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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國是技職教育相當發達的國家，以獨特的二元制職業教育，吸引政府和民間

企業相互合作，在基本學養和職業技能土得以均衡發展，使學生大都能在畢業後便

立即投入職場，因而成為學生選讀的重要升學管道，也使待這種讓學用相互結合的

技職教育，廣泛獲得世界各國的重視與仿效。

我國的技職教育，以往曾擔綱促使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但長期以來一直

都是學生就讀的第二選擇，不論升學與就業部明顯低於普通教育，難以持續發揮促

進國家發展的功能，若能與德國技職教育的成功經驗相互參照，或可據以調整方針

以再進顛峰。

為能探知德國技職教育的精髓，本文藉由深入剖析德國技職教育的演進、學

徒制與二元制的發展、職業訓練辦理的現況與挑戰，以及職業教育與訓練的未來展

望，提出定位技職教育角色、鼓勵教師專業成長、著重能力本位教學、落實職業證

照制度、分配合理教育資源，以及重視技職政策調整等對我國職業教育辦理的敢

示，以作為研擬提昇臺灣技職教育成效作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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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rmany's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renowned for its dual system, which successfully 

integrates both academic instructions and occupational trainings. This dual training, which 

features collaboration between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equips students with 

necessary skills for immediate working on the job upon commencement from schools. The 

dual system attracts almost 60 p.ercent of school-goers in due age. 

In contrast, vocational schools in Taiwan are positioned way behind regula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 a matter of choice by students, despite the crucial role it plays in human 

resource which supply for private sectors. The underdog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undermines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Taking reference from the 

successful story of its Germany counterpart may help strengthen the competitive edge for 

its students in the job marke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ual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 

in Germany. History, present situation, new challenges, and prospect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German VET are discusse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s of Germany and Taiwan are also 

compared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system design, resource allocation, training of trainers, 
and license requirements. The authors propose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as reference 

for Taiwan's futur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cluding identifying the rol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overall educational and career development, encourag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instructors and trainers, emphasizing competence-based 

instruction, establishing effective certification system, allocating adequate resource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ttend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updating. The discussion is 

aimed to shed lights on the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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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的技職教育，以往雖曾擔綱促使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唯長期以來卻

一直處於學生升學的第二項選擇，且不論其升學與就業的進路機會都明顯低於普通

教育，雖然教育部已極力開創及宣導「教育的第二條國道 J 希望暢通技職教育以

吸引學生就讀，但其成效卻仍屬有限。

而德國則是技職教育相當發達的國家，從創設補習學校開始，即奠定技職教

育的根基，經由學徒制及二元制 (Dual System) 職業教育的演變，以及其間諸多

法案和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合作，使得其技職教育的辦理特色廣為世界各國的重視與

仿效，也一直是學生選讀的重要升學管道，學生畢業後便能立即投入職場，並廣受

企業的喜愛與選用。其成功的經驗為何?以及其技職教育的制度及辦理內涵為何?

乃本文亟欲探討的重點，期盼藉由對德國技職教育的探索，能為我國技職教育的辦

理，取得足資參照的借鑑。

貳、德國概況介紹

」、德國社會環墳概況

德國地處歐盟中部，是歐盟最重要的國家之一。面積357 ，046平方公里，人

口截至2006年一月為八千兩百萬人，外國籍人士有六百八十萬人，約佔總人口

的8% 。全國由十六個邦組成，首都位於柏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the F 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東德)於1990年統一。東德在政治、經濟、教育及社會各層面大多是

採取西德模式而做修正。

德國是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之一，以出口為主要經濟型態。 2005年出口就佔了

35%的國民生產毛額;當年也是德國連續第三年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圓，主要的

出口品為汽車、汽車零件、機械、化學產品、電子產品和食品。德國也是臺灣在

所有歐洲國家中最大的貿易夥伴(麥斯文. 2002) 。近年來經濟成長不斷減緩，

2002到2003年甚至是處於停滯的狀態，原因除了國際間的競爭提高之外，主要

是來自於東西德的統一及歐元的引進 (Ute Hippach-Schneider, Martina Krause , 

Christian Woll, 2007) 

由於德國是聯邦國家，因此各邦擁有自己的憲法與政府，教育和文化政策也是

由各邦自行負責。所以邦級的教育文化部長常務會議每年必須開會3到4次，以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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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合各邦之間分岐的教育制度。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德國人民具有中等學校後

期資格的比例相當高，約佔60% .這都得歸功於德國傳統的「二元制」職業訓練。

德國技職教育的特色也是在「二元制」的培訓制度，由企業主和政府共同培育專業

技術人才，責任歸屬是聯邦政府負責業界的職場訓練，邦則負責學校內的職業訓

練。

二、德國的三元制職業培講i教育

德國的職業教育制度主要是指中學第三階段(約15-19歲) .此時期仍然屬於

義務教育階段，也就是所謂的「職業義務教育 J 其主要功能在基層技術人力的培

育，其中又以「二元制」職業教育最具特色。

德國技職教育能較其他國家落實是因為「聯邦德國基本法」規定，未滿18歲

的青年除了上文科中學高年級或全日制職業學校外，一律必須接受職業教育;企業

界有義務參與技職教育學生之實務技術培養，也就是所謂的「二元制」。二元制是

德國職業教育的傳統，也是其特色，對德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

獻，也是世界各國積極學習的教育制度。

(一)二元帥的歷奧背景

二元制並不是刻意建立的職業培訓制度，而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自然形成的

一種職業訓練架構。其起源可溯至中古時期的學徒訓練，這是二元職業教育制度的

原始基石;另一個發展基礎是「職業補校」的建立，同時施予學徒國民學校和手工

訓練的教育;到了 1969年聯邦「職業訓練法」的頒布實施可算是德國二元職業教

育制度法制化的指標，一般所謂的二元制都是指在該法律架構下的職業教育模式;

該法案規範了各行業的責任、職業教育組織的權利與義務、以及有關職業教育研究

等有關的問題。「職業訓練法」成功地將德國傳統職業教育制度中「分裂」的雙軌

特徵 (dualism) 轉化為「統整」的二元精神 (duality) (教育部. 2003a) 。換

句話說，一般對於德國職業教育制度的分析都是從經濟效益的觀點著眼，認為Dual

System是為「雙軌制 J 意味著學生同時在學校接受教育和企業接受訓練，雙軌

並行。若根據著名的職業教育學者Greinert的觀點，職業教育的權責歸屬才是探討

職業教育的核心觀念，因此要深入德國的二元制職業教育制度，應該從政府在其中

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來切入(陳惠邦. 1997)。在二元制中，基本上企業主主職業

教育主要的權責決定者，政府則秉於公共教育之責任訂定最低限度的規範條件。因

此「二元」是指企業和職業學校在職業教育的目標中共同合作、一起負責任，是一

個整體、不可分的教育概念和架構，和雙軌制是不一樣的概念(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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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二元制的歷史觀

(二)二元甜的磁業視轉

德國青少年在接受九或十年之義務教育完成後，為學習職業技能，約有三分之

二(或60%以上)的青少年選擇到企業界當學徒，學習時間至少三年。依職業訓練

法令規定，學生每週必須利用一至二天到相關的職業學校上四小時的普通課程(德

文、社會及經濟、宗教、體育)及八小時的專業理論課程(含外語)。原則上，進

入二元制職業教育並沒有入學資格要求，所有完成普通義務教育的學生都可以在二

元制中接受職業教育培訓。完成「二元制」職業教育訓練的學生可以得到專業技

能資格認可，得以從事經過國家認定需要正式訓練認證的行業 (state recognized 

training occupations) ，共三百多種行職業。

「二元制」的理論基礎為學習與工作同時進行，可以在實際的工作情境中提

供學生結構性的知識與應用性的職能，讓理論與實務結合以提高學生的就業能力。

企業與職業學校的教學內容雖然各有不同的重點，本質上是一體的、整合性的，所

以企業和學校共同分擔教育責任 (BMBF， 2003) 0 在責任歸屬方面，聯邦政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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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監督職場的訓練，但是職業訓練的內容、方法、欲招收的學員人數由企業自行決

定;企業主還必須負擔訓練費用及學員的薪資。學校部分的職業教育則由邦政府負

責，所以職業學校受邦的管轄，經費來自邦和地方公共基金。 16個邦之間的教育

政策歧異則由教育文化部長常務會議協調，因此，教育文化部長常務會議在德國

職業教育中扮演一個極重要的角色 (Ute Hippach-Schneider et 祉， 2007) 。職業

訓練責任歸屬架構請參考圖2 。簡言之，二元制在政策方面的特徵包括( Greinert, 

1993 '引自陳惠邦， 2001) 

1.由提供就業機會的企業主導，但是企業所提供職業訓練的內容、方法及程序

仍然受國家法律規範。

2. 職業技能的內涵與種類主要決定於企業中的應用情境，但在職業資格的定義

與認定中，政府與其它職業教育利益團體，如工會組織與專業協會均共同參

與。

3. 企業自行負責職業訓練所需費用，包括設備、教材、師資、學員薪資或零用

金;職業學校的教育經費則由邦政府支應。

4. 職業教育政策同時也是產業政策與勞工政策。

聯邦政府

Federal Government 

企業

Training E叫做prises

﹒投書核發

圖2 職業訓練責任歸屬

資料來源、: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7 

根據職業訓練法的規定，欲提供職業訓練的企業，在型態和設備方面必須符合

下列條件:

1.必須與學員簽訂職業訓練合約。

2. 不曾嚴重或反覆連反職業訓練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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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乎合法僱伺青年人的條件。

4. 職業訓練師必須具有職業及教育訓練資格(通常在24歲以上，受過正式訓

練且通過相關職業檢測即可擔任職業訓練師)

「二元制」吸引德國年輕人的原因包括:就業能力可以讓年輕人提早獨立生

活，不必再依賴父母，同時也可以較早展開豐富的生活、增進個人社會安全感和社

會地位 (BMBF， 2003 ) 

相對的，根據聯邦職業教育局 (BIBB) 2000年所公佈的調查報告指出，企業

願意負擔職業訓練的原因包括 (BMBF， 2003 ) 

1.可以直接訓練符合企業需要的員工。

2. 工作市場中無法找到具相關專業技能的員工。

3. 降低員工流動性。

4. 利用訓練期間可以觀察學員，以選擇最具潛力的員工。

5. 避免錯誤的僱用決定。

6. 降低新進人員的培訓費用。

7. 提高企業聲譽。

8. 學員可以在企業中發展成為高產能員工。

9. 降低雇用人員過程所發生的費用。

(三)德國職業教育與胡糖的現視與闢鍵攝戰

二元制的職業訓練功能在德國職業教育體制中雖然是根深不移，然而社會經

濟結構的變遷及科技的進步，對職場生態和職業教育的衝擊是全面性的，二元制自

不能免於其外。為了增強二元制的功能 .2005年德國國會通過了新的職業教育訓

練法案一「職業訓練改革法案 J (FMER, 2005) .將 1969年的職業訓練法案和

1981年的職業訓練促進法案做了全面的修訂，整合為一個單一的法案。新法案的

目的在確保和改進職業訓練機會，讓所有的年輕人不論社會階層和區域背景，都能

接受高品質的職業訓練。新法案賦予各層級的決策者，包括聯邦、邦和地方有更大

的職權來達到以上目的，同時也裁廢許多不必要的主管機關，以加速職業訓練的現

代化 (BMBF， 2005) 。其中最令人囑目的創新改革為德國境外訓練的認可，學生

在圓外接受的職業訓練，只要時間達到最低時間要求，且不超過總訓練時間的四分

之一，便可得到國內職業訓練的認可，其中特別強調的是「跨文化技能」和「語言

技能」的發展。這項改革主要是為了應對全球化對國內技職教育的挑戰，善用歐盟

之間的合作來強化職業教育與訓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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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的十年，德國教育部預測職業教育與訓練將要面對許多關鍵挑戰

(BMBF, 2008; Ute Hippach-Schneider et al, 2007) 

1.企業提供訓練的意願:目前提供職業訓練的企業機構約佔所有企業的

40~也

30~也

20~也

10% 

0% 

25% '中小型企業(總員工數50~499人以下)所提供的培訓機會最多

(約64%) (見圖3) 。但是由於經濟不景氣，願意提供職業訓練的企業

數量持續縮減，相較於對培訓機會的需求，有一個相當大的缺口。德國教

育部 (BMBF) 在2006年敢動了一個“JOBSTARTER-training for the 

future" 的計畫，從2005到2010年共將撥款一億兩千五百萬歐元做為企業

津貼，來改善地區性的訓練結構，以便增加企業訓練場所。

員工人數 員工人數 員工人數 員工人數

圖3 2004年根據企業規模所提供的培訓機會分布(%)

資料來源: Hippach-Schneider, et a!, 2007 

2. 出生率的下降:人口的變化對於職業教育的影響甚鉅，包括教育的提供、

基礎結構的改變，以及培訓的師資人數。應對方法首先必須提供足夠的培

訓場所和符合人力市場需求的行業選擇;接著，要讓職業教育的上下承接

狀況達到最理想化，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重複訓練，同時要加強不同形式

之職業訓練間的轉銜。

3. 學制間的整合:各個學制和各種職業訓練間的銜接轉承若越有彈性則越受

到學生們的歡迎。因此聯邦政府正努力和邦政府聯手合作，發展由職業資

格轉進高等教育的規準，希望能儘可能一致，目的在開放取得職業資格的，

學生進入高等教育的管道，並且縮短他們就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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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興產業的職業訓練系統建立:隨著科技進步，新的產業不斷出現，如光

纖科技、生化科技、奈米科技......等新興行業。針對這些新的領域，政府

應加速引進二元制職業訓練，相關的資格認定系統也應同時建立。

5. 職業教育與訓練的全球化及國際認證:全球化對職業教育的衝擊很大，所

以德國在2005教育改革法案中特別強調學生到國外接受職業訓練，並且要

和國內的職業教育建立互相承認銜接的制度。這個做法不但可以提高社會

流動，也善用了歐盟教育的創新潛力。因此，企業界也應趕上這股全球化

的潮流與各方合作，運用創新的概念來改革職業訓練方式。

(四)德國職業教育與讀n廳的素來發展

由於受到國內外就業市場趨勢的影響，在歐盟和國際層次方面的合作對

職業教育尤其重要，目前德圓正與歐盟聯手，加緊推動「歐洲統一認證制度」

(Europe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EQF) ，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學歷上可以互

相承認以及流通的制度。國內除了「歐洲職業教育訓練學歷轉換制度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 , ECVET) J 

的規劃，還著手發展「國家資格認證 (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 

NQF) J '以改善各個教育領域間的轉移和銜接。德國同時也不斷地和歐洲各個

國家分別建立雙邊職業訓練交流計畫，包括英國、法國、荷蘭......共八個國家。

為了要確立德國在職業養成及繼續教育之相關工作發展，未來勢必要規劃制定

更加完整的二元制職業訓練制度。主要發展如下 (BMBF， 2008 ) 

1.增加職業培訓I機會:措施包括職業教育與訓練的進一步發展、增加培訓場

所的方案、「職業訓練改革法案」影響的評估、職業基本教育和繼續教育

間的承接、國家認證行業的現代化。

2. 改善轉銜管理:措施包括幫助在學校和職業訓練間轉換有困難的學生、幫

助移民家庭的學生融入社會、提出幫助那些沒有獲得正式職業資格的年輕

人取得技能的方案。

3. 放眼歐洲層面的職業訓l棟:措施包括增加國際流動性和交流機會、改善歐

盟間資格和證照互相認定的透明度和核可度。

參、德國和臺灣技職教育的比較

德國技職教育制度中最真特色的是「二元制 J 在二元制內接受職業訓練的學

生佔了三分之二的總學生人數，可說是其教育的主流，因此必有其可取之處。藉由

這S>90宮中，教育事60毒草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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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的職業教育做比較，或可做為我國技職教育長遠規劃之參考。

J 、職業訓練制度

臺灣的技職體系傾向歐洲型態，採雙軌制(教育部， 2003a ;林俊彥、郭宗

賢 '2007) ，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分流，但是德國職業教育以就業為目標的定位

明確(朱玉仿 '2001) ，故能與產業緊密結合。經過職場加職業學校密集且實務

的職業訓練和教育後，學生均能於畢業後立即就業，所以德國學生大多數以加入職

業教育為第一選擇。

我國的技職教育基本上都歸屬於教育部技職司管轄，不管是在系科設置及課程

規劃方面均是以學校為主體發展，學生的實務訓練和經驗缺乏;且由於職業訓練費

用昂貴，企業參與意願不高，所以學生畢業通常意昧著失業，只好選擇繼續升學，

因此技職教育常淪為學生在生涯規劃上的第二選擇(吳清基， 1998) 。

雖然自 95學年度起，教育部開始試辦「產學攜手計畫 J 以3合 1 (高職加技

專校院加合作廠商)的合作方式，發展3加2 (高職加二專)、 3加2加2 (高職加二

專加二技)、 3加4 (高職加四技)或5加2 (五專加二技)之縱向銜接學制，以建

置技職教育、職業訓練及產業界之合作平臺，可藉此提高職業訓練的成效。但目前

在課程銜接、課程設計上都還難以與企業界綿密銜接，學生定位也較為模糊(張建

裕、劉曉芬， 2008) 

二、職業調據經費

在德國二元制內，企業每年花費在每一位職業訓練學徒的經費約8 ， 700歐元

(約臺幣40萬元) ，聯邦政府投在二元制的教育經費每年約7.2億歐元(約臺幣

338.4億元)總計二元制的教育與訓練支出為2 1. 8億歐元(約臺幣 1 ， 024.6億

元) ，其中企業負擔了三分之二的費用。不過，企業主視這麼高的職業訓練費

用為投資，因為他們計算過，每一位學徒可以幫企業多賺回7 ，700歐元 (BMBF，

2003 )。反觀我國每位學生每年的教育經費遠遠低於德國，因為臺灣經濟產業以

中小企業為主，規模較小，雇主能夠負擔的學員訓練費用有限。而臺灣的技職體

系，私立學校多於公立學校(見表1)政府對於公私立學校以及一般大學和技職

學校的資源分配不均，造成私立技職校院可用的教育資源、經費均偏低(朱玉仿，

2007 ;吳清基 '1998) (見表2) 對於「產學攜手計畫」專班的補助亦不足(張

鐘裕、劉曉芬，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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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立教育資料館， 2006 。

表2 各年度各級學校學生單位成本(單位:新薑幣)

F 噩噩--.JI 國Þ 11 國J 11 t8D 11 噩噩 11 盟國 ILJ盟

1 82. .. 11 48,717 11 62,081 11 72,530 ]1 81 ,901 I~ 85,954 II 2.Q4:，I9.:>向 l

i86 11 67,728 11 88,442 11 83,616 11 108,639 1. 92,192 11 171 ,730 j 

L90 耳JL扭扭Q~JL..1…1]..:且I.~lu訟記...JL.1且LJI 83 ,538 IL兵學立:u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03b)

三、師資培育與素質

德國職業學校教師及職業訓練師的專業知識及素質極高，各有其培育與進修

的管道。特別是在二元制中，負責職業教育工作的人就是職業訓練師。職業訓練師

不止要具備精熟的專門技術與知識，還必須具有職業教育學方面的教育專業知能，

他們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能都具體規範於「職業訓練師資格規定」。至1999年德國

的職業訓練師總數已達71 1.000人，其中62.000為專職人員(陳惠邦， 2001)。而

臺灣至2007年合格的職業訓練師總計1. 121人(職訓局 '2007) ，人數差距之大

可見一般。加上臺灣的技專校院的師資多來自普通教育系統，對技職教育本質了

解不多，較缺乏實務經驗(蕭錫鉤， 2005) 校方又多重視教師的研究能力和研

究產出(朱玉仿 '2007) ，因此所聘用的技術教師寥寥無幾〔國立教育資料館，

2006) 。另外，按規定專科學校或職業學校技術教師聘任人數至多不可超過八分

之一，這樣的規定是否能令技職教育達到所強調的「以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養成

實用專業人才」為宗旨之目的，值得深思。

四、技能檢定與職業證照制度

德國職業教育向來受到各界很高的評價，原因之一就是證照制度的落實，讓德

這~92E; 中等教育事 60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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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把證照看得比文憑還重要。德國證照制度起自中古時期「行會」所實施的學徒

制度，學徒必須經過證照考試才能成為技匠，爾後逐漸推廣到工、商、服務業及農

業等各行業。德國的技能檢定制度，在行政上採各邦政府監督;在工作上則由各行

業總會規劃執行，並透過技能檢定委員會以專業的方式來評審，因此對技能水準的

要求相當嚴格，只要是通過某一職類的技能檢定，便足以證明具有從事該職額的能

力、資格。所以德國人從事任何職業皆需出示證照，以表示具有該方面的專長。

相反的，晝灣職場不重視證照，仍然停留在文憑至上的觀念，企業在用人決策

時，末將持有證照者視為重要的技術人力資源，所以就算高職學生擁有技術證照，

在就業方面亦不一定有所幫助，迫使高職畢業生只好選擇繼續升學。另外，技職教

育與職業訓練的主管單位分別隸屬教育部與勞委會兩個不同單位，職業教育與職業

訓練不易整合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如何讓技職教育的目標及價值透過職業證照之檢

驗加以肯定，是提升技職教育地位的當務之急。

肆、德國技職教育對我國的做示

德國對於技職教育的重視，尤其是二元制在世界上技職教育的指標地位，讓

大多數的學生以接受職業教育為首選的生涯規劃;反觀我國技職教育的弱勢地位，

學生不但視技職學校為第二選擇，且經常面臨畢業即失業的窘況，紛紛以升學為進

路。

自92年度開始，為消揖青少年勞工供給與企業需求間的條件落差，以及鼓勵事

業單位積極參與職業訓練，透過雙軌制訓練培育人才，教育部、勞委會與德國經濟

辦事處會共同開設「臺德菁英班 J 整合企業、學校、職訓與教育單位的資源，促

成企業與技職校院之合作，招收學生每週分別在業界實習、學校上課，落實從學校

到職場之實務學習(教育部. 2008) 。可知德國的職業教育與職業訓練，有其值

得我國深思借鑑之處，茲列舉數端以為參考:

J 、定位技職教育角色，樹立特色目標功能

我國早期各級技職教育均以養成實務人才、立即就業為目標，但近年來隨著高

等技職教育大幅擴充，升學的比例愈來愈高，技職與普通教育的區隔日益模糊，這

種現象讓職校課程無法彰顯技職教育的特色，技職教育銜接也出現問題(李隆盛、

賴春金. 2007) 。德國的技職教育就業目的明確，二元制中完備的職業訓練，讓

學生能夠畢業即就業，是吸引學生和企業參與的最大原因。可行的相關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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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課程發展、重視實習課程、鼓勵企業參與職業訓練、推廣建教合作、就業學

程，例如「臺德菁英計畫」就是相當成功的例子。

二、鼓勵教師專業成長，培萬寶務教學能力

由於教師本身缺乏職場經驗，對業界無法深入了解，實務知識不足，連帶造成

學生對於實務所學有限。改善這個現象可以從師資聘任及培育制度著手、例如鼓勵

現職教師至業界觀摩進修和參與產學合作以增加實務經驗、延攬業界專業人士擔任

實務講師，對於新進教師的聘任資格，則要求需同時兼具學歷與證照，並加強職業

訓練師的培養。

三、著重能力本位教學，提升學生貫作知能

德國的職業教育十分強調學生是學習過程的中心，教師只是學習過程的組織者

與協調人，在教學中與學生之互動，皆以激發學生獨立思考、獨立學習、獨立解決

問題為方針，讓學生透過「做中學」之職業教育精髓的實踐中，掌握職業技能、習

得專業知識，從而構建屬於自己的經驗和知識體系，使畢業後能立即投入職場，除

順利轉銜外並能充分發揮所長。因此，我國也應以能力本位教學的精神傳授職業教

育之知能，使學生能習得帶得走的關鍵能力，讓企業界樂於接受技職體系的學生，

以提升技職教育的功能。

四、器質職業護照制度，重視職業知能發展

我國職業證照制度之推行，目前所遭過之癥結在於技職教育的目標及價值無

法透過職業證照之檢驗加以肯定，加上企業在用人決策時，也未將持有證照者視為

重要的技術人力資源(林俊彥， 2007) 。首先應加強證照核發單位的公信度，讓

證照能夠真正代表就業能力;進而由公職機關帶頭以證照優先、學歷次之來聘僱員

工;對於私人企業，相關單位可以採取一些獎勵措施，來鼓勵企業以證照做為優先

聘僱的條件。

五、分酷合理教育資源，提商技職教育晶質

國內技職體系中私立學校的數量遠高於公立學校，職校及技專校院學生總人數

中在私校者各占60%及80% (人力規劃處， 2003) ，加上政府對於私校的補助經

費較低，使得技職體系學生成為教育界的弱勢團體，所享有的教育資源均低於普通

教育及獨立校院，學生視技職教育為二流教育也不足為奇。政府若要培養優良的技

職人才，相對的經費和資源的扭注就要提高;同時，還可以透過產學合作、校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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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社區互動等各種方式來整合業界的資源，包括師資、設備、經費等。

朮、調整技職教育成第，掌握國際發展脈動

德國職業教育之成功經驗雖廣為各國注意與仿效，但隨著社會環境及國際局勢

的變遷，德國技職教育的發展也逐漸面臨企業配合意願低落、人口下滑供需失調、

新興產業衝擊及全球競爭與國際化等問題，致使技職教育的發展遭受瓶頸。但政府

卻能面對這些挑戰，在技職教育的政策與辦理方向上也適時進行修正與調整，陸續

推展改善技職教育的各項工作，包括頒修相關法令、研訂配套計畫、改良學制彈

性、提高就讀誘因、開發新興課程、強化國際認證等，期使技職教育能蔚為實用，

值得我國相關單位參酌借鏡。

七、強化學胡無縫銜接，輔導學生多元發展

為使學生能適性多元發展，並提高技職教育的實施成效，在學制的設計上已

彈性許多，近年來較為知名的學制創置依序有92年的「臺德菁英計畫」、 93年

的「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94年的「實用技能學程班」、 95年的「產學攜手計

畫」、 96年的「歐動產業人力扎根」及「產業二技專班」等(教育部， 2008) 

都能導引學生職業訓練之所學與企業所需相互結合，但在各學制的銜接上卻仍存有

缺口，尤其是學生若欲中途退場，或是轉換訓練單位時都缺乏轉銜機制，加上合作

廠商所存在的變數仍多，恐使學生在缺乏生涯願景的情況下望之卻步，是我圓技職

教育尚待補強的方向。

伍、結語

綜合以上對於德國技職教育的介紹，可以了解二元制對於德國技術人力的供給

是德國成為經濟和科技強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成功不但有長久的歷史淵源，還要

國家的支持與企業的配合，在整個制度的運作上也需要各方面的協調、支援、推動

和監督。臺灣技職教育長久以來一直居於弱勢地位，淪為學生的第二選擇，若要提

高臺灣在全球職場的競爭力，政府不應該再繼續忽視技職教育。借鏡德國的職業培

訓制度，從各方面協助技職學校發展特色和學生發展就業實力，以招攬有志在專業

領域發展的菁英就讀，讓技職教育發揮應有的功能，成為培育我國經濟成長的人力

基石，應是全民之福。

Ju冊， 2009 Seco咖 E恤枷瑟的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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