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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才能之解釋 

才能（competence）是當認識改變以後，推廣工作可影響的個人和組織改變

層次，其一般性的意義可解釋為：「與某項工作有直接相關的一組知識、技巧、經

驗、態度和價值判斷」（parry，1996，p.15）。不過，才能的解釋和定義仍可能因

不同的應用領域而有所差別，它與知識、技巧、態度、工作表現（performance）、

資格認定（qualification）、專家技能（expertise）、能力（capability）和專業

（profession）等特性具有相關。 

能力（capability）的概念是在指示出個人的基本特點，其是由知識、技巧和態

度等組合而成，因此，能力與才能的解釋範圍極為相似。比較上，能力雖是個人所

具有，但個人不一定很清楚，也不一定使用它，而才能則是指執行某項特定工作所

需要的個人特點，所以，才能的意義範圍比能力的解釋還更集約，才能比能力要求

更精準的知識、技巧和態度內容。另一方面，技巧比知識和態度更是才能所偏重的

個人特點，因此，技巧的概念比知識和態度更為接近才能的解釋意義範圍。從表現

的形式而言，能力是具一般性的個人特點，其特點的表現較具內隱，而才能則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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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的個人特點，其特點的表現較具外顯。 

才能和工作表現（performance）常是混和出現的現象，因此，兩者具有重疊

的意義範圍。比較上，工作表現更被認為是可直接觀察和客觀性的工作成果，而才

能則是能反映具有效果的工作表現。所以，工作表現的概念可包含沒有效果的情

形，其概念範圍大於才能，而才能僅是有效產生工作表現的基礎和個人能力（Stoof 

et al，2002）。 

才能和專家技能（expertise）的概念意義亦具相似性，區別上，才能可說是針

對工作產生一般效果所呈現的能力，而專家技能則是針對工作產生高級效果所呈現

的專家表現，所以，專家技能可說是高階才能。在人事選擇上，對新進入職場的人

員，皆先要求具有必要才能，此才能可使人員勝任組織的一般工作要求，而針對高

階工作人員，則常要求具備專家技能，以達到更高工作成果。簡言之，才能是工作

人員所需具有的門檻標準，而專家技能則是能使工作人員具有最佳工作表現。在人

力資源發展領域內，專家技能已逐漸被認為是企業人力的必要條件，僅具門檻標準

的才能是不夠的。而專家技能則需要整合知識、經驗和問題解決等三項領域內容，

以表現出最佳工作成果（Swanson & HoltonⅢ，2001）。隨著知識管理觀點的發展，

論者亦認為企業組織應具有核心才能（core competence），才可能獲得有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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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核心才能可視為更特定的企業專家技能，其特點為直接有利於顧客滿意，且此

才能不易被競爭者模仿，它能應付多樣形式的市場（Herling & Provo，2000）。 

所以，才能的解釋是依個人的共識、定義使用目的、組織或社會系統的功能活

動等而有所差別。另一方面，才能也依不同能力層次而有不同的解釋概念。本文則

依知識、技巧和態度為基本建構要素，並以工作認定和績效表現為敘述面向，將才

能分為三類： 

1.一般能力 

任何個人皆具有知識、技能、態度、動機或經驗所組成的一般能力，此一般能

力顯示出個人的特質，它也是個人達成行動目標的具體條件。從學習心裡學觀點而

言，一般能力是源於敘述性和程序性知識的學習過程中，較偏重領域廣泛技能的獲

得部分。但是，一般能力如何學習，仍有多方討論的議題，如它可能來自天生遺傳

或後天習得。智力（intelligence）是最早被認為表現一般能力的基本要件，它說明

個人可獲得學習成果的能力，早期依智力觀念所衍伸的一般成人能力的測量，則包

含口語表達、了解、數字推理、記憶、符號保留、圖象完成與安排、區塊設計等

（Wechsler，1958），所以，能力是綜合性的意義敘述。而在成人發展過程中，更

認為具有流質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和品質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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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綜合能力的區分，前者包含知覺複雜關係、呈現短期記憶、概念形成、推理和抽

象化等能力，後者則與文化經驗、累積、片面知識和技巧的組合如字彙了解、數字

推論等有關（Cattell，1963；Horn，1976）。雖然部分論點認為流質智力較源於個

人本賦能力，且可能隨年齡增長而退化，另一方面，品質智力則是源於教育經驗所

獲得能力，較能長期維持，不過，基本上，兩類能力皆仍是個人一生中所需要的

（Merriam & Caffarella，1999）。 

除了由智力層面來呈現一般能力以外，由教育所呈現的成果亦可指示出一般能

力的多面向內容；早期的研究從認知（cognitive）、情意（affective）、心理動力

（psychomotor）等領域（Bloom，1956；Krathwohl，1956；Simpson，1966）

提出知識、智力能力、技巧、態度、興趣、一般動力技術及知覺能力等皆是個人可

透過學習而獲得的一般能力。所以，一般能力是個人自出生以後，隨著生活經驗和

接受各項教育活動而發展的學習成果，它使個人能執行各項生活活動。 

2.工作才能 

工作才能是個人進入工作領域所需具備的條件，除了個人所具有的一般能力以

外，工作才能是指能使個人表現工作成果的能力。所以，工作才能隨著工作中的人、

目標、環境結構的改變，亦可能改變其合適才能的認定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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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of（2002）認為合適工作才能可依1工作者或工作特性2個別性或分散性才

能（distributed competence）3特定或一般性才能4才能層次或是才能僅為某一層

次，等不同面向的區分，而有不同的意義解釋。 

工作才能可被指涉為要做好工作表現所需要的個人和行為特性，另一方面，亦

能被指涉為工作中所需完成和做好的內容和成就，所以，工作才能可就過程和成果

兩層次之區別而有不同的解釋觀點。不過，基本上，工作才能仍是依特性工作領域

而決定。就呈現工作才能的機會情境上，則工作才能可由個人獨立而完整的表現，

亦可能需透過多人的合作而表現出來，所以，工作才能是多種途徑所形成。Parry

（1996）認為工作才能可分為軟性工作才能（soft competence）和硬性工作才能

（hard competence），前者是指個人特質、價值觀和風格，而後者是指相關於特定

工作的知識、技術和態度，不過，由於軟性工作能力較難以透過訓練而獲得，因此，

硬性工作才能的概念仍是較能解釋工作才能的意義，因為，它較能在人力資源發展

的活動中被認定和呈現。 

3.專家技能 

專家技能是能進一步改變和改進組織的個人特定知識和技能，比較上，個人所

具有的才能僅是在維持組織正常運作的必要工作知識和技能。所以，專家技能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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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組織為求產生最大競爭力，要求工作者需要呈現的高級工作能力。Kuchinke

（1997）說明專家技能具有一些特性1知道更多2不同方式的使用資訊3具有更佳

記憶4解決問題更快5更深入了解問題6能以品質觀點來分析問題7更了解犯錯的

可能機會。近階段，各項資訊傳播技術的快速發展，專家技能的解釋亦強調其能力

應能迅速組織和運作多數細項資訊而對特定問題產生有意義和創新的解決效果。所

以，專家技能說明個人所具有的更佳調適行為，他能表現優良績效，能影響和改進

他人工作行為，且隨時保持最豐富的知識和技能。從整體工作人力而言，擁有專家

技能的人數是較少的，相對的，愈少具有專家技能的人則可能被稱為普通人員、生

手和外行人等稱謂。所以，專家技能的存在是依序而發展，在配合達到不同工作表

現或績效的水準上，專家技能被逐漸擴大認定其所需的知識、技能和經驗範圍，而

此認定範圍是依質和量而擴大。 

在知識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的觀點中，專家技能可由五類模式而表

現1啟發模式（heuristic model）2深層模式（deep model）3隱含模式（implicit 

model）4才能模式（competence model）5分散模式（distributed model）（Slatter，

1990）。啟發模式說明專家技能是能尋求某項特定領域的啟發知識，如創新知識和

方法，所以專家的問題解決是取用特定領域的資訊。深層模式強調專家能使用深層

知識結構，其包含特定領域各要素之間所內含的層級和因果關係，其問題解決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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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更超過啟發模式的限制（因啟發模式僅使用表面知識和方法）。隱性模式重視專

家所具有的發展經驗和知識，它能給予專家在解決問題的直覺判斷能力。才能模式

則說明專家應具備完整特定領域的實踐知識，以有效解決問題，基本上，此實踐知

識是來自特定領域工作知識的累積。而分散模式則是知識工程的高階呈現形式，它

包含領域、工作和合作知識，並認為專家能與他人合作來解決複雜的問題。所以，

專家技能是包含三項領域要素1知識2經驗3問題解決的整合，其具體行為特性，

即在顯示個人能有效執行並產生成果的持續示範性行動（Swanson & HoltonⅢ，

2001）。 

貳、才能成熟過程 

上節說明才能可依生手到專家等不同層次而區分，個人透過經驗和各類學習方

法而逐漸朝專家技能的優秀層次而成熟發展。基本上，最高層次的專家技能，其內

容可被視為成熟發展的遠程目標。如同前節所言，專家技能是由知識、經驗和問題

解決三領域的整合，因此，三領域的個別發展和後續的整合發展當是才能成熟過程

的具體呈現形式，個人的知識發展可廣泛包含敘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

和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之發展，後者可視為技巧發展的相似現象，

經驗發展則可包含動機、態度、反應特質，及統整能力等發展。而問題解決則是專

家在任何時候皆能尋求方法以達到目的，其包含評估、判斷、對話導引、諮詢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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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分析分散資訊等能力和成果的發展。所以，個人由知識、技巧、經驗及問題解決

結果之基礎狀況逐漸成熟而具有專家水準，即可認為是才能成熟過程。底下將此過

程綜合細分為： 

1.一般能力 

（1）一般知識發展 

    一般知識發展是個人最基本的學習過程和成果，透過記憶，個人將片面、

分散的資料和資訊貯存在認知結構內，其中包含認識事物或事件以及了解如何進行

各種事件活動的表徵內容，基模（schema）即在解釋個人表徵知識的組織化訊息，

所以，知識可依基模而發展低和高階的知識結構。基模所表徵的知識能透過特性、

行動事件集合、理論、心意圖象和經驗而呈現（Rumelhart，1980）。Piaget（1972）

說明個人可依感覺期、前操作、準確操作及正式操作期而發展認知，因此，抽象知

識是來自循序發展的認知重整與建構。基本上，Piaget 的觀念強調達到成人成熟思

考的經過階段，不過，成人因面臨的衝突矛盾環境而特別擴大發展辯證操作或批判

思考之成熟度（Riegel，1973；Kramer，1983；Kegan，1994），所以，一般知識

發展是可能以智慧而呈現出成人認知思維的深層品質認證，因此，知識發展的界限

是擴延性，難以訂出認定的範圍（Merriam & Caffarella，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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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巧發展 

個人技巧發展包含認知技巧和操作技巧等發展形式，基本上，前者可透過程序

性知識學習而發展，而後者是以肢體運作成熟度而呈現。就達到一般能力而言，個

人在發展過程中，經由遺傳特質、經驗操作及系統學習等不同形式構成可應用於一

般領域的能力，使個人可進行批判思考、有效推理及操作各項設備。Bloom（1956）

說明操作知識的認知技巧，即顯示在了解、分析、綜合及評估等不同能力層次上。

比較上，此階段是生手常表現的認知能力，較未具備聯結和自律能力。 

肢體運作技巧是配合認知能力而發展，其執行能力可依1知覺2引導反應3組

合4機械性5複雜反應等層次而發展（Simpson，1966），基本上，此階段的個人認

知技巧是偏重應用在一般領域，因此，肢體運作技巧也較顯著應用在一般行動上。 

2.工作才能 

（1）工作能力發展 

個人進入特定的職業或工作領域，則如同一般能力之學習過程，首先，個人可

獲得特定領域的敘述性知識。特定領域可限定在某一職業工作、職位或作業項目，

因此，特定領域即是某項工作範圍，而專業化的發展，使每一項工作皆內含著專業

知識基礎，所以，工作能力是指執行某項工作所需的專業知識和技巧，其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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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依後設認知、情境聯結和自動控制三階段而完成（Anderson，1990；Herling，

2000；Kuchinke，1997） 

1後設認知發展 

個人以生產法則為基調而以一般能力所具有的知識和技術水準來解釋和學習

新的敘述性知識，並以試驗行動來逐步達到工作目標。基本上，完成工作目標是具

有程序步驟，個人可透過系統性學習來獲得靜態的專業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或是透過行動學習來獲得動態的工作知識（task knowledge）。學習模

組（learning module）即是常被引用的知識發展策略，如以績效基礎教師教育模組

為例，其內容依序包含1規劃、發展和評估2教學方案3教學執行4教學評鑑5教

學管理6輔導7學校社區關係8專業角色和發展等。而每一類次模組則包含順序性

的各類專業知識。因此，個人可依此順序而進行學習，並依過去學習的知識基礎而

累增更完整的的認知技能。不過，個人在此階段無法隨機式學習各類知識，當在某

一階段產生誤解或學習迷失的時候，個人則需重新整合一般知識基礎和領域知識而

來進行不同的嘗試錯誤學習，以確定建立完整的知識結構，因此，個人的認知發展

是處於後設認知型態（meta- cognition patterns）。 

2情境聯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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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從後設認知階段進入情境聯結階段是在建立正確的工作能力與績效的關

係，由於工作績效是隨著工作所處的組織或社會情境而改變，而個人在認知階段所

學習的順序性知識結構不一定能對應到實際的工作情境，因此個人在工作績效表現

上的錯誤則逐漸透過資深人員或專家的協助而獲得改正，其方式可能是語言或非語

言的溝通互動。就生手而言，他能對照工作情境而依序集中了解分項中的各類特定

知識和技能，確定建立個人認知與工作情境的一致性知識結構。基本上，情境聯結

是個人能將工作知識納入執行程序中，由總體績效之情況而表現直接操作程序的技

能，因此，不需要他人再解釋工作程序的知識意含。 

3自動控制發展 

個人從情境聯結進入自動控制階段，此時，短期記憶已不影響自動進行工作程

序。基本上，個人不需事先準備或記錄各類工作所需相關知識，專業知識的記憶告

一段落。基本上，自動控制的能力是在有效發展特定的結構情境，因此，個人在較

確定或固定的工作目標、情境和績效標準下，其自動控制能力即是有效完成工作目

標的能力依據。 

（2）工作經驗發展 

經驗是個人基於過去歷史基礎而連結現在情境的一種主觀認識，所以，經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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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知覺具有連帶關係，每一次的經驗知覺即可能是另一次學習的開始，而每一

次的學習成果即內含為個人的經驗，因此，新舊經驗串連在時間之流動中。Kolb

（1984）說明經驗學習或發展的可能途徑是由 具體經驗2觀察與反思3抽象概念

的形成和概化4主動實驗（概念在新情境的實驗或應用）等過程而逐序運作，因此，

經驗也即是知識的概念化和具體行動表現的連結關係。基本上，在經驗發展中，知

識是部分的改變內容，另外，則包含個人的態度、價值、情緒發展和成熟。所以，

個人需在工作（或模擬工作）中完整體驗所有新情境，並連結過去所具有的經驗基

礎而重新建構新經驗，具體表現上可循著 接受和了解新情境2依過去經驗反應3

偏好和認同新情境4整合並概念化新情境的價值5概化價值系統並訴諸行動。 

工作經驗發展是內隱的主觀認知結構和情意心理變化，所以，非正式學習

（informal learning）、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學徒式訓練等方式具有促進經

驗發展的顯著作用。 

3.專家技能 

（1）問題解決能力發展 

問題是個人具有某種需求或目標，但個人的現況與達到目標或滿足需求仍有一

段距離時，或是個人仍不知如何達到目標的情形，即有問題產生。所以，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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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即是要先明瞭問題的真實表徵或本質意義，而後再從記憶中尋找解決問題的

方法，最後即評估問題解決的實際結果。基本上，個人在一般工作或工作才能中即

內含著問題解決能力，不過，此能力依生手發展為專家之階段而有所差別，比較上，

專家比生手更具有 較大領域知識或意義結構的知覺2對特定領域訊息反映出較好

的長短期記憶3較能迅速操作基本技能4能以深層結構來表徵問題5有更多時間分

析問題6自我監控能力較高（Chi & Glaser，1988）。 

所以，問題解決能力的發展是依知識層次而提升，由透過事實、概念和規劃的

學習而形成問題解決和發展創新知識。它集合了敘述性和過程性知識而形成後設認

知形式並反應出發掘和啟發等特性。基本上，問題解決能力整合專業知識所相關的

什麼事情、事情如何做、事情的相關因素條件及解決事情的合適方法等內容，而使

個人能在短時間內，經過思考及推理過程而進行決策並解決問題。基本上，個人具

有問題解決能力是處於後設認知性的認識狀態，藉用此能力，可延伸心智過程的限

制和範圍，以產生問題解決的效果和效率（Tuthill，1990）。 

（2）行動諮詢能力發展 

個人具有專家技能，除了能有效解決個別問題以外，此項能力亦延伸出在行動

中諮詢他人進行問題解決。一般問題解決的行動諮詢過程包含 刺激認識和規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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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狀況和範圍2形成解決問題的策略假設3選擇和評估假設4執行最適方法（假

設）5修正和再進入過程。所以，一位具有問題解決能力的專家，能夠收集充分資

料、形成分析計畫、記錄事實、進行對話溝通、發現解決問題之途徑、回饋決策資

訊並進行決策、參與接觸和實際進行方案執行，最後則再檢討修正（Block，2000）。

所以，專家技能內含著個人更具有行動力和檢視他人問題的認識、分析和溝通引導

能力。才能精熟的最高階段是具有完整知識結構和經驗，掌握控制自己和他人問

題，形成行動來解除問題。  

 參、學習與才能成熟發展 

才能成熟發展是個人知識、技能和態度價值的整體發展，由一般能力、工作才

能、至專家技能逐步提升其深度水準，因此，才能成熟發展需要有效的學習設計和

管理，基本上，依系統設計理念而運作的教學和學習過程是最常被職業教育和訓練

所重視，特別在發展工作才能時，系統學習或模組學習的應用是最普遍。所以，由

低層次到高層次的才能成熟，其運用的學習方式包含非系統學習和系統學習。 

1.非系統學習 

非系統學習是指學習成果之間不具備順序結構連結關係，一般包含非正式學

習、偶然學習、經驗學習、行動學習等。個人在大部分時間中，皆在進行非系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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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它不限於固定學習場所、時間和方式，甚至於當學習已發生時，個人仍不知覺

之情形。基本上，非系統學習較缺乏既定意向和具體學習目標，它整合在日常生活

工作過程，較無高度意識，具隨機性，其學習成果易藏於隱性知識結構，因此，它

也易於引動內向性的反省和行動。另一方面，與他人的團體互動關係和情境變化亦

關連著非系統學習的發展（Marsick & Volpe，1999）。 

經驗學習是非系統學習的主要形式，透過社會化和問題解決過程，個人能動態

的依觀察、反省、概念化和行動而形成新經驗（Kolb，1984），所以，經驗學習是

隨著生活需求而隨機發展，其學習成果的累積則形成個人的內隱知識結構。在個人

發展一般能力階段，經驗學習和非正式學習提供比固定教室學習更具切合實際現象

的知識和技能學習機會，其能豐富個人對各項現象的了解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

而在專家技能發展階段上，透過非正式學習過程，可發展和傳播個人的內隱知識，

以增加知識創新成果。現代企業組織皆期望透過團隊發展來增進員工能力，因此，

行動學習即成為主要學習方法。基本上，行動學習是團體在解決問題的行動過程

中，亦同時在行動中獲得學習成果，所以，行動學習可配合系統性的調查分析、行

動和監控等過程而進行，亦能再整合多層次經驗、批判反省和偶然學習等方式來達

到多層次學習目標（Yorks etc，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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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非系統學習可促進發展一般能力，也對專家技能的發展具有充分的加強

作用，當個人具有工作才能以後，其能依標準程序而有效執行工作，但他仍需透過

非系統學習過程而充實不確定情境下的問題解決能力及各類隱性知識。 

2.系統學習 

系統學習是指不同學習過程和成果之間具有順序性和連結發展關係，一般包含

編序學習、模組學習（module learning）等。在專業化的工作領域內，個人工作才

能所包含的知識是具有層級性，初級知識的獲得是個人獲得中級知識的前置條件，

個人是需要依初級、中級和高級等順序而逐步學習完整的工作才能，所以，系統學

習與發展工作才能的關係最密切。編序學習是依原有知識內容所預先編定的章節順

序而學習，在此學習過程中，學習者較難自行發展學習情境，而需逐步達到不同學

習水準以後，才可能有效進入另一層次之知識學習過程。模組學習則是把工作才能

依應用順序編成不同模組學習單位，則學習者可依模組順序而逐步學習，此學習過

程能讓個人暫時中斷學習，而當再進入學習過程時，則個人可依前階段所學習的模

組知識基礎，而有效進入下一階段之模組學習。因此，個人完成所有之模組學習以

後，即可具有專業化工作之能力認定並取得專業證照或執照。 

系統學習最常存在於班級學習之情形，正式學校機構內，其將知識內容編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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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課程，並依專業認定的一般和深度知識內容而區分課程之學習進度。所以，班

級學習是最具制式的系統學習方式，個人在班級學習中，完全依循班級學習的規

範，教師的教學安排及課程修習的程序而進行並完成某一階段的學習成果。 

總體而言，個人發展一般能力時，非系統學習提供最具全面影響力的學習方

式，而當個人要發展工作才能時，則他需透過系統學習而累積其所需的專業知識和

技能，而當個人將發展專家技能時，則除了繼續應用系統學習而精熟專業知識和技

能以外，還需配合非系統學習方式，以獲得具高智慧水準的隱性知識和能力。 

肆、知識、傳播與才能精熟的關係 

就圖（三）推廣理論的關係結構而言，除了個人或組織所具有的學習要素是關

係到才能精熟的改變層次以外，外在的知識和傳播要素亦是解釋才能精熟的相關要

素。在過去的推廣工作經驗中，研究者依不同知識、傳播、學習和才能精熟層次之

結合關係而提出不同的理論觀點，表（二）即說明不同理論的主要概念結構： 

表(二)  才能精熟相關推廣理論之概念結構 

     
 
相關理論 

知識 傳播 學習 才能精熟現象 

基本教育 生活功能 社會傳播 非系統學習 一般能力 

訓練 工作表現 系統傳播 系統學習 工作才能 

專業發展 專業標準 系統傳播 系統學習 專家技能 

    概念結構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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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傳播 非系統學習 

基本教育（basic education）是成人教育的早期觀點，其認為一般民眾應具備

現代社會生活所需要的基本功能性能力（functional competency），其能力包含職

業、消費經濟、法律、健康、社區資源、讀寫、計算和問題解決等方面（AEDC of 

Texas，1976）。所以，基本教育的知識是反應個多人生活和社會發展需求而決定，

早期偏重識字教育方案之提供，而近階段則擴大包含所有民眾在社會生活中所應具

備之基本知識和能力。由於需要基本教育之民眾，大數缺乏教育資源或為社會中之

弱者，因此，政府或社會機構應用社會傳播途徑，促使具有需求的民眾能在多元和

主動參與的情境中而學習。基本上，非系統學習是較主要的學習過程，教學者可視

學習者的不同情況而修訂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不同教學形式包含遠距學習，社團

活動及文化行動等。總體論之，基本教育理論認為社會中部分民眾缺乏基本生活功

能性知識和能力，而使這些民眾難以調適社會生活，因此，補足性的教育和傳播工

作是社會的責任。 

訓練理論認為個人在工作上，其現有能力未達到良好績效或是與預期水準仍有

一段差距，因此，訓練者依據學習需求的差距而安排有效之教學過程，使個人獲得

與工作相關的特定知識能力，而能進一步執行職務或工作。在此教學過程中，知識

來自工作表現的具體內容，所以，優秀工作人員的知識和經驗常被編為訓練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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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者則應用系統傳播（含分析、設計、發展、執行和考評等步驟）而進行訓練教

學工作。受訓者亦依照系統步驟依序學習”如何做”（learning how）等相關內容。

基本上，訓練理論是在解釋從需求分析一直到訓練成果之間各要素的影響關係。在

人力資源發展的概念架構下，訓練理論亦延伸解釋訓練轉移和工作績效之間的關

係。 

專業發展理論是以專業化為基本方向而解釋知識、傳播與專家技能發展之關

係。基本上，專業團體建立專業知識和能力的認定標準，因此，知識是來自專業社

群的創造和決策，而傳播形式則是依專業發展階段而調整，人員選擇和工作能力認

定（certification）兩項事件區分專業發展階段為就職前之教育、獲得能力認定資格

之教育及專業生涯發展之繼續教育等三層次（Houle，1980）。比較上，專業生涯發

展的繼續教育是最能表現專家技能的學習成果，在此過程中，個人依一般能力和工

作才能之累積基礎，再針對某特定領域而繼續深化專業知識和技能，因此，個人一

直處在專家技能發展的專業水準，整個繼續教育的情境是內含著系統傳播和對話傳

播的整合運作形式，而知識、傳播、學習和專家技能成熟則構成多元之知識網絡關

係。 

【關鍵字】：才能精熟、推廣理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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