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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ghai, Taiwan, Hong Kong are the Cross-Strait Chinese communities with more advanced eco-
nomic developments, judging from their stable and consistent growth rates in GDP and high levels 
in employment in recent years. Macau is catching up as the fourth one in her economic progress 
since 2004.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port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se four plac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help demonstrate and generate research 
studies on how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of a societ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a qualitative study.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is paper came from documentary stu-
die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hey were triangulated and confirmed by writers’ visiting officials 
and leaders of vocational institutes in these 4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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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岸的上海、台湾和香港同属华人社会中经济发展较进步的地方，近年来，上海、台湾和香港都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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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高就业水平，而澳门在2004年以后，经济也在强势增长。本文的目的，在参照香港、上海、台

湾和澳门四地的情况，就着相关文献和四地职业教育政策文件的整理、实地考察、和求证于各地官员和培

训机构的领导，除介绍各地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外，也藉此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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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教育为培育技术人力以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有着培养有用的人力资源、促进经济

发展、促进个人自我实现和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等功能[1] [2] [3]。所以，负责任的政府，就策略而言，会

因应本身的特殊发展情况，检视当前职业教育的政策和运作，作为持续发展及施政的参考，以确定 1) 职业

教育的内容、性质、成效、能与社会发展相配合；2) 职育教育的政策，适切而有效，达致持续的发展[4]。 
中华两岸四地的上海、台湾、香港和澳门同属华人社会中经济发展较进步的地方。香港和台湾的经

济，在廿世纪的七十年代起飞，在八十年代与韩国、星加坡合称亚洲四小龙。香港和澳门，在 1997 年及

1999 年分别脱离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管治，而英、葡的殖民管治方式不一，上海则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大

陆重要的经济重地。近年来，上海、台湾和香港都能维持经济增长和高就业水平，而澳门在 2004 年以后，

经济也在强势增长。 
经济成长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关系密切，值得作较全面而深入的探索。本文旨在先参照香港、上海、

台湾和澳门四地的情况，以质性研究的方式，通过整理四地职业教育政策文件及相关文献、实地考察四

地的学校和职业的培训机构、又与官员和培训机构的领导、校长等，互相引证，除介绍各地职业教育的

情况外，也藉此作以下深入研究的基础：1) 从历史或社会发展角度看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及社会持续发

展的相互关系；2) 职业教育在四地发展之经验与异同；3) 职业教育在四地与其他地区(西方或华人社会)
发展的比较；4) 四地个别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政府角式关系等等。 

2. 有关职业教育的名称和内涵 

对职业教育的名称，各地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有称之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职业技

术教育(Vocational technical education)或技术教育(Technical education) [5]，亦有称之为技术职业教育及训

练(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也就是 TVET 等等[6]。 
本文采用较宏观的角度报导四地的情况，为求统一，故采用「职业教育」一词。本文对职业教育的

定义，也较为广阔宽松，内涵包括正规教育中、高等的教育阶段、非正规的职前培训、在职训练和转业

培训等部份。 

3. 有关职业教育的文献 

职业教育在教育系统中为一相对独立而重要的环节。一般认为学徒制就是最早期形式的职业教育，

它起源于欧洲中世纪与手工业生产方式的相适应，比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为早。学徒制的运作，一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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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雇主与学徒订立契约，按协议进行职业训练，在规定期限里雇主以师傅身份向学徒传授技艺，那时的

各行各业都有建立行会，行会对学徒制起着监督作用，管理行业人员的训练，规定培训内容和要求水平，

还规定培训人员、培训年限和师徒关系等[7]。 
行会学徒制对欧洲各地职业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以德国为例，行会学徒制其后更产生出一种以

企业训练与部份时间制职业学校结合的双重结构，称为「双重职业训练体系」，又称「双元制」/「双轨

制」，务使学生兼具理论知识和实务能力[7] [8]。不过，随着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技术改良和发明，创造

机械工具以减轻或取代体力劳动，产业升级，从十七世纪开始，英、法、俄国已开始通过学校，注入与

生产社会分工有关联的实科方向，培养从事职业和技术方面的人才。19 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大机器

生产，工厂的设立，将传统手工业者的技艺抛弃，加上打破龚断、自由竞争的思潮兴起，迫使行会组织

趋于衰落，行会制度解体，而随着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学校职业教育制度最终亦得以确立，职业教

育也开始了以进入学校为主的发展方式，欧、美诸国都各自建立了自我的职业教育体系[3] [9]。 
职业教育在引入了学校的体系后，对学校的课程，也相应产生了变化。早期的职业学校和课程的目

的，在于培养一些掌握科技理论并能把理论运用于实际生产的技术人才。其后，由于学校和课程过分分

流，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举，19 世纪末，职业教育的概念普遍趋于狭隘化，渐渐只能设限于下层社会

青年的训练。职业教育的对象，变成主要以学业成绩较差，不能在主流、以学科为本、升读大学的正规

教育制度下有所成就的学生，所以学生的学历不高，而学习的课程也以简单且操作式的训练为主。不过，

随着世界的急剧变化和高科技的提高，这些简单的训练，已不能满足不同产业转型的需要。面向社会对

技术工人的要求，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又再起了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了 1) 终身学习成为职业教

育的主导思想；2) 职业教育的主要年龄阶段不断推迟，越来越多的国家把职业教育的主要年龄由原来的

中学阶段延至中学后[10] [11]，部份技术员的培训，更在被称为理工或工业学院的机构提供[12]。 
这种发展趋势，也使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渐趋一体化。职业教育可以被看成是在一定程度的教育

基础上，对社会各种职业、各种岗位所需要的从业员进行的职业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职前教育和职后培

训[5]。萧今、黎万红认为：广义而言，任何教育和训练基本上都是职业导向的，因为所有教育都影响着

个人的职业，或在为未来的职业作准备[12]。所以职业教育的内涵，适宜超越中小学的阶段。 
尽管职业教育的作用在现代经济体中愈发重要，许多研究表明要发展出适应本地区经济结构的职业

教育是一个持续性的挑战。不少国家成功的经验表明，职业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大量的青年劳动人口

提供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使就业生力军掌握灵活多变的技能以适应于未来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

整。职业教育作为广义上劳动力技能培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是一个促进地区人力资源发展和经济增

长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1]。 
缪礼寅指出，职业教育是给予准备和已经从事某种职业的劳动者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它包

括职业学校的教育，以及各类职业培训。他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适应劳动者就业需要

的必经之路[13]。图 1 表示了职业教育、劳动与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整体结构。 
缪礼寅说明了它的理论是增加投入、提高职业教育的产出、扩大就业渠道、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

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使劳动者得以充份发挥其技能，从而获得生活条件的改善，因此形成社

会、经济、劳动就业和职业教育的良性循环[13]。 
Tan, McGough, & Valerio 也试图将职业教育系统应有组成部分在图 2 表达出来。职业教育为劳动力

市场提供各种不同技能储备，当一个经济体运作良好的时候，技能的需求和供给应该通过一套协调机制

(市场信号、政策规限等)充分整合起来。当这种配合得当时，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获得劳动力

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就业率的上升。该经济体可以向产业链上游迁徙以获取更高的利润率，从而带动其

他社会发展，如减贫。但是现实情况是技能的供需之间匹配往往失衡，这会导致失业率增加以及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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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developm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labour and employment 
图 1. 职业教育、劳动与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循环整体结构图 

 
的闲置。在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某些技能紧缺；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劳力被闲置。由于生产力无法提高，

经济体往往会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最终导致增长放缓和人才的流失。这是成功的职业教育政策应该

试图避免的[14]。图 2 显示了职业教育培训的概念。 
以上的理论框架着重在四个方面考察一个地区的职业教育政策：1) 市场和经济环境对于技能的数量

需求；2) 市场和经济环境对于技能的质量需求；3) 当地的职业教育目前能提供怎样的技能；4) 这些职

业教育所培养的技能能否满足市场和经济环境的需求。 
此外，Tan et al.认为，一个成功的职业教育体系必定是由清晰的策略所引导的，这个策略必须和该

地区的国家经济目标相匹配[14]。为了保证该策略的实施，必须要有一套相应的监管机制，并最终体现在

操作层面之上，即培训项目的交付上。无论是策略层面、监管层面，以至操作层面，都各含 3 个目标。

策略层面的 3 个目标是：1) 明确职业教育的方向，并且向公众进行宣导。2) 把需求导向作为职业教育发

展的优先策略，并要确定公司、雇主以及个人劳工在整个经济结构内的角色。3) 政府要积极协调各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各方的权责，加强沟通，保证职业教育目标被社会各界所认可。监管机制的目

标是：1) 提供多元化的技能所获得的途径，政府也需要提供一个各方均可以接受的认证框架（qualification 
framework）来认可不同的职业教育项目，以保证它们积极响应新的知识需求。2) 保证职业教育的财力

支持。3) 保证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切实可靠，为培训提供确立的验证标准。操作层面的目标则包括：1)
针对具体的职业教育项目，要积极、及时地评估培训内容是不是具有现实相关性，强化培训机构和业界

以及研究机构之间的链接。2) 给职业教育的提供机构创造动力。3)增强职业教育的问责机制。 
以上是职业教育自中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变的趋势。以下我们再以近世中港台澳四地为例，

展示职业教育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 

4. 中港台澳四地之职业教育 

(一) 香港之职业教育 
香港职业教育过去数十年来的发展，最能引证 缪礼寅和 Tan et al.有关职业教育的发展和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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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oncept of train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图 2. 职业教育培训概念图 

 
演变的相互关系。所以，要了解社会发展和职业教育的关系，适宜先由香港的个案开始。 

香港工业的开展，背景在 50 年代的南北朝鲜战争、联合国对中国的禁运，使香港的转口贸易陷于停

顿。香港的工业，成于 60 年代、起飞于 70 年代，而成熟于 80 年代，90 年代以后，则是工业和服务性

行业双轨发展的阶段。在整个从第一产业至第三产业的演进过程中，香港虽然奉行“放任的自由政策”，

但在职业教育政策，以至职业培训方面，政府一直都在随着社会的需要、工业的转型、第三产业的发展

而居中策划，使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都能扮演着适切的角色。以下我们就香港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发展，

从建立期到发展期，作一些回顾和整理。 
在建立期方面，当香港经历了 50~60 年代经济发展早期，学徒式的职业培训之后，在 70 年代开始，

在当时颇具魄力的麦理浩港督带领之下，香港开展了房屋、教育和社会福利的三大发展项目，也奠定了

香港的职业教育，有较长远而前瞻性的规划。 
1971 年，香港实施了小学 6 年的免费教育，并于 1974 年提交并通过了教育白皮书，为 1979 年设置

了清晰的发展方向，为学生提供 9 年免费教育，也为迈向发展高质素工业产品而装备具较高学历的劳工： 

“政府的…目标，是于 1979 年，在公立学校提供足够的高中学位，以容纳 40% 15 至 16 岁的学生，其中 60%

的学位设在文法班级，40%则设在工业班级。至于未能进入高中班级的学生，可参加学徒计划，至于成绩最优的，

还可进入理工学院。”([15]：香港年报 1975，页 44) 

具体运作上体运作上，在 1970 年代，香港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不同的人才。香港的中学可

分为 5 类：英文文法中学、中文文法中学、工业中学、实用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英中和中中文法中学

提供 5 年制课程，学生第五年终参加中学会考，会考成绩良好的，可以继续攻读一至两年预科，然后投

考大学或理工学院。工业学校的学生，在修读工业科目的同时，同样可以在修读 5 年后参加中学会考，

并因应其会考成绩的结果，进入预科或理工学院。至于 3 年制的实用中学，所授科目以实用为主，为这

些学生三年后就业作一些准备。除政府外，民间也有一些私校提供若干工业或职业训练课程。至于职业

训练先修学校，提供的课程属三年制的初中课程，而约有一半属普走读科，另一半则属实务训练，尽可

能使学生对各类职业均有认识。这些实习科目初时包括了机械工程、汽车修理、印刷、建筑、家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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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和纺织，其后加设其他行业的训练，满足社会需求。学生于修毕先修课程后，可进入工业学校攻读。 
在 70 年代，中学以外，为学生提供较高层次职业教育的地方，就是理工学院和工业学校。理工学院

在 1972 年成立，大部份经费来自政府，经由大学和理工学院拨款委员会拨给。除提供一年全日制的文凭

课程、三年全日制的高级文凭课程和两年全日制的技术员或普通文凭课程，亦举办期间长短不一的局部

时间给假调训制和厂校交替制课程，和一些短期课程。理工学院期望在 1980 年全校的学生人数：全日制

8000 名，并局部时间夜校制 2 万名。理工学院也因应了当时职业发展的需要，1974 年开设的学系，包括

了会计管理学、建筑测量、商学、土木结构工程、电脑学、设计学、电机工程、电子工程、语言学、数

理、机械和海事工程、生产工业工程、航海学和纺织工业等。 
理工学院为中五及以上学历的人士提供职训和技术课程，工业学校所提供课程的入学资格，只须中

学五年级以下的程度理工学院为中五及以上学历的人士提供职训和技术课程，而工业学校所提供课程的

入学资格，只须中学五年级以下的程度。香港在 1970 年代共有四所工业学院，由政府营办，提供了全日

制、整段时间给假制、日间局部时间给假制、和局部时间夜校制、工商的专科短期课程，培养各类的技

工和技术员。工业学校的课程，由教育署(当时称教育司署)与香港训练局、香港训练局、理工学院和其他

热心团体合作策划，课程的性质和范畴，均以迎合香港的(工业)需求为主，可以随时变通，以适应环境变

迁。工业学校又和劳工处学徒训练组、工商界合作，为工业界学徒提供技工和技术员训练课程。在 1979
年，各工业学院共约有 21,033 学生报名入读，而开设的课程种类系多，用以配合社会(工业)的需要，当

中包括：机械、电机、电子、建造和土木工程；塑料、造船和修船、汽车修理和保养、印刷、纺织和制

衣、商科及服务行业，如酒店管理和旅游业等。 
到了 1980 年代，随着香港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起了不少的变化。1982 年，职业训练局(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成立，成为了政府委任的法定团体，除了为政府提供有关职业训练的谘询外，亦执行多项

行政工作。职训局的工作，包括：1) 向政府(总督)提意见，以便设立所需措施，确保在香港建立一个工

业教育及训练的整体制校，配合香港的发展需求；2) 设立、发展及推行训练操作员、技工、技术员及技

师的计划，以维持及促进香港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3) 设立和办理工业学院 (前称为工业学校)和工业

训练中心。为协助职训局推行工作，政府于 1982 年成立工业教育及训练署，负责职训局的行政工作。政

府又在职训局之下，设置多个“训练委员会”和“一般委员会”。每个“训练委员会”负责一个重要行

业，决定有关行业的人力需求及提供解决这些需求的措施、拟订工作范围、设计训练方案和技能测验指

南。委员会由官方及非官方、业界精英人士组成。“一般委员会”则负责所有或多个行业共通的专门训

练事宜。“训练委员会”和“一般委员会”的工作，由工业教育及训练署的人员负责。1994 年，理工学

院升格成为完全具备自行评审资格的大学。理大当时设有 6 个学院，计为应用科学和纺织学院、商管及

资讯系统学院、设计及语文学院、建筑及地政学院、工程学院和医疗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深造、学士

学位和学位以下程度课程。理大又与社会各界和工商界保持紧密联系，更开办兼读及厂校交替课，鼓励

学生一面工作，一面进修。在香港 1997 回归前，理大已有全日制及厂校交替制学生 11,200 名，兼读制

学生 9090 名。 
随着香港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经济结构的转型，工业的重要性逐步退减、北移，服务业和金融业则

渐见壮大，1992 年，香港成立了雇员再培训局，为本地雇员再提供技术训练，以应付香港的经济结构转

型。雇员再培训局是一个由政府、雇主及雇员三方代表所组成的管理组织，培训机构及人力策划从业员

也有代表加入该组织。该局通过认可培训机构网络提供训练，所举办的认可课程获得雇员培训局基金拨

款资助。该基金除获政府注资外，固定收入则来自雇主根据输入外劳计划雇用外地工人时每月所须缴交

的徵款。雇员再培训计划的对象是 30 岁或以上的本地雇员，为他们举办各种日间和夜间课程，这计划的

一大特色是鼓励雇主尽量参与课程的设计和筹办工作，此外所有再培训课程均属免费，修读全日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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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培训学员，每月更可获再培训津贴。 
以上是香港在回归前香港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发展历程和建立，回归后，基于一国两制、五十年

不变、顺利过渡的原则，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得以在以上的基础下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培养人才，以配

合香港社会的需要。以下是职业教育和培训在发展期进一步细致化的发展： 
香港在 2008/09 年开始，由 9 年免费教育提高至 11 年免费教育，亦由 2009/10 年度开始了中学以上

的 3-3-4 学制(初中 3 年、高中 3 年和大学 4 年，肯定了初中以前的 9 年教育(小学 6 年和初中 3 年)属基础

教育，而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开始，在高中开始。全面提高了在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开展前的人力资

料和人才的素质。而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引入了职业导向的课程，让有兴趣在这方面发展的学生，可以

在中学毕业后选择就业、修读副学士、进入职训局或理工大学深造。图 3 显示香港的教育体系。 
整个职业教育的体制分成了三层，高中提供了基础而初级的技术课程、职业训练的提供了技术员、

技师的培训课程，升格后的理工大学、科技大学以至其他扩濶了课程的大学，则为职业导向的学科、培

训，提供了学位课程、深造和研究的基础。 
据教育署的官员指出：职业训练局进一步发展，旨在为离校生及成年学员提供全面的职业教育和培

训，以 2012-3 年为例，职训局提供了约 26 万个全日制和兼读制学额。现时职训局辖下共有多个机构成

员，当中包括香港高等科技学院、高峰进修学院、才晋高等教育学院、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香港知专设

计学院、旅游服务业培训发展中心、中华厨艺学院、海事训练学院及青年学院等，提供优质并获国际认

可的全日制和兼读制课程。这些课程由中三以上至学士学位程度，涵盖应用科学、设计、工程、酒店及

旅游服务、幼儿教育及社会服务、工商管理和信息科技等多个学科范畴。 
 

 
Figure 3. Hong Kong’s education system 
图 3. 香港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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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湾之职业教育 
台湾的职业教育，称为技术及职业教育(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从 1950 代以来，台

湾职业教育的发展轨迹，既引证了不少相关的文献回顾，而其特色，又在于建立、形成了正规结构的完

整体系，从国民中学、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院及科技大学院到研究所博士班的完整体系，

学制间注重纵向衔接与横向的弹性转轨，且与回流教育渠道相互畅通，方便在学青年与社会人士在任何

阶段，均可找到与自身程度相适应的求学渠道。 
台湾由于政治环境特殊，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尤为重要，所以，曾实施三期共十一年

的，约投入 68 亿工职教育改进计划，改进台湾工业职业教育，促使台湾产业升级。台湾教育部认为：配

合经济成长的教育政策，是台湾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台湾竞争力优势之所在。技术及职业教育配合台

湾社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培养各类技术人才，在培育社会基础建设人力及促进经济发展上，扮演着举

足轻重的角色，对过去缔造台湾经济奇迹，也贡献至伟[16]。此外，选择就读技职体系的学生人数，约占

台湾初中学生程度以上之在校生的 49.15%，成为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最大特色。表 1 显示了台湾的经济建

设与技职教育发展的关系： 
从表 1 可见，台湾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展至今，其经济建设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譬如说，当政府在上世纪 50 年代推行经建计划，大幅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积极发展劳力密集的民生工业

时，职业教育以高级职业的农业与商业类科为核心，为经济建设提供基层技术人力。60 年代，当台湾出

口扩张，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工业商校职校学生大量增加。自 1967 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后，台湾废除了

初级职业学校，迅速扩张高级职业学校，又鼓励私人兴办高级职业学校和专科教育，提供经济转型的中

级人才。1970 年代以后，为了配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才也由量而质提高，1973 年教育部成立了“技

术及职业教育司”，1974 年设立第一所技术学院(台湾工业技术学院)，也为职业教育建立了一个“高职

–专科–技术学院”的体系。 
 
Table 1.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aiwan 
表 1. 台湾的经济建设与技术及职业教育发展 

年代 经济建设重点 技术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高职：高中学生比例 

40 
土地改革成功 
农业生产提高 

发展劳力密集民生工业 

农业、商业为核心教育 
重视高级职业学校 

4:6 

50 拓展对外贸易 

发展工、商业职业教育 
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扩增职业教育类科与数量 

开办五专、二专教育 

4:6 

60 进行十大建设 
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工业 

改进工业职业及业科教育 
创设技术学院 

6:4 

70 发展高科技产业 
发展石化工业 全面提高工业职业及专科教育之质与量 7:3 

80 发展知识经济产业 
筹设亚太运行中心 

开办综合高中 
增设技术学院 

绩优专科学校改制技术学院 
绩优技术学院改名科技大学 

5:5 

90 发展两兆双星产业 全面发展技职教育 
技职教育国际化 

5:5 

100 推动六大新兴产业、十大服务业、 
四大智能型产业 

应企业人才需求与学生性向发展， 
务求适才适性 

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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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以后，高职培育了大量产业人力，帮助台湾经济迅速成长。也随着国际化和自由化的挑战，

高等技职人力需求的提高，政府在 1996 年鼓励绩优专科学校改制为技术学院，具规摸的技术学院改名为

科技大学，又增设综合高中，逐年调整高级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学生人数。2009 年及以后，由于政府推

动将技职教育以医疗照护、生物科技、精致农业、观光旅游、文化创意及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及其他智

慧型产业，职业教育也全面配合，培养这些产业的专业人才[16]。 
根据教育部技术及职业教育司办事处：现时在厘定技职教育的方向与政策上，台湾是由教育部下常

设的“技职教育发展小组”，集思广益，结合产业界和学界议定。根据法定的要求，小组之任务是：1) 提
供有关技职教育政策及法规兴革之意见；2) 咨询有关技职教育发展方向；3) 其他有关推动技职教育之谘

询事项。 
小组置委员十五人至十七人，其中一人为召集人，由部长指派副部长兼任，其余委员由召集人就下

列人员聘(派)：1) 产业界代表；2) 专家学者代表；3) 学校代表(包括职业学校)及技专校院代表；4) 政府

机关部会代表；5) 教师代表。 
此外，在行政体系上，台湾职业教育方面的结构颇为精细，由中央到地方，各司其职。最高掌理机

构为行政院，其下设有教育部，教育部设技术及职业教育司，负责掌理全国技职教育，并主管及督促科

技大学、技术学院及专科学校。直辖市之市政府教育局，掌理及督促辖内中等职业教育事项。教育部国

民及学前教育署负责督促中等教育阶段之国立高级职业学校及非直辖市之和立高级职业学校。县(市)政府

教育处负责掌理督促辖内县立中学之职业教育及国民中学之职业教育及国民中学之技艺教育等事项[16]。 
在学制方面，台湾所有学童都享有一致的基础教育，而在国民中学之上即分为普通教育和技职教育 

二大体系，技职教育 涵括中等及高等两体系：中等体系包括国民中学之技艺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普通

高中附设职业类科或综合高中专门学程，高等体系包括专科学校、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整体来说，学

生在高中开始分流，学生可以选一般高中或技职学校作发展。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学生往那一个分流

发展，他们都有渠道继续进修，并最终取得等同大学毕业的资历。除学制外，选择就读技职体系的学生

人数，约占初中学生程度以上之在校生的 49.15% [16]。根据张国保、袁宇熙引教育部资料，若以校数来

看，若以校数计，截至 2010 年底，台湾高职共 156 所，占整体中等教育学校数 32.1%；专科 14 校、技

术学院 22 校、科技大学 55 校共 91 校，占整体高等教育 162 校的 56.17% [17]。正如林腾蛟所报导，"“台

湾技职教育体系的发展，由过去以基层的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为主，目前渐次转移至以技术学院、科技

大学为重点。”[18]。 
在台湾的职业教育整体朝向高等教育化发展，并转型以科技大学及技术学院为主体的同时，面对知

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台湾少子女化等问题，台湾职业发展面对不少新的挑战[17] [18]。由于受到

传统士农工商的价值观念影响，台湾一般人民群众常视职业教育为次等教育，加上近年少子女化的社会

趋势，高职学生几乎可以人人可以升学，严重影响技专院校招生。职业教育朝向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使

技职教育和普通教育间的定位越趋模糊，中等技职教育渐失特色，高等教育化的结果，亦渐做成技职教

育流于学术，技术不够专精等问题[17] [19]。面对社会环境变迁而引来的种种挑战，前瞻预期台湾未来的

职业教育，应须有相适应的政策和发展，应对社会价值观的议题。图 4 显示台湾的教育体系。 
(三) 上海之职业教育 
上海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一直都处于全中国领先的地位，全赖与职业教育的配合。

在「中长期教育 2010~2020 规划纲要」中，上海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表示会进一步努力让“学

生成为适应工作变化的知识型、发展型技能人才”，并且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计划：1) 改革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方式；2)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3)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师资队伍；4) 推动行业企业和社会参

与职业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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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aiwan’s education system 
图 4. 台湾的教育体系  

 
这些改革措施紧贴着国家和上海提出的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以「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为核心。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截止至 2011 年，上海的中等职业学校共有 81 所，其中包括不同类型的中

等专科学校(中专)、职业技术学校(职校)和技工学校(技校)，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20]。这些学校每年共录

取 5 万多名学生，占当年所有进入中等学校学生人数的 1/4 左右(见图 5)。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

不断提高，学生就业率达到 97%以上，因此职业学校逐渐体现出“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升学有希

望，终身学习有基础”的优势[20]。 
由于上海具多元化的产业基础，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也呈现特色化和多元化的特点。21 世纪以来上

海完成了“百校重点建设工程”专案，经过国家级验证的重点职业学校达到 57 所。截止 2009 年，全市

有 84 所学校通过了「百校建设」验收评估。这些学校的特色不仅仅体现在获奖上，而是深深植入到整个

办学过程中。多元化的办学特色体现在职业技术学校与企业、事业单位以及高校的密切联系。 
很多上海的职校都拥有「对口」的培训项目，比如说，上海市的公用事业学校隶属于上海市交通运

输和港口管理局。这所学校的教学内容和上海的城市公用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如城市排水工程、燃气输

配与应用、城市轨道交通)，其毕业生大都进入和城市公共事业有关的企业或者公共事业单位工作。公共

事业的复杂程度往往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加深。例如轨道交通是近 20 年出现的新事物，如何科学有效地调

度、管理、维护、控制这些新的设备成为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课题。市场的需求催生出一批新型的职业。

因此公共事业学校所开设的轨道交通系，下属的三个专业：电气运行与控制、轨道车辆运用与检修、轨

道交通配电都明确服务于城市的轨道交通发展这一新兴的公共事业部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上

海港湾学校(港口集装箱运输、物流)，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给水排水工程、园林绿化)，上海市环境

学校(环境治理技术)等等。这些都是直接对口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公用事业需求。这一类型的项目，其优点

在于就业方向稳定，只要城市不断发展，对于类似工种的需求就不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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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hanghai’s education system 
图 5. 上海的教育体系  

 
另一种类型的联系是依托于上海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上海拥有一批全国知名的高等教育学府以及

具有显着学科优势的知名专业。通过与这些学府进行合作，依靠其强大的科研实力，许多职业技术学校

的课程水平得到了提高。比如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和同济大学的合作，使济光职中移植了一批以建筑、工

程和设计为主的专业，而这些都是同济大学的招牌学科。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具有〝学院来源同济、院长

来自同济、师资主引同济、办学依托同济〞的办学观念，使得与高等教育的密切合作成为可能。当大学

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时，职业学校可以平行移植许多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类似情况还有，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依靠母校上海交大医学院强大的医疗技术，设置了国家级重点的护理专业和上

海市重点的医学检验专业。由于母校交大医学院附属有多家综合性的医院，所以学生的学习和实习都能

够在实践中完成。 
第三种类型的职业学校依靠了与大型企业的合作关系。由于上海是大陆经济的龙头之一，许多知名

企业都落户在上海。这些企业不但有稳定和大规模的用人需求，在技术储备方面也很超前。所以很多的

职业学校都积极走出去和企业合作办学，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振华重工。振华重工是大陆首屈一指的重型

装备制造企业，其总部设在上海。振华重工的一项核心业务是大型吊装设备，牵涉到复杂的金属切割和

焊接工作。振华重工 20 世纪 90 年代起从德国引进了一个完整的焊接认证体系。为拥有自主培养人才的

渠道，振华重工在将德国技术引进几年之后，便把整个焊接认证体系介绍到上海的几所职校中去，由振

华重工提供课程和技术标准，帮助职校更新他们的技术实力。随后，上海陆续有几所职校都开始提供中

阶和高阶的焊接工培训项目。 
其他的大型跨国企业，如丰田和通用汽车，在进入大陆市场之后也积极引入他们各自的生产和售后

服务体系。丰田汽车技术教育计划(Toyota-Technical Education Program)是一项针对汽车机修技师的职前

培训项目。T-TEP 项目在交通部和教育部的引荐之下，目前在全中国 31 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内进行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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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认证，上海的交走读校便是其中之一。整个 T-TEP 项目的培训需要 4 年左右，学生利用前两年的时间

学习基础的机械工程、汽车修理课程，后两年则有更多的实训内容。如果学生可以通过整个 T-TEP 课程，

那么不但可以获得学校的毕业证书，也能够获得丰田认证的汽车工程师证书，可谓是一举两得。这极大

地增强了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类似的职业技术培训还延伸到航空、汽车制造、房地产和影视制作等行业。由于上海吸纳了大量的

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这些资金部分通过外国企业在上海直接设立子公司；另一部分

则以和中国合作者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的形式进入上海。通过这些投资渠道，外国企业转移了一部分技术

到上海，同时上海也积极地利用扩散效应来吸收和消化这些技术，以带动本地的就业。职业教育在这个

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除中等职业学校外，在职业教育体系之中，上海还有为数众多的高等职业学校。目前在上海，一个

新的发展趋势是中高职教育贯通培养方式。这个方式首先在部分中高职一体化办学的学校中开始(即一所

学校内同时开设中职和高职专业，学生可以无缝对接升学，最终获得高等教育文凭)。在这个方式中，学

生的学习一般在五年内可完成，前三年按照中等职业学校的课程内容学习，后两年按照高等职业学校的

内容学习。现在该方式已经在同一职业教育集团内不同办学主体的中职和高职院校中展开。这个方式把

职业教育作为一个连续的培养过程，以技能型的人才培养为目标，力求为学习者提供连贯的、渐进的学

习环境。 
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外，许多大型企业也有自己专属的企业内部培训，作为职业技术教育的延伸。

这些培训项目大都是为了企业内部员工提高技术能力而展开的。有的项目也会把教育机构的专业人士请

进来共同进行课程规划。如上海海立集团是制冷行业的领军企业。他们为帮助生产线的员工提高电机和

工程方面的知识，专门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帮助他们制定了企业内部在职培训项目。由于是在企业内部进

行培训，所以时间和授课地点更有弹性，完成这个项目的员工不但可以得到学费补助，同时可以获得工程

技术大学所颁发的证书；另一个例子是上海宝钢集团，作为中国领先的钢铁生产企业，宝钢拥有自己内部

完整的培训体系，同时也积极与海外企业、教育机构合作，把员工送出去参加短期或者长期的培训。 
在以上这几个例子中，企业或者雇佣方的需求是职业教育最大的动力。正是因为有了对于技术人员

和技能的需求，才催生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方式和方法。在职业学校内，职业教育已经从过去

学校单一办学转变到了校企多元化合作的方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学生在就业市场上能够凭借自己

的一技之长找到理想的工作，也体现出职业教育相对于普走读校教育的优势。 
(四) 澳门之职业教育 
澳门多用职业技术教育一词。相对于香港、台湾和上海的职业教育发展而言，澳门的职业教育还处

于建立的阶段。澳门人口约 56 万，面积 30 平方公里，由于地小人少，一向以来只能依赖博彩业，及从

中国及香港输入所需的专才劳工，加上回归中国前，澳葡政府对教育的承担不大，所以向来职业教育的

发展十分有限。直至 2002 年，及 2003 年赌权开放后，社会急剧发展，经济起飞，政府考虑以“旅游博

彩业为龙头，以其他服务业为主体”，并“适度多元，各行业协调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战略，积极打造

澳门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区域商贸服务平台”。2006 年，澳门政府因应社会的经济与劳动力

需要，颁布了新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法令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作出更明确的定义，由不同

的官方与半官方的机构，执行或制订澳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政策。 
以下是笔者从澳门官方的政策文件，及分别与教育暨青年局、劳工事务局、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

办事处、职业学校校长多方访谈后整理出的资料： 
依据 2006 年颁布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澳门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分布在两个非高等教育

板块上，职业技术教育是在〝正规教育〞分类上，而职业培训是在“持续教育”分类里。职业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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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规教育内中学教育阶段的一环，只在高中阶段实施。根据 2006 年所颁布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

职业技术教育有以下的要旨： 
1) 培养中等程度的技术人员，既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又兼具职业导向，使学生拥有从事某一职业

所需的基本知识、能力及专业精神；2) 兼顾学生升学需要；3) 可在实施正规教育或回归教育的学校中开

办；4) 合格完成职业技术教育者，可获得高中学历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就读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的学生，在高中一、二年级需要修读“社会文化”和“专业科技及实践”领

域之学科，高三需要有“专业实习”课(教育暨青年局，2012)，高中毕业生可以同时拥有社会认可的高中

毕业证书及专业技术证书。 
澳门现时提供职业技术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官方与半官方机构，包括教育暨青年局、劳工事务局和生

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教育暨青年局是主要负责的官方部门。在职业培训方面，

官方部门有劳工事务局；半官方机构有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 
教育暨青年局是澳门政府社会文化司属下的一署局，主要负责执行澳门教育及青年政策，在教育部

分主要是制订与执行非高等教育范畴之政策与事务，其下的“中学暨技术职业教育处”负责制订与执行

在正规教育下之职业技术教育政策。正规教育内的职业技术课程，都是由“中学暨技术职业教育处”负

责筹划与审批的。 
劳工事务局的职责是协助制定及执行劳动、就业、职业安全健康及职业培训政策。劳工事务局下有

专责职业培训的“职业培训厅”，职权如下： 
1) 促进与其他机构之间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技术合作及信息交流； 
2) 协调培训课程及活动的发展方向及策略； 
3) 因应劳动市场的需要，举办培训课程及活动； 
4) 订定职业技能证明的标准。 
职业培训厅提供的课程，目前共分三个专业领域，包括电气装置课程、电子及通讯课程、汽车机电

课程。课程包含 1240 小时的文化培训、1920 小时的专业技术培训以及 432 小时的专业实习。完成课程

并且考核合格的学员可获发专业能力证明书，证书等同高中二年级学历。 
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是一个由澳门政府及民间合办的非牟利组织，中心提供多项公开的延续进修

课程，其课程主要有四大范畴，包括信息科技及系统、商务语言及演说技巧、成衣技术及工业辅助、优

质管理及企业发展。 
在专上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方面，除了一般大学之外，澳门的理工学院，也承担着缓解澳门人力资

源紧缺的现状。理工学院成立于 1991 年 9 月，是一所公立、多学科和应用型的高等学院，教学与科研并

重。下设六所高等学院：包括语言暨翻译、管理科学、公共行政、体育暨运动、艺术、高等卫生等。开

设的课程包括：中英翻译、中葡/葡中翻译、电子商务、工商管理(市场学专业)、会计学、公共关系专业、

管理学、社会科学(博彩与娱乐管理专业)、公共行政、社会工作学、电脑学、体育教育、视觉艺术、音乐、

设计、护理、生物、医学技术等，并与海内外大学合作，办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培养专业人才 (澳
门理工学院网页)。 

在职业技术培训方面，为了配合澳门博奕产业的发展，理工学院和澳门旅留学院在 2003 年合办了澳

门旅游博彩技术培训中心，该中心在 2009 年结束，成为“博彩教学暨研究中心”。此外，理工学院还成

立了 1)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提供各类具实用性、针对性、长期和短期的培训课程、考证课程；2) 理工

–贝尔(IELTS)英语中心(与英国剑桥教育国际联盟合办)，开办中小学校的英语教师培训课程和博彩及旅

游的英语课程及 3) 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为公职人员而设的培训课程。 
整体而言，澳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特徵，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官民为配合。在过去十年，政府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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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上不断调整相关职业培训政策，以提高澳门的人才素质。其中横向方面的，包括 1) 配合博彩业发展的

人才培训计划(2009 年成立了博彩教学暨研究中心)，2) 培养人力资源的就业适应力(2007 年推出“第二

技能培训计划”)，3) 针对结构性失业推出的就业辅助计划，4) 协助澳门青少年增强自身装备，5) 提供

具稳定性社会功能的职业培训课程。垂直方面的包括：1) 促进人力资源向上流动的专业进修，2) 提高劳

动人士的职业技术水平，引入一系列工种的技术认可基准，3) 配合区域(粤港澳)人力资源开发的合作，

4) 为中小企提供管理顾问服务，5) 推动终身学习[21]。 
此外，政府在支持职业教育技术方面的力度，也日益增强，这方面主要包括：1) 以立法设立教育体

制的职业技术学校，2) 运用失业者培训计划，纾解民困，缓和高企的失业压力，3) 确定澳门成为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以及深化区域合作等之发展定位。 
展望将来，随着澳门经济的持续发展，澳门仍将会在旅游博彩业与适度多元的其他工业，本土培训

与区域(粤港澳)合作人力资源开发之间寻求平衡，并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予以配合。图 6 显示澳门的教

育体系。 

5. 结论与建议 

因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中港台澳四地的职业教育发展亦各具特色，譬如说：香港的个案，

具体反眏了社会经济变迁和职业教育转变的相互关系。台湾的例子，显示了如何将正规的职业教育体制，

建立在整个教育系统之中，使获得密切的多元和多管道升学的配合。上海职业教育的例子，突显了企业

的高度参与，澳门则反映了在开展职业教育之初，政府在政策方向和法规制定中的重要角色。 
此外，从四地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来看，社会经济与职业教育发展的相互关系，仍可以整理出以下

几个共通点，作为对职业教育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 
 

 
Figure 6. Macau’s education system 
图 6. 澳门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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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培训工作，一直都是顺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而有不同的定位，而政府扮演的角色很重

要，需要协调着相关的部门，在教育、劳工、职训、再培训计划等政策。 
二、职业教育/培训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贯通会成为常态。 
三、职业教育/培训工作，一般都分为三级制(初级、中层、高级)，由不同的机构，如中学、高级职

业学校/职训局、理工或大专院校负责。职业教育渐渐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文法教育以外的另一选择。这方

面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和社会价值观对职业教育的看法有关。 
四、成功的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社会和业界的参与性很强，教育和业界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成功

的职业教育体系无法缺少的基石。业界不但可以提供技术标准以及各种专业知识，同时本身也可以是培

训的场地，及日后提供技术员就业的主要出路。以香港为例，职业训练局融合了各业界成员代表，参与

行政、调查市场需要和设计课程等工作。再培训局也加入了雇主和雇员代表协调运作，使能更紧贴市场

状况。而上海企业的参与职业教育的内部员工培训，也为技术的水平和就业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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