已列為未來的六大旗艦產業之一，且其所能為臺灣經濟

開創新局的契機十分可期，但是如何培育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專業人才，仍舊是現

階段最為缺乏且應該要努力的目標。 

李堅萍（2006）認為工藝是運用物料與技藝，充分展現材質之美與精湛技藝的歷

程與成品，而此一技能屬於階層取向的技能學習，必須由淺而深、由生疏而熟稔、由

生澀而精練。而為了能夠適切的培育專業的人才，世界各國如澳洲、英國、新加坡等

皆已建立其國家的資歷架構，藉以判定其國人經由各種管道達成的學習層級。一般而

言，國家資歷架構（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NQF）至少須有產業功能地圖

（functional map）、能力標準（skills standard）、評鑑計畫、以及訓練發展等，新加坡

的國家能力認證系統（National Skills Recognition System，NSRS）便是最佳範例

（Singapore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2009）。 

在國家資歷架構中，能力標準的發展與應用非常重要。國內外許多學者皆從各種

產業專業人員的角度來進行分析，以建立其專業能力標準。就國內的相關研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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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鳳梅和蕭吉男（2004）的「機械製圖員的專業能力標準進行相關研究」，姚文隆、

谷家恆、楊俊彬、黃明賢、傅兆章、林栢村和郭文豐（2008）的「科技大學精密模具

設計分析專業技術能力指標進行規劃」，以及田振榮、胡茹萍和張銘華（2008）的「職

業學校 15 個學群的專業能力指標進行研究」，這些學者的研究重點皆著重於專業能力

標準之探究。專業能力標準雖然十分的重要，但若參照先進國家的國家資歷架構，可

以發現在發展專業能力標準前，若能妥善規劃產業功能地圖，會讓專業能力標準的發

展更為完善，也更能使培育的人才更符合產業發展之所需。 

本研究主要參考新加坡的國家能力認證系統，以「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為

對象以進行功能地圖的發展，期能藉此深入瞭解從事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專業人才

所應具備的能力，並建構出我國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以作為後續發

展專業能力標準、以及人才訓練、發展、評鑑之用。 

貳、文獻探討 

依據前述緣起與目的，本研究先針對職能與功能地圖進行名詞定義，並探究發展

功能地圖的方法，最後則是針對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分析原則與初稿

進行探究，以作為後續專家座談與深度訪談的理論基礎。 

一一一一、、、、職能與功能地圖職能與功能地圖職能與功能地圖職能與功能地圖 

傳統的職能（competency）概念由來已久，自 1973年 McClelland提出立基於個體

心理學原理的「個體主義職能概念」，即強調職能是卓越工作績效行為背後的重要影

響因素，因此若能提升員工的專業能力，勢必能提高其工作績效。因此，李樹中（2001）

將「職能」定義為：「一個人為達成卓越的工作績效，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術、能力、

特質和態度，不只包含了個人目前所具備的知識、技能與特質，同時還包括未來可能

發展的潛在能力與可透過學習而獲得的能力，涵蓋了由外顯的動作技能到內隱的價值

觀、情感或態度。這些職能項目與個人工作績效息息相關，且大多能透過學習與訓練

來增加或改變。」 

然而依據 Yeung（1996）的研究，發現職能的變化程度，將隨著人們在不同的年

齡、職涯層級、以及環境等，而有不同的轉變或改變。就如同 Spencer和 Spencer（1993）

在其所著的《工作的能力》（Competence at Work）中，將人員服務工作者的職能分為

兩大類：一者強調如何照顧他人，另一者則注重如何影響他人，但此種簡易的職能分

類方式，很快的就無法符應實際的需求。因此，Ammons-Stephens、Cole、Jenkins-Gibbs、

Riehle和 Weare（2009）便指出在研究不同工作者的職能時，簡單的職能清單已不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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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以有關功能地圖的發展便逐漸被廣泛的採用。Scott則認為功能地圖是針對特定

職位收集所需要的職能清單，且一個完整的功能地圖通常包含一個或多個群組，而各

群組中則涵蓋各項重要職能項目、職能定義以及行為描述等（Spencer & Spencer，

1993）。透過前述的探討，不難發現隨著職能或產業專業能力的備受重視，產業功能地

圖的重要性也逐漸提升。許多先進國家（如英國、新加坡）建立新興產業的工作職能

標準時，常會使用功能分析法（function analysis，簡稱 FA）以用來建立功能地圖、能

力標準和訓練藍圖（田振榮，2004、2005）。此外，透過功能分析法所發展出來的能力

及職能標準，也被視為是勞動職場與教育訓練系統的重要介面（官淑如、許永洲，

2007），而產業功能地圖的建構，亦能有效使後續專業能力標準之建立更具基礎。 

二二二二、、、、功能地圖的發展功能地圖的發展功能地圖的發展功能地圖的發展 

針對產業功能地圖的發展，學者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例如 Draganidis和 Mentzas

（2006）便認為在發展產業功能地圖時，應該依照組織的策略需求，進而發展所需的

專業職能。其所提出的功能地圖發展過程，主要可分成職能構圖（ competency 

mapping）、職能診斷（competency diagnosis）、職能發展（competency development）、

以及職能追蹤（monitoring competency）等四個階段。田振榮（2004、2005）則認為，

建構功能地圖時，可借重新加坡國家能力認證系統的產業功能地圖架構（主要如圖 1

所示），採取演繹取向的功能分析法，以逐步分析與建構產業功能地圖。其中，產業關

鍵目的（industry key purpose）著重在描述職業領域的特殊貢獻，清楚列出所欲達到的

目標；重要功能領域（critical functional areas）主要著重在將產業關鍵目的劃分為重要

的功能，並向職業領域的專家請教以達成關鍵目的；關鍵工作功能（key job functions）

主要目的在將重要功能領域進一步的劃分為出關鍵工作功能，直到所劃分出的關鍵功

能能促使個人有能力達成任務，最後確認關鍵工作功能後，便可發展能力單元（units of 

competency），以進一步的分析個人所應具備的技能與知識（官淑如和許永洲，2007）。 

重要功能領域重要功能領域重要功能領域重要功能領域 關鍵工作功能關鍵工作功能關鍵工作功能關鍵工作功能產業關鍵目的產業關鍵目的產業關鍵目的產業關鍵目的 能力單元能力單元能力單元能力單元

1

1.1 1.1.1
1.1.2
1.1.3
1.1.4

○○○○○○○○○○○○

○○○○○○○○○○○○

○○○○○○○○○○○○

○○○○○○○○○○○○

○○○○○○○○○○○○

 

圖圖圖圖 1：：：：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NSRS產業功能地圖架構產業功能地圖架構產業功能地圖架構產業功能地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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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析法於 1986年源起於英國政府，以職業功能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的

方式，取代傳統以職務與任務的能力分析，而功能地圖則是功能分析法的一種輸出格

式。英國建立的「國家職業資格證照」（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NVSs）的

職業標準，即是利用功能分析法所建立的。此外，新加坡近年來由其工業技能標準委

員會與其國家技能協會所共同發展的國家能力認證系統，其技能標準的發展也是採用

功能分析法所進行。新加坡並就其所發展出的技能標準，出版成「產業功能地圖」

（industry functional map）與「國家技能標準」（National Skills Standard）。功能分析法

的主要標的資訊為職責和任務，其主要步驟包含有：（1）確認職務目的；（2）透過逐

步分解問題，至達成目的所需之能力，亦即，透過分解規則的訂定，進而逐步將重要

功能領域劃分成關鍵工作功能，以確保所分析出的資訊能夠確保個人達成所預期的任

務（李隆盛，1999；Gonczi、Hager & Oliver，1990）。功能分析法針對某一產業、行業、

職業生產功能中所需的能力進行分析，並邀請熟悉該功能的成功從業人員當內容專

家，其呈現始於關鍵目的的定義、止於最簡單之生產功能的定義（即能力單元），且

在關鍵目的和重要功能的呈現方式，主要以動詞＋受詞＋條件為主，例如具備竹藝產

品生產技術，其中具備便是屬於動詞，竹藝產品屬於受詞，而生產技術則是屬於條件。

換言之，功能分析法主要以產業關鍵目的出發，了解各相關重要功能領域、關鍵工作

功能及能力單元，以建構功能地圖。因此，本研究主要採取此一方式以作為建構竹藝

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功能地圖的主要方法，而有關此一方法的詳細運作方式，將於方

法與程序中作更詳細的闡述。 

三三三三、、、、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功能地圖分析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功能地圖分析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功能地圖分析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功能地圖分析 

如何培育產業導向人才，是文化創意產業與竹藝產業所亟需探究的重要議題之

一。近年來，隨著產業結構的變遷與中國竹材製造業的削價競爭，現有臺灣的竹藝產

業已逐漸喪失原先發展的優勢地位，十分可惜（陳志遠、洪小婷，2003）。發展文化創

意產業需要的並不是只有文化的傳承，同時也面臨轉型的關鍵期，需注入創新的時代

新元素，方能滿足消費者不斷求新求異的需求，進而得以使產業持續拓展，不致招致

淘汰的命運（黃國敏、周宗德，2006）。而傳統文化產業如竹藝產業者，現階段面臨的

最大困境不只在於產業流失，更重要的是傳承無人。為此，培育與投入優質人才，協

助竹藝產業利用品牌、品質、差異化、精緻化、加值化等策略，以重新找回競爭優勢

是重要的（陳志遠、洪小婷，2003；楊蕙菁，2008）。 

林榮泰（2009）認為「工」加上「藝」是使臺灣走向文化創意產業的基礎，其將

「工」定義為「以文化作為背景的技藝或手藝」，而「藝」是技藝，是文化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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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工藝結合設計並遊動於文化間，再加上創意產生時，工藝極可能成了「生意」，如何

將創意變成生意，是文化創意產業所需解決的問題。因此，當竹藝人才漸失，新人才

的培育已無法只是傳承過有的技藝，如何加入新能力，以使新舊的能力調和，是使竹

藝的文化創意產業後續得以發光發熱的基石。若以傳統工藝產業轉型為文化創意產業

的人才需求而言，其所應具備的能力不僅是傳統工藝技術方面的能力，還必須具備企

劃、行銷、營運等不同的整合能力（林榮泰，2009；胡太山、張哲榮、張素莉、賈秉

靜和和呂宗盈，2006）。除了培育產業基本的生產技術外，還必須要考量工藝產業中各

個領域的特色與需求，無論是透過創意與設計，以彰顯藝術性與創作家個性特色，或

者融入具有地域性和社區生活的文化特色，並在成品的型態和創意上，加入市場和消

費因素的考量與設計。當然，在不必然特別強調作品的藝術成就之下，還應考量如何

量產製造、行銷產品、提供售後服務，以創造產業經濟價值（于國華，2004）。 

為了協助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能夠解決缺乏專業人力的問題，本研究主要著重在

建構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功能地圖，而以下主要先闡述本研究進行功能地圖的

分析原則，並說明研究者依據此一分析原則與文獻探討，所架構出的竹藝類文化創意

產業的功能地圖初稿，藉此以作為後續專家座談與深度訪談的理論基礎。 

（（（（一一一一））））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分析原則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分析原則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分析原則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分析原則 

綜合上述的分析重點，本研究在建構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草圖

時，主要的原則可歸納如下：（1）關鍵目的方面：依據世界潮流、社會脈動與相關文

獻以草擬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關鍵目的；（2）重要功能領域方面：採用功能分析法

的方式，將竹藝產業依其關鍵目的，在參考相關文獻後，往下草擬相對應的重要功能

領域；（3）關鍵工作功能方面：依據竹藝產業所需的重要功能領域，進行草擬相對應

的關鍵工作，並參考相關文獻以進行修訂；（4）能力單元方面：依據關鍵工作功能進

行演繹分析，並參考相關文獻以進行修訂。 

（（（（二二二二））））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草圖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草圖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草圖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草圖 

依據前述的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功能地圖分析原則，研究者主要先建構出竹藝類

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草圖，以作為後續專家座談的主要依據。此一功能地圖

草圖包含四大領域、九大功能和 33個能力單元；過程中並借重新加坡 NSRS的能力標

準結構需求考量，而做出功能地圖草圖的各項目錄，包括關鍵目的、重要功能領域、 關

鍵工作功能與能力單元，說明如下： 

1. 臺灣竹藝產業的關鍵目的為「提供優質的工藝產品與服務，滿足各種顧客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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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竹藝產業需要發展地區性文化，以臺灣本土文化為基礎，強化文化之主體，

深入而細微地探討本土文化及區域特色對竹藝產業所能提供的資源。同時，現

代竹藝的發展不再侷限於傳統模式，應整合藝術與創意的發揮，從文化、品牌、

形象的創新著手，提升其在國際地位的經濟價值。不但要加強文化內涵與人才

的培訓，也應追尋現代生活的走向，使其兼具文化與產業的雙重功能。 

2. 臺灣竹藝文創產業的四大重要功能領域為「地區性文化要素」、「設計及創作」、

「生產與技術」和「行銷和服務」 

A. 竹藝產業須能夠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利用在地資源與人力，才能充分發展

地區性文化，並促進地方經濟，創造當地就業機會。其主要的工作能力應包

括：（a）能夠善用地區性文化歷史，（b）能夠利用地區性的文化特色。 

B. 善用設計與創意，將現代竹藝的品味和品質與傳統竹藝的價值觀結合；在竹

藝教育上應尋求相關知識與實務的平衡，除了竹藝專業職能的培訓，也應培

養具有竹藝審美鑑賞力和國際視野的思維，因此另一項主要的工作能力應設

定在竹藝設計的培訓與創意的發揮。 

C. 具備竹藝產業的生產技術，在能力培養上包括通用的竹藝產業技術與竹藝分

類的次專門技術。 

D. 竹藝產業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即在於竹製品的行銷與服務，這需要具備掌握竹

藝市場趨勢、發展竹製產品行銷策略與服務客戶概念等的工作能力。 

3. 臺灣竹藝文創產業的九大關鍵工作功能與 33項能力單元細項 

根據關鍵目的及該產業重要功能領域，發展出九大關鍵工作功能，並進一

步發展出所囊括的能力單元，包含： 

A. 運用地區文化歷史：（a）明辦地區文化歷史，（b）萃取可推展之地區文化歷

史，以及（c）宣揚地區文化歷史。 

B. 運用地區文化特色：（a）明辨地區文化特色，（b）萃取可推展之地區文化特

色，以及（c）宣揚地區文化特色。 

C. 進行設計：（a）了解設計原理與步驟，（b）善用地區性文化元素，（c）研提

設計企劃書。 

D. 發揮創意：（a）展現創意思考能力，（b）記錄創意構想，（c）選取最佳創意

構想，以及（d）執行創意計畫。 

E. 具備工藝通用技術：（a）明辨工藝通用材料特性，（b）選取工藝通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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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處理工藝通用材料，以及（d）製作工藝通用成品。 

F. 具備工藝專門技術：（a）明辨工藝專門材料特性，（b）選取工藝專門材料，

（c）處理工藝專門材料，以及（d）製作工藝專門成品。 

G. 掌握市場趨勢：（a）執行市場調查，（b）分析市場消費情形，（c）選取市場

銷售管道，並且（d）歸納市場消費情況。 

H. 產品行銷：（a）羅列產品內容，（b）進行產品包裝，（c）選擇產品行銷管道，

以及（d）進行產品行銷。 

I. 服務顧客：（a）羅列客戶需求及問題，（b）分析需求及問題，（c）擬定滿足

需求及問題之策略，和（d）執行策略。 

依據上述透過文獻探討所獲得的竹藝產業關鍵目的、四大功能領域、九大關鍵工

作功能與 33項能力單元細項，可用以作為本研究後續建構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

才功能地圖的理論基礎，並據此進行修訂，以使功能地圖更為完善。 

參、程序與方法 

一一一一、、、、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功能分析法針對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進行功能分析，以釐清竹藝類文化

創意產業的關鍵目的、重要功能領域、關鍵工作功能、以及能力單元。因此本研究實

際進行功能分析的步驟，主要有文獻探討階段、功能分析階段、功能地圖發展階段、

以及職能驗證階段等四個不同的階段（官淑如、許永洲，2007），分別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文獻探討階段文獻探討階段文獻探討階段文獻探討階段 

主要著重在分析、歸納、以及統整相關文獻及研究報告，以建構出竹藝類文化創

意產業的功能地圖初稿，以利後續邀請專家學者參與專家座談會議時，與會專家學者

能夠依據此一初稿進行深度的討論，進而精簡功能分析會議的召開時間，並確保功能

分析會議的實際成效。 

（（（（二二二二））））功能分析與功能地圖發展階段功能分析與功能地圖發展階段功能分析與功能地圖發展階段功能分析與功能地圖發展階段 

在功能分析與功能地圖階段，本研究實際邀請專家學者（以下簡稱「與談者」）

進行竹藝類文化產業人才之功能地圖分析專家座談會議，依據文獻探討所初步建構的

功能地圖進行研討，並請與談者針對功能地圖的內容逐項進行討論。在此一專家座談

的過程中，本研究團隊與受訪專家先就職能功能草圖的完整性進行研討，並且由上而

下採用分解規則、由下而上採用重複規則的方式進行討論，直到能力內涵表成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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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樹狀結構圖。其詳細作法如下（官淑如、許永洲，2007）： 

1. 確認關鍵目的：先向與談者解釋關鍵目的的意義，亦即，讓與談者了解產業對

國家、社會、經濟、或是企業的貢獻，並清楚的指出產業所應該或想要達成的

目標、發展的理由、以及明確的任務，並提出修正意見，透過此一步驟可凝聚

與談者的共識。 

2. 分析重要功能領域：在確認關鍵目的並形成共識之後，研究者接著分析產業的

重要功能領域，其基本原則是以「分解規則」（break-down rule）為主，藉此將

關鍵目的劃分成主要功能，並透過與談者的共同參與，以確認透過那些重要功

能領域能夠達成關鍵目的。 

3. 分析關鍵工作功能：其分析方式和重要功能的分析方式相同，也是採取「分解

規則」，進而將重要功能領域劃分成關鍵工作功能，而當次要功能的分析完成

後，倘若透過關鍵工作功能便可確保「個人」能夠達成所預期的任務，那麼此

一分析就可停止。然而，倘若所預期的任務仍然需要多人的合作才能夠完成，

那麼研究者便必須進一步的進行能力單元分析，才能進一步據此作為從事該產

業的個人所應該擁有的技能和知識。 

4. 發展能力單元：當前述所提及的所有關鍵工作功能皆已完成能力單元的分析之

後，便能完成一份完整的功能地圖。 

（（（（三三三三））））功能地圖的驗證階段功能地圖的驗證階段功能地圖的驗證階段功能地圖的驗證階段 

為了確保上述透過專家座談會議所建構出的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

之適切性，本研究在驗證階段又採用深度訪談法，以一對一方式深度訪談具有不同背

景與專長的竹藝專家（以下簡稱「受訪者」），針對第一階段專家訪談後所建構的功能

地圖，請竹藝專家再逐項檢視並加以修正。 

二二二二、、、、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在建構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因為南投竹山地區一向

盛產竹材，也是臺灣竹藝業蓬勃發展的勝地，文建會也特別選定南投地區為竹木工藝

產業扶植培育的重鎮，故本研究特針對竹山、草屯地區具代表性的竹藝設計、竹藝技

術、竹藝教學與竹藝行銷等不同專長的專家人選進行訪談。研究對象的選取乃採取立

意抽樣法、以滾雪球的方式進行。在功能分析發展階段，邀集了六位專家進行座談，

其相關資料如表 1 所示。此六位竹藝類專家不僅分別具有不同的竹藝技法，且在竹藝

界具相當豐富的實務經驗，並開設有竹藝的生產與行銷工廠。因此，竹藝類專家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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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十分適切，且能提供研究者有關培育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才所需的相關資

訊與其經驗。為了確保功能地圖的適切性，研究者在功能地圖的驗證階段，亦邀請了

三位背景互補的竹藝專家進行深度訪談，此三位竹藝專家同樣具有豐富的實作經驗，

並皆開設有竹藝的生產與行銷工廠，其基本資料如表 2 所示。透過本研究，在發展階

段與驗證階段所邀請的竹藝類專家，能有效協助本研究建構出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

才之功能地圖，不僅具有參考價值，亦可作為後續延伸性研究的基礎和其他應用。 

 

表 1 

專家座談與談者之基本資料 

與談者與談者與談者與談者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熟悉領域或專長熟悉領域或專長熟悉領域或專長熟悉領域或專長 

A 女 竹藝研究、從事竹藝編織超過 30年 

B 男 竹藝設計、製作與行銷；創立自有品牌、自營大型竹藝工坊 

C 男 教師；擅長工藝教學 

D 男 竹藝設計、竹雕製作與行銷；自營竹藝文化園區 

E 男 擅長竹木工藝、加工；自營工作坊 

F 男 教師；擅長美工及工藝教學 

 

表 2 

深度訪談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受訪者 性別 熟悉領域或專長 

G 男 擅長竹材保青處理，竹節、竹皮再開發等竹藝技術；自營竹藝工坊 

H 男 擅長竹雕工藝；年資超過 20年；自營竹藝工坊 

I 女 擅長竹編工藝及竹編教學；自營竹藝工坊 

 

三三三三、、、、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研究工具包括專家座談大綱、深度訪談大綱、座談及訪談記錄表，茲

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專家座談大綱專家座談大綱專家座談大綱專家座談大綱 

在進行專家座談會前，先寄給與談者座談大綱的相關資料；於座談開始時，主持

人先向與會專家說明研究緣起與目的、初步建構之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功能地圖

初稿、會議討論重點、目的、以及預計進行的時間與流程。為了協助與會的專家能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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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內涵與完整性進行意見的交流，利用單槍投影機投射出功能

地圖初稿，以利與會專家立即進行互動討論與修訂，最後綜合歸納並建構出模式。 

（（（（二二二二））））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在進行深度訪談前，先寄給受訪者由專家座談會議所建構的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

人才功能地圖。在實際進行深度訪談時，研究者先向專家說明本次深度訪談的目的與

程序，再由研究者與竹藝類專家針對功能地圖進行逐項檢視，透過深度訪談的互動過

程，也驗證了所發展出的功能地圖之適切性。 

（（（（三三三三））））座談及訪談座談及訪談座談及訪談座談及訪談記錄表記錄表記錄表記錄表 

座談及訪談記錄表主要用於記錄與談者及受訪者的相關基本資料，以及記錄座、

訪談過程中的重要訊息或事件，此外，為了彌補記錄過程中的不足，本研究亦透過錄

音記錄專家討論的訊息，以作為本研究後續資料處理與分析之所需。 

四四四四、、、、資料處理與分析的程序資料處理與分析的程序資料處理與分析的程序資料處理與分析的程序 

本研究的資料處理與分析，係針對竹藝類專家學者所進行的深度訪談與專家座談

之逐字稿，為了能夠針對相關資料進行系統化的理論分析，主要運用下列資料處理程

序： 

（（（（一一一一））））資料編碼系統說明資料編碼系統說明資料編碼系統說明資料編碼系統說明 

本研究針對竹藝類專家學者深度訪談與專家座談的逐字稿內容進行系統性的編

碼，主要包含四個碼，茲將各碼的意涵列述如下： 

1. 第一碼 

第一碼的 B主要代表竹材（bamboo, B）的 B，例如 BA01中的 B即是代表竹材。 

2. 第二碼 

第二碼主要代表與談者或受訪者的代號，由於本研究總計邀請 6位與談者和 3位

受訪者，因此這九位專家的代號便分別為由 A～I，例如 BA01中的 A 便是代表第 1位

專家學者。 

3. 第三、四碼 

第三、四碼主要代表與談者或受訪者逐字稿內容的流水號，例如 BA01中的 01便

是代表專家所講的第一段話。 

（（（（二二二二））））資料分析程序資料分析程序資料分析程序資料分析程序 

本研究主要採用的資料分析程序如下：（1）對資料進行逐級登錄，從資料中產生



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功能地圖之研究 

藝術教育研究 41 

概念；（2）不斷地對資料和概念進行比較，系統地詢問與概念有關的生成性理論問題；

（3）發展理論性概念，建立概念和概念之間的聯繫；（4）理論性抽樣，系統地對資

料進行編碼；（5)建構理論，力求獲得理論概念的密度、變異度和高度的整合性（吳

芝儀、廖梅花譯，2001；徐宗國譯，1997）。根據前述的資料處理程序，研究者可以

系統化的建構出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功能地圖，藉此以供後續驗證之所需。 

（（（（三三三三））））研究效度研究效度研究效度研究效度 

為避免研究過程中的主觀偏執和自我陶醉，研究者必須要面對研究的限制，並且

釐清可能的盲點，進而藉由有效的途徑來檢核資料的取得、引用、處理和詮釋是否得

當，以加強整個研究過程的嚴謹度，並讓研究結果能夠儘量確實表達實況（甄曉蘭，

2003）。有鑑於此，本研究的效度檢核方法主要採用三角檢證法（triangulation），藉由

專家座談、深度訪談、以及座談與訪談記錄表等不同的方法蒐集資料，並透過參與者

檢核（members check）的方式，以協助審閱資料的分析與詮釋是否公正、客觀，透過

參與者的回饋以檢討和修正研究者的認知與詮釋（Miles & Huberman，1994）。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採用功能分析法建構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主要先透過文

獻探討以確立分析原則，並透過專家焦點團體訪談以建構功能地圖，進而再透過個別

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驗證，專家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的對象，主要皆邀請南投縣竹山

地區竹藝產業的成功從業人員以及教師等人士擔任專家，協助本研究之進行。茲將研

究結果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竹藝類文化創意竹藝類文化創意竹藝類文化創意竹藝類文化創意專專專專業人才功能地圖的建構業人才功能地圖的建構業人才功能地圖的建構業人才功能地圖的建構 

（（（（一一一一））））產業關鍵目的之建構產業關鍵目的之建構產業關鍵目的之建構產業關鍵目的之建構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分析草擬的臺灣工藝產業的關鍵目的為「提供優質的工藝產品

與服務，滿足各種顧客的需求」。優質工藝品的產出，一向是創造工藝產業價值的重要

因素，加上適當的行銷管道與優質貼心的服務，更能推廣工藝產品，創造文化創意產

業的產值。 

然而誠如與談者 B所言，提供優質工藝產品的基礎，是需要培養優質的創意人才，

讓工藝產品具有各自的特色、有個人風格的展現；百家爭鳴、各領風騷，才能凸顯產

業價值。如果只著眼於提供優質產品與服務以滿足客戶需求，就略嫌廣泛、不夠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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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文化創意產業中，每個工藝者的個人特色，是非常重要的（BD01）。否則提供

給客戶的產品將流於高度的同質性，或一味的抄襲，一但喪失特色也就無法展現價值。

因此，所有與談者皆一致認同與談者 B 的意見，同意在闡述產業關鍵目的時，更應該

要提供顧客著重於具有文化特色、個人風格特色的產品，除了可以代表地方，又可以

代表工藝者個人的工作坊或品牌，以創造產業長遠的價值（BD01）。此與陳泰松和翁

徐得（2006）對臺灣竹材製品發展的看法不謀而合。 

……提供優質的工藝產品，我們需要培養創意人才，應該再加上一塊就是有特色、

有個人風格……應該各個產業者、工藝者要有他的個人特色，這是非常要緊的，

也養成大家不要抄襲，這個非常重要，尤其是要讓有個人特色的產品出來，除了

可以代表地方，又可以代表他個人的工作坊。（BD01） 

據此，在廣納各個研究參與者的專家意見後，修正竹藝產業關鍵目的為：「提供具

有各自特色與風格的竹藝產品，以呈現地方文化特色並滿足各種顧客的需求」。 

（（（（二二二二））））重要功能領域重要功能領域重要功能領域重要功能領域、、、、關鍵工作功能關鍵工作功能關鍵工作功能關鍵工作功能、、、、以及能力單元之建構以及能力單元之建構以及能力單元之建構以及能力單元之建構 

本研究建構出竹藝文創產業的重要功能領域包含「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善用

設計與創意」、「具備產業的生產技術」以及「進行行銷與服務」等四大功能領域，針

對專家意見的討論、分解、歸納與驗證的歷程，分述如下： 

1.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  

1.1運用地區文化歷史：此關鍵工作功能下的能力單元有三項，包括 1.1.1理解地

區文化歷史、1.1.2萃取可推展之地區文化歷史、1.1.3宣揚地區文化歷史。在專家焦點

團體訪談過程中，與談者 A 提出呼應與談者 B的見解，竹藝工藝者應該珍惜並善用地

方特有的素材與生活智慧。目前工藝人才中，能成功運用文化與歷史來結合與環保議

題或現代生活空間議題的人，實在少之有少，大多數都還是停留在一種抄襲的情況，

無法突破（BH01）。其中對於文化特色的認同、自信與驕傲，正是目前工藝產業從業

人員所欠缺的。與談者 E 也同時分享在國外參加各式展覽活動的經驗，發覺國外的新

設計大都富含文化因素。當設計一個物件時，會追尋物件的歷史，並描寫設計歷程，

在基本的歷史與文化架構上設計產品。也就是以既有的文化價值為基礎，設計具有歷

史特色與文化生命力的產品，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買東西，就像是在買一個故事、一

個文化、一個特有的精神與意義（BE11）。這也是翁徐得（2007）一再呼籲的，臺灣工

藝產業應「更深入而細微的探討臺灣工藝產業的歷史與文化資源……」，強化臺灣的文

化主體。另外，與談者 E 也一針見血的指出，如果在竹山地區研習竹藝的工作者，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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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對竹山當地文化與特色多加研究，靜心品嚐竹山的歷史背景，沈浸在當地的古老智

慧的話，一定會大大的提升其竹藝工作的境界（BE11）。 

如何善用地方的東西，文化、歷史來結合現代跟環保有關、現代生活空間有關的

人才這樣反而沒有，幾乎很少，都還是停留在一種抄襲的情況。（BH01） 

文化面的部份，這次在國外我感觸很多，現在他們新的設計都有切入文化，

當設計一個物件，都會追尋這個物件的歷史，再描寫一下設計史，在基本的架構

上再設計這樣東西。雖然以前的東西我們不一定會去遵從它的知識，但是以前的

東西有它的文化價值，現在設計東西的話，文化的部份一定要加入，這是非常重

要的。（BE11） 

1.2運用地區文化特色：此關鍵功能下的能力單元有三項，包括 1.2.1辨明地區文

化特色、1.2.2萃取可推展之地區文化特色、1.2.3宣揚地區文化特色。在專家焦點訪談

過程中看見南投竹山一向具有豐沛的天然竹資源，多年來也以產竹及相關竹藝見長，

帶來極高的經濟價值。但有成功建構自有品牌、結合地方文化特色的竹藝產品，卻不

多見。與談者 E 在分享其經驗時指出，竹藝不僅是代表竹山地區的地方特色，更是代

表臺灣在各種國外知名家飾展或工藝展中，突顯臺灣特色的強大商品之一。尤其，有

很多歐洲國家在環保節能的需求下，正積極尋求運用環保的、節能的、在地的自然元

素，作為開發新商品的新素材，因而像竹素材，既是代表竹山地區的重要文化元素，

更是符合成為國際潮流中環保素材的新寵兒，臺灣應該要更努力的運用這些地區性文

化要素，結合設計、創意、技術與行銷，才能創造更大的產業價值（BE03）。這正好呼

應了林群涵（2007）對於竹材在環保意識中的優勢所作的分析。儘管如此，與談者 B

也語重心長的表示，國際潮流固然重要，但是工藝業從業人員更應該時時警惕，應將

國際潮流與趨勢列入參考，但不應迷失自己。好好融合當地文化，發展自己的特色，

總能做出一片天地。如果老是設計像畢卡索那一類的東西，怎能彰顯作品自有的特色

與獨特的生命力（BD08）。因此，與談者 B 認為只要每個人的本性不要迷失，不要一

昧依循或仰賴國際潮流與喜好，不要一直往外面去尋找，反而應該要往固有的文化特

色裡面去尋找，就能建立自己的自信心，顯現生活創意智慧、發揮潛能，進而開發具

有當地文化特色，創造代表個別品牌風格的產業，這樣才更具有意義（BD08）。 

……家具展最後一天要結束的時候，我發現每個國家的攤位都在賣東西……，但

只有我們臺灣攤位不敢賣……因為機制沒有出現……。（BE03） 

個人創作的話，國際潮流只能當作參考，不要迷失自己，好好發展自己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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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總能做出一片天地，可以融合當地文化，老是設計像畢卡索那些東西，我也看

不懂啦！（BD08） 

2. 善用設計與創意善用設計與創意善用設計與創意善用設計與創意  

本研究根據與談者提供的意見，在原草圖「善用設計與創意」的重要功能領域進

行增刪：一是在「進行設計」的能力單元中，增加了「掌握國際趨勢與資訊」一項能

力單元，形成四項能力單元，分別是：「辨明設計原理與步驟」、「善用地區性文化元素」、

「掌握國際趨勢與資訊」、以及「研提設計企劃書」等。另一則在「發揮創意」的能力

單元，修正「記錄創意構想」，成為「表現創意構想」並刪除「選取最佳創意構想」一

項；而採用以下三項能力單元：「展現創意思考能力」、「表現創意構想」、「執行創意計

畫」等。 

2.1進行設計：此關鍵功能下的能力單元有四項：2.1.1辨明設計原理與步驟、2.1.2

善用地區性文化元素、2.1.3掌握國際趨勢與資訊、2.1.4研提設計企劃書。在透過專家

座談做深入討論過程中，被強調設計與創意一向是彰顯產品特色的重要能力。而誠如

大多數的與談者所言，臺灣目前的創作，同質性太高，抄襲者多而獨立創作者少。與

談者 B 表示，其實每個人都是人才，只要能被激發出來。竹藝工作者應該以地區性文

化要素為基底，不要老是做與外國人一樣的東西，東方的作品呈現出來若與西方一模

一樣，那就是一般的工業產品，失去了生命，所以激發個人設計潛能、發揮創意是最

要緊的。然而與談者 E 也指出，文化認同固然十分重要，但在進行設計時，仍應多考

慮世界趨勢與潮流的接軌，或是複合材料的選用。例如：竹材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

點，如果創作者在設計時能從缺點當中搭配某一種材性的材料加入設計考慮時，也許

更能發揮它的優點與特色（BE05）。或者將傳統的竹藝結合現代科技，創造令人耳目一

新的產品，例如竹編的設計的電車外殼、高爾夫球場車的外殼，或遊樂區所使用的相

關器具或裝飾都是很好的設計與創意的運用（BE06）。至於與談者 D 則認為要培育一

位優秀的竹藝工作者並不容易，有心從事竹藝工作者，應該要有多方面相關的涉略，

多參與各式的專業演講或研討會，以辨明各項事物的原理與步驟，吸收他人的創作動

機與設計原理，開拓並充實視野。 

現在很流行的複合材料使用，所以說竹子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有時候你從

缺點當中搭配某一種材性，也許更能發揮它的優點。（BE05） 

2.2發揮創意：在此關鍵功能下有三項能力單元，座談過程中與談者 C提出應修正

「記錄創意構想」，成為「表現創意構想」。因為，創意構想不應只是要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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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應該是直接透過三維圖或其他創作圖，把創意想法直接展現出來，所以應該是具體

表現的能力而不是單單是記錄創意構想的能力。至於「選取最佳創意構想」一項，與

談者 C表示不需要這個能力單元，應該是有效的將創意加以執行、落實，也就是有想

法不能單單只是在腦筋裡面，而要把它表現出來，加以確實執行。再透過個別深度訪

談進行驗證時，受訪者 G和受訪者 H皆強調，無論進行設計或創意時，對於竹材性質

的認識與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對竹材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不僅可以減少設計及創意時

失敗的機會，也可減少摸索的時間（BA57）（BB61）。若設計者過度天馬行空的設計，

反而增加錯估竹材特性，造成失敗與錯誤的機會，因此，最重要的是加強對竹材性質

的了解，（BB63）（BB667），以增加設計創作的可行性。另外，受訪者 G表示，從

設計和創意切入竹藝產品的角度並不相同，一般竹藝工作者多從材料角度出發設計產

品，因此較受竹材的限制；但純做設計的工作者，則多從廣義的角度切入，強調作品

的品味和設計感（BA62）（BA70），因此這兩種角色的結合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們這邊做的……都從材料性質的角度去看我要做的東西，那可能跟設計師

的設計的步驟不太一樣，設計師的步驟可能他會先從，我現在要做什麼東西出發，

他會先找一個元素，找出來之後，他再去模擬這樣的東西出來……。（BA57） 

……設計的時候有一個重點，就是設計師對材質的了解，這個是重點……。（BB61） 

……好的設計要成為一個好的設計師對材質的了解是必須的。（BB63） 

……其實你很多想法要去執行牽涉到技術的部分……。（BB667） 

從材料角度去出發做產品的話會比較受限…就發現你想要跳脫從材料角度去設計

產品的時候會遇到一個瓶頸，那如果你從設計面進來的話那範圍會很廣……。

（BA62） 

3. 具備竹藝產品生產技術具備竹藝產品生產技術具備竹藝產品生產技術具備竹藝產品生產技術  

在此重要功能領域中，共包括五項的關鍵工作功能，包括 3.1善用竹編技術、3.2

善用竹雕技術、3.3善用竹鑿技術、3.4善用竹材膠合技術、3.5善用其他竹藝生產技術;

而每項技術的關鍵工作功能下包含的能力單元，都涉及材料選取、材料處理、創意設

計、實際創作，以及產品後續的塗裝等四種職能於其中。換句話說：本研究根據與談

者所提供的意見，修正「具備產業生產技術」該項重要功能領域，為「具備竹藝生產

技術」。同時摒棄原有以產業通用技術與產業專門技術的區分方式，將竹藝文創產業

工作者的關鍵工作功能依照竹藝技術區分為：「善用竹編技術」、「善用竹雕技術」、

「善用竹鑿技術」、「善用竹材膠合技術」、以及「善用其他竹藝技術」等五項。竹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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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指的是將竹材剖片及剖絲之後，利用竹本身纖維的韌性及柔軟性，將其創作編織成

某種圖案作品的技術。竹身與竹根，藉由圖案、文字的刻塑或鑿製，成為深具創意的

工藝品、陳設擺件與藝術品，此是淵遠流長的竹雕技術的展現。竹子特性甚為堅固具

彈性，竹片經過處理後，透過膠合技術的運用，可製成各式的工藝品或傢俱，膠合技

術的展現，更擴展了竹材的使用範疇。竹藝技術如無法歸入以上四者，則屬於五項關

鍵工作功能的其他者。至於能力單元的部分，則依照不同技術類別，區分為「選取作

品材料」、「處理材料」、「製作作品」以及「塗裝作品」等四類。 

由於本研究乃著眼於竹藝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功能地圖的建構，在專家座談的討論

過程中，與談者著墨最多的是有關生產技術分類的討論。首先，與談者 A 指出，認同

竹藝工作者應具備生產技術，但主張「具備產業生產技術」的描述則太過廣泛，因此

建議修正為「具備竹藝生產技術」，並獲得所有與會研究參與者一致的認同。至於，

關鍵工作功能的定義與分野，則有十分熱烈的討論。與談者 C指出，竹藝生產技術的

分類若以通用技術跟專門技術來劃分會，則較難以劃分清楚；到底哪些是通用技術，

那些是專門技術實在不易區分，如果用此分類方式則會造成技術重疊、材料重疊等問

題。但若以材料進行區分，則牽涉到材料的選擇與處理，例如一棵竹子可能有三至四

種的用途與分類，如果以通用技術來說，竹材則可視為一般的通用材料，有時是不需

要另外加工，裁切之後就可以用。如果是製作專門的、工藝化的技術，則竹材就會因

不同的產品、使用地區氣候條件、使用習慣而有不同的需求與考量，需要特別處理。

因此，以竹材做區分，似乎亦有爭議空間。 

而與談者 B則在呼應與談者 C觀點的同時，建議以技術的分門別類為重點，粗分

四至五款即可：第一是竹編，第二個竹雕，第三就是竹製產品，第四是竹家具，第五

則是工藝品（BD03）。此外，與談者 A 亦認同以竹藝技術來區分，含編、雕、鑿，還

有膠合類的技術部分，強調區分這些觀念技術之下的小單元，不是以產品生產來區分，

而是加工技術的不同來作分野。另外與談者 B則修正其看法，直接提出三項分類原則：

竹編、竹雕、竹家具，並在竹家具中區分兩個細目，一個是原竹加工，一是膠合加工。

但此一區分方式又似乎混合了技術與產品（BD04），與談者 C 和 E，紛紛提議用技術

作區分，因為產品種類太多了，要從成品作區分很困難，故一致認同由技術種類作區

分職能分析模式中的關鍵工作功能比較單純（BE09）。據此，各與談者同意以竹藝技術

中的竹編、竹雕、竹鑿、竹材膠合以及其他竹藝技術做為關鍵工作功能的分類。至於，

能力單元的分類，則有非常一致的看法，都認為不論運用哪一種技術，都必須注重材

料選取、材料處理、創意設計、實際創作，以及產品後續的塗裝，也就是泛指產品的

染色與噴漆處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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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竹子這個產業，比較不能當一般像是木器或者其他產業的分類，應該是以

分門別類為重點，第一是竹編，第二個竹雕，第三就是量產的像是筷子那一類的，

這個是屬於普及化的商品，另外一個是家具，再來是工藝品，粗分這四五款應該

就夠了。（BD03） 

4. 進行行銷與服務進行行銷與服務進行行銷與服務進行行銷與服務  

透過專家座談做深入討論時，發現此項是竹藝專家們最不擅長的職能。當竹藝作

品或竹藝產品需要被賦予商業價值時，都必須考量產品的行銷與服務，才能有效的掌

握市場資訊、行銷產品訊息並進而服務顧客。但是，工藝人才由創作者起家居多，大

多不擅於分析市場、進行行銷與服務顧客。因此，如何遴選、培育文化創意產業的適

合人才，的確有其先天上的困難與限制。誠如，與談者 B 所述，談到行銷與服務，似

乎已跳入企業經營的層面，這樣會把職能分析模式弄得非常複雜，建議這個項目不應

該列入考慮，因為要加強技術，就很難考慮行銷，畢竟行銷跟技術是完全不同的領域

（BD05）。身為竹藝工作者應該將自己的專業、工藝特色、創意表現出來，自然會吸

引顧客參觀，如果這個職能分析模式著重在培養竹藝人才，那加入行銷與服務後可能

為竹藝人才帶來潛藏的矛盾（BD06）。然而，與談者 D 則提出不同的看法與體驗，與

談者 D，以竹雕工藝者起家，因自營文化園區後，深深體會行銷與服務的重要。 

……，講到行銷的部分已經跳脫產業的層面，已經算是企業經營，這樣把題目搞

得非常複雜，我建議這個項目不應該列入考慮……（BD05） 

把自己的專業、工藝，你把個人製作的特色、創意表現出來，自然會吸引人

家出來參觀，我們的目的是培養竹藝的人才……當然自己有創意、有特色出來以

後，肯定慢慢有品牌、有口碑，人家就會去自己來參觀，應該是從這一方面下

手……。（BD06） 

而與談者 C則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的功能地圖，應不只著眼於工藝創作者的觀點，

而應放眼產業發展的整體角度，也許不需太大、太複雜的規模，仍應學習行銷與服務

的概念，以自有品牌的特色促進經濟收益，不要讓藝術家或工藝家，與經濟的弱勢畫

上等號，才能使文化創意產業中的工作者獲得生活的改善，進而貢獻社會，所以與談

者 D 認為建立竹藝人才的職能素養，行銷的專業與知識仍是非常重要的，贊成將這項

基本職能列入職能分析模式中。至於與談者 D，也提出相似的觀點，感嘆當市場不見

了，工藝創作者個人再怎麼努力可能也沒有用，因為你不了解整個產業趨勢、行銷與

市場，也因此沒有人有機會欣賞、了解或使用你的竹藝產品，即使產品再好，恐怕也

是曲高和寡。所以如何藉由政府的力量，建構行銷與服務機制，來協助竹藝產業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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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與發展，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與談者 B，也提出政府的角色、職責與相關輔助配套

措施的適當性，是需要更進一步討論與商榷的，但是此一議題不在本研究的範疇中，

故不加以歸納引述。本研究歸納多數與談者意見，仍將「進行行銷與服務」列入重要

功能領域，以期能在培養工藝類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同時，提升專業人才在行銷與服

務方面的素養，並兼顧工藝產業的整體經濟價值。 

二二二二、、、、竹藝類文化創意竹藝類文化創意竹藝類文化創意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專業專業專業人才功能地圖的驗證人才功能地圖的驗證人才功能地圖的驗證人才功能地圖的驗證 

為了確保本研究所建構的竹藝文化創意專業人才功能地圖之適切性，研究者又邀

請了三位背景互補的竹藝專家進行深度訪談，以藉此驗證此一功能地圖，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產業關鍵目的之驗證產業關鍵目的之驗證產業關鍵目的之驗證產業關鍵目的之驗證 

在進行深度訪談驗證此產業關鍵目的時，受訪者對於專家座談所建構的產業關鍵

研究目的都表示認同。受訪者 G和受訪者 I 均強調在地方文化薰陶下，展現具有各自

特色與風格的工藝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研究在經過深度訪談驗證其結果後，

確定竹藝產業關鍵目的為：「提供具有各自特色與風格的竹藝產品，以呈現地方文化特

色並滿足各種顧客的需求」。 

（（（（二二二二））））重要功能領域重要功能領域重要功能領域重要功能領域、、、、關鍵工作功能關鍵工作功能關鍵工作功能關鍵工作功能、、、、以及能力單元之驗證以及能力單元之驗證以及能力單元之驗證以及能力單元之驗證 

本研究建構出竹藝文創專業人才的重要功能領域包含「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善

用設計與創意」、「具備產業的生產技術」以及「進行行銷與服務」等四大功能領域，

其驗證結果可分述如下： 

1. 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 

在透過個別深度訪談進行驗證時，針對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這項功能領域及其關

鍵工作功能及能力單元驗證的部分，所有的受訪者皆認同功能地圖中，所建構概念。

其中受訪者 G除認同此項功能領域的重要性外，也強調應著重以現有竹藝文化特色為

基礎，塑造未來作品的價值。且表示雖然大多數實際從事竹藝產業的相關人士，雖很

少單獨提到地區文化要素，但若仔細觀察大部分的工作者在設計、製作或經營竹藝產

業時，已將個人潛意識中蘊含的地區文化與個人風格，融入作品中，例如在進行設計

時，所模擬的要素或所抓取的設計元素，往往是從文化層面展現的。另外，受訪者 H

亦提及塑造未來竹藝產業特色的部分，可考慮強調透過竹藝生產履歷的建構，突顯竹

藝產業的文化特色，以突顯臺灣竹藝有別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文化特色。 

至於就關鍵工作功能「運用地區性文化歷史」而言，受訪者 I 認為竹編是中國傳

統家家戶戶必備的技能，例如竹簍、餐桌罩和謝籃等器具，皆得運用竹編的技術。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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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至今，竹編的歷史是非常悠久的，因此在設計作品與展現其技術時，也必然運用到

地區文化與歷史元素。另外，受訪者 H 則表示，專家座談中發展出來的能力單元，包

括「明辦地區文化歷史」、「萃取可推展之地區文化歷史」以及「宣揚地區文化歷史」

應該算是滿完整的。但有關竹藝的文化和歷史部分，則欠缺有系統化的整理，現階段

最重要的應該是要有效的累積、整理與建構，以塑造屬於竹藝類特有的文化歷史。 

受訪者 G認為「運用地區性的文化特色」關鍵功能是完整的，並再次強調應透過

工藝家的努力共同塑造竹藝產業的文化，營造屬於臺灣竹藝產業的文化特色。然而受

訪者 H 則強調，一位竹藝創作者的創作來源大多來自生活周遭環境，例如雕刻青蛙的

作品，即是生活在蓮花田畔而長時間浸淫與觀察的成果。受訪者 I 則與受訪者 H 看法

相同，宣揚或運用地區文化特色是無可厚非的。另外受訪者 I 更強調如何辨明、萃取

和宣揚地區文化特色，是讓竹藝積極向外推展非常重要的一環。 

綜上所述，所有與談者和受訪者皆認同「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及其包含之兩項

關鍵工作功能，和分別所需之能力單元。更強調塑造屬於竹藝產業的特有特色，並辨

明與萃取地區文化歷史及文化特色，積極培養人才、宣揚竹藝產業。 

2. 善用設計與創意善用設計與創意善用設計與創意善用設計與創意  

在透過個別深度訪談進行驗證時，受訪者 G和受訪者 H皆強調，無論進行設計或

創意時，對於竹材性質的認識與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對竹材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不僅

可以減少設計及創意時失敗的機會，也可減少摸索的時間。若設計者過度天馬行空的

設計，反而增加錯估竹材特性，造成失敗與錯誤的機會，因此，最重要的是加強對竹

材性質的了解，以增加設計創作的可行性。另外，受訪者 G表示，從設計和創意切入

竹藝產品的角度並不相同，一般竹藝工作者多從材料角度出發設計產品，因此較受竹

材的限制；但純做設計的工作者，則多從廣義的角度切入，強調作品的品味和設計感

因此這兩種角色的結合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善用設計與創意之工作功能和能力單元的驗證方面，受訪者 G表示透過創意

思考、構想和計畫出來的竹藝產品，只要有特色、不模仿、質感又好就會受歡迎。而

受訪者 H 也認同善用設計與創意的重要性，指出一般業界中竹藝工作者，必須一個人

同時具備設計、創意、生產的整個過程，包含如何運用地區文化要素、瞭解材料特性

及處理方式，再進行產品設計與製作。然而，受訪者 I 則表示，一般竹藝工作者，不

一定具有設計或創意領域的背景，所以可能憑自己會做什麼竹藝產品就做什麼，也因

此無法因應市場需求與產業發展而快速改變。 

綜上所述，與談者和受訪者認同「善用設計與創意」及其包含之兩項關鍵工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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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分別所需之能力單元的重要性。但也指出竹藝工作者，在掌握創意和設計時所

面對的困難與挑戰，更凸顯在培育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時，創意和設計能力的培

養是十分重要的領域。 

3. 具備竹藝產品生產技術具備竹藝產品生產技術具備竹藝產品生產技術具備竹藝產品生產技術  

在深度訪談進行中，受訪者 G、H、I 均認同在竹藝人才的培養或培訓過程中，竹

藝產品生產技術的部分大概可以涵蓋編、雕、鑿、膠合及其他這幾個層面，且無論編、

雕、鑿、膠合及其他這幾個方面都要會，否則無法將竹藝做整體性的呈現。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 G、H、I 都認同竹藝技術應包含「善用竹編技術」、「善用

竹雕技術」、「善用竹鑿技術」、「善用材料膠合技術」、以及「善用其他竹藝生產

技術」等五大面向。對於相關技術的各個層面都必須有所了解與認識，能充分掌握才

能將竹藝品做整體完整的呈現。其中，受訪者 H 與受訪者 I 均表示，其實竹藝的每一

種技法，都是很重要的。竹藝工作者需要對於各技術層面有清楚的認知，才能進一步

的融合各項技術進行設計與生產。 

另外，受訪者 G表示塗裝是每個加工過程的最後一項，受訪者 I 則提出透過塗裝

技術延長竹藝產品的保存是非常重要的。但每一種竹藝技術的塗裝方式和技巧皆不相

同，相關的概念一定要了解與學習，竹藝生產技術的部分是每一位技術人員都必需要

具備的能力。 

因此，整體而言，與談者和受訪者皆十分認同本研究所建構竹藝生產技術的關鍵

工作功能及其涵蓋的能力單元，同時也強調竹藝人員，需了解各種竹藝產品生產的技

術與其相關的能力層面。 

4. 進行行銷與服務進行行銷與服務進行行銷與服務進行行銷與服務  

在透過深度訪談進行驗證時，受訪者 G、H、I 均表示一般竹藝人員對於行銷方面

的認識與能力較欠缺，所以在竹藝人才培養或培訓過程中，學習型相與服務的概念與

能力是必要的。因此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功能領域：「進行行銷與服務」中，應

包含 4.1掌握市場趨勢、4.2行銷產品、4.3服務顧客三項單元。 

4.1掌握市場趨勢：在此關鍵工作功能下的能力單元有四項，包括：4.1.1執行市場

調查、4.1.2分析市場消費情形、4.1.3選取市場銷售管道、4.1.4歸納市場消費情況。

掌握市場趨勢方面，受訪者 G認為設計開發產品應該先掌握市場趨勢，具備市場消費

的概念、了解現在市場流行什麼、已經有的是什麼或缺乏那些東西再進行研發。受訪

者 H 提出掌握市場趨勢對一位竹藝人員而言是必須了解與具備的，受訪者 I 則認為了

解市場趨勢後對於竹藝會具有更深一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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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行銷產品：在此關鍵工作功能下的能力單元有四項，包括：4.2.1羅列產品內容、

4.2.2進行產品包裝、4.2.3選擇產品行銷管道、4.2.4進行產品行銷。另外，受訪者 G

表示，產品包裝與行銷，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工作項目。且受訪者 G、H、I 皆不約而同

的強調，透過更好的產品陳列方式、包裝與行銷，可讓更多人欣賞和喜歡竹藝產品，

期待能擬訂好的行銷策略，讓竹藝產業能有規劃的向外擴展和向上提升，更有機會推

廣到全世界。 

4.3服務顧客：在此關鍵功能下的能力單元有四項，包括：4.3.1羅列客戶需求及問

題、4.3.2分析需求及問題、4.3.3擬定滿足需求及問題之策略、4.3.4執行策略。至於，

服務顧客方面，受訪者 G、H、I 皆表示，竹藝產品出售後，總會有竹材本身的狀況或

使用上的問題，如何分析問題、改善問題、提供滿足客戶需求之售後服務，也是竹藝

人才培養和培訓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此，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驗證的過程，發現受訪者皆認同，竹藝工作者應具備

本研究所建構的「行銷與服務」的概念和能力，以及其包含之關鍵工作功能和能力單

元。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發展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功能地圖，發展階段主要包括：文獻分

析、功能分析、功能地圖建構與驗證等，過程中透過專家訪談以及深度訪談等方法，

建構並確認出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的功能地圖。基於上述，本研究獲得的結論與

建議如下：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已建構出「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功能地圖」，如圖 2所示，包含四大功

能領域、12關鍵工作功能和 45項功能單元。依據上述功能地圖，除了能有助於了解培

育竹藝類的文化創意產業人才所應關切的重點之外，尚可依據此一功能地圖發展更具

體的技能標準。例如，在解讀圖 2 的功能地圖時，可以清楚了解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

的「關鍵目的」，更可進一步的瞭解達到此一產業關鍵目的所應該具備的「能力要項」。

有關本研究所發展出的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功能地圖，其進一步的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產業關鍵目的產業關鍵目的產業關鍵目的產業關鍵目的可協助了解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可協助了解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可協助了解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可協助了解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問題核心與問題核心與問題核心與問題核心與 

預期價值預期價值預期價值預期價值，，，，且能且能且能且能破除破除破除破除刻版印象刻版印象刻版印象刻版印象或迷思或迷思或迷思或迷思，，，，進而進而進而進而帶來帶來帶來帶來實質的效益實質的效益實質的效益實質的效益 

當在解讀功能地圖時，透過功能地圖中的產業關鍵目的「提供具有各自特色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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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竹藝產品，以呈現地方文化特色並滿足各種顧客的需求」，可引領優質竹藝類產品

應朝具有的特色與風格，呈現地方文化特色與滿足各種顧客需求努力。在充滿抄襲與

過度同質化的商品充斥下，竹藝工業更應強調地區文化特色，創造自有品牌風格，以

增加產品的生命力，與產業的產值與競爭力。 

（（（（二二二二））））重要功能領域須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才能活化產業生命力重要功能領域須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才能活化產業生命力重要功能領域須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才能活化產業生命力重要功能領域須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才能活化產業生命力 

透過重要功能領域的呈現，可以協助了解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才所應具備

的能力，包含有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設計與創意、竹藝產品生產技術、以及行銷與

服務等要點。其中，能夠適切的運用地區性文化要素這項能力，更是能夠協助竹藝類

產品帶入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能力。產品的生命力與故事性，多來自於對自有文化的

認同與自信，也才能蓄積設計與創意的能量，進而透過適度的行銷與顧客服務，傳達

品牌生命力以及竹藝產品的特殊價值。 

（（（（三三三三））））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人才人才人才所所所所必備的重要工作功能必備的重要工作功能必備的重要工作功能必備的重要工作功能之一在之一在之一在之一在善用善用善用善用 

設計與創意設計與創意設計與創意設計與創意 

傳統的工藝產業常著重在技術的訓練，但是當面臨接觸文化創意產業時，如何妥

善的展現其設計與創意，便是身為未來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所必須具備的重要工

作功能之一。尤其如何平衡或運用於傳統與現代價值間、如何自處於自我特色展現與

社會主流觀點中；或如何於世界趨勢潮流與在地文化特色中取捨，都是設計與創意所

面臨的種種考驗。在培育竹藝產業人才時，更應做多元的考量與設計。 

（（（（四四四四））））竹藝的生產技術需重視編竹藝的生產技術需重視編竹藝的生產技術需重視編竹藝的生產技術需重視編、、、、雕雕雕雕、、、、鑿鑿鑿鑿、、、、膠合與其他五大類別膠合與其他五大類別膠合與其他五大類別膠合與其他五大類別 

各項實作技術的專業性與純熟度，更需要長時間的醞釀而養成。在一種竹藝產品

中，可能運用單一技術製成產品，或須運用各種技術的結合，產出適合不同需求、不

同氣候環境、不同使用習慣、不同美感標準的實際產品。要同時成為能運用這五大技

術的竹藝人才並不容易，一般專家多以一至兩項技術見長，並透過不斷的創作、技術

提升與生命淬練，成就一定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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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運用地區文化
      特色

1.1 運用地區文化  
      歷史

1.1.1 理解地區文化歷史
1.1.2 萃取可推展之地區文化歷史
1.1.3 宣揚地區文化歷史 

1.2.1 辨明地區文化特色
1.2.2 萃取可推展之地區文化特色
1.2.3 宣揚地區文化特色

2.1 進行設計

2.2 發揮創意

3.5.1-3.5.4 其他竹藝技術類型作品 
                  的選材、材料處理、實
                  作、塗裝

提供有各自特色與

風格的竹藝產品，

以呈現地方文化特

色並滿足各種顧客

的需求

1 運用地區性文化
   要素

2 善用設計與創意

3 具備竹藝產品生產
   技術

4 進行行銷與服務

4.1 掌握市場趨勢

4.3 服務顧客

4.2 行銷產品

3.1 善用竹編技術

3.2 善用竹雕技術

3.3 善用竹鑿技術  

3.4 善用竹材膠合
       技術

3.5 善用其他竹藝
      生產技術

產業關鍵目的產業關鍵目的產業關鍵目的產業關鍵目的 重要功能領域重要功能領域重要功能領域重要功能領域 關鍵工作功能關鍵工作功能關鍵工作功能關鍵工作功能 能力單元能力單元能力單元能力單元

2.1.1 辨明設計原理與步驟
2.1.2 善用地區性文化元素
2.1.3 掌握國際趨勢與資訊
2.1.4 研提設計企劃書

2.2.1 展現創意思考力能
2.2.2 表現創意構想
2.2.3 執行創意計畫 

3.1.1 選取竹編作品材料
3.1.2 處理竹編作品材料
3.1.3 製作竹編作品
3.1.4 塗裝竹編作品

3.2.1 選取竹雕作品材料
3.2.2 處理竹雕作品材料
3.2.3 製作竹雕作品
3.2.4 塗裝竹雕作品

3.3.1 選取竹鑿作品材料
3.3.2 處理竹鑿作品材料
3.3.3 製作竹鑿作品
3.3.4 塗裝竹鑿作品

3.4.1 選取竹類膠合製品材料
3.4.2 處理竹類膠合製品材料
3.4.3 製作竹類膠合製品
3.4.4 塗裝竹類膠合製品

4.1.1 執行市場調查
4.1.2 分析市場消費情形
4.1.3 選取市場銷售管道
4.1.4 歸納市場消費情況

4.2.1 羅列產品內容
4.2.2 進行產品包裝
4.2.3 選擇產品行銷管道
4.2.4 進行產品行銷

4.3.1 羅列客戶需求及問題
4.3.2 分析需求及問題
4.3.3 擬定滿足需求及問題之策略
4.3.4 執行策略  

圖圖圖圖 2：：：：竹藝類文化創意竹藝類文化創意竹藝類文化創意竹藝類文化創意專專專專業人才功能地圖業人才功能地圖業人才功能地圖業人才功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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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對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對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對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對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1. 竹藝產業的定位與特色竹藝產業的定位與特色竹藝產業的定位與特色竹藝產業的定位與特色尚尚尚尚待提升待提升待提升待提升  

沒有特色與風格的竹藝產品，將無法為竹藝產業帶來新生的力量，創造文化創意

產業的新價值。然而，產出具有各式風格與特色的竹藝作品，往往是需要長時間醞釀

累積的成果，與地區性文化要素有關，也與設計、創作者的素養與理念相關。因此本

研究建議，政府在扶植竹藝類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過程中，應更著重於對地區文化原

貌的尊重，鼓勵與支持具有地區文化特色，或能創造自我品牌風格的產出，以取代削

價競爭、沒有特色的工藝品，讓整體產業的定位與價值得以提升。 

2. 竹藝人才竹藝人才竹藝人才竹藝人才需需需需系統化培育系統化培育系統化培育系統化培育  

誠如竹藝專家所言，竹藝人才已出現青黃不接的斷層現象，但是現行的教育體制

對於竹藝人才的培育方面，仍舊缺乏完善的系統化培育機制，抑或者明確的職能培育

課程。因此，倘若未來一旦人才短缺，將可能無法支持竹藝產業的永續發展，故有關

竹藝人才的培育規劃，應該是產、官、學各界應該積極重視的議題。 

3. 竹藝人才有待強化產品行銷與優質服務能力竹藝人才有待強化產品行銷與優質服務能力竹藝人才有待強化產品行銷與優質服務能力竹藝人才有待強化產品行銷與優質服務能力 

對竹藝工作人才來說，產品行銷與客戶服務是普遍不熟悉的功能領域，也因為不

熟悉或不擅長，而削弱產品銷售力。因此竹藝工作人才，仍須培養對行銷產品與服務

顧客的基本素養，才能更有機會在適當的時機，有效的行銷商品，以便創造收益與產

值，改善經濟生活。 

（（（（二二二二））））對未來相關研究對未來相關研究對未來相關研究對未來相關研究 

1. 本研究所建構的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功能地圖中的各項能力單元，能進一

步研究其對應的職能要素、職能標準、績效規準、應用領域、知識佐證和評測

指引等。 

2. 本研究所建構的竹藝類文化創意專業人才功能地圖中的各項能力單元，能深入

研究各項職能的內涵，並發展培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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