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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社會面對產業結構性改變、人口少子化及老齡化等問題，試圖透過教育

改革，培養學生具備社會所需的職業觀和勤勞觀，及強化學生實踐力、溝通力與

問題解決能力。專門高校教育具有培育產業所需的基本知識、技術和態度的功能，

實踐人力資源開發計劃的職業教育，培訓未來所需的專業人才，是支持日本經濟

成長的基本支柱。本文透過文件分析，探討日本專門高校發展背景及歷次教育法

規的變革，並解析專門高校辦理現況及改革特色，提出對我國高職教育推動方向

及課程改革的啟示。研究結果發現，日本專門高校為提高教育品質，確保學校教

育水準，積極推動教育振興基本計畫及修訂高校學習指導要領；在強化學校教育

和產業需求的銜接上，透過職場與就業體驗措施，培育符合地域產業需求，且具

備專門能力和豐富人生經歷的職業人才。日本經驗可供國內職業教育類科整合和

學科課程規劃之借鏡，以期培養學生具備職業專業技能、態度和能力，促進學生

在學校與社會和產業間平穩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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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chang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low birth rate, and increasing aging 

population, Japan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educational reforms to train students with 

necessary professional ideology, and to strengthen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Since the technical high schools could cultivate students 

basic knowledge, skills and affect needed by industries, and practice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gra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considered to be a pillar to support 

the growth of Japanese economy. This study conducted docum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ical high schools in Japan, the evolutions of related 

educational regulations, and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orm.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technical high school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apan has been active in promoting Basic Pla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revising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High Schools. 

Moreover, cultivating the talents with specialized skills, extensive living experience and 

skills needed by regional industries has been emphasized by the means of activities that 

enhance students’ workplace and employment experiences. Japanese experiences are 

valuable for us in considering how to integrate career clusters/categories and revise 

curriculum for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transferring from schools to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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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戰後經濟快速起飛，技職教育系統發揮了核心作用(Hood, 2003)。日本中

學畢業生有 98%進入高校，其中選擇以專業技能學習為主的專門高校者約佔 24%，

畢業後約 49%直接進入職場（文部科学省，2013a）。由此可知，專門高校培育大

量學生具備產業所需之基本知識、技術和態度，對於日本人力資源開發、培訓專

業人才及經濟成長，扮演關鍵的角色。 

專門高校在日本邁入少子化與高齡化的時代中，對其產業發展的支持更顯重

要。自 1975 年起日本新生兒出生數開始低於 200 萬人，到 2012 年出生人口減少

約 90 萬人；同時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快速增加，占總人口數近 25％（厚生労働

省，2013a）。日本社會因人口結構變化，造成勞動人口減少，失業率從 2007 年 3.9%

逐年攀升，至 2012 年已達到 5.9%。雖然如此，專門高校在 2007 年至 2012 年間產

業求人倍率上一直維持在 1.25%，每年 60 多萬畢業生中有近 25 萬人投入勞動人口

（文部科学省，2013b）。面對產業結構改變、人員聘僱多樣化與流動化的現況，

高就業率的專門高校是日本提供基礎技術人力的重要途徑，更是日本經濟成長的

支柱。 

為適時反應產業對人才能力之需求，日本在專門高校教育政策上長期進行職

業教育規劃與實施，強化學生「生活力」（基本的生存及生活能力）的培養，特別

要求在「思考力、判斷力和表現力」、「道德教育」、「豐富心靈」、「健康的身體」

等方面達到均衡發展（文部科学省，2013c），使學生在畢業後能順利投入勞動市

場。本文透過文件分析，探討日本專門高校發展背景，分析相關教育法規變革情

形以了解日本職業教育政策的走向，並解析專門高校職業教育的現況、特色與改

革重點，以期對我國高職教育提供具體建議與啟示。 

 

貳、日本專門高校教育的發展背景  

日本教育史上經歷三次與職業教育有關的改革：第一次在明治時期，改革方

向著重在興辦教育培養各級各類優秀的技術人才；第二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目標是建立民主化和現代化的學校；第三次以教育鬆綁為原則，協助學生具備獨

立思考能力，並強調職業的專業化、多元性向的適性發展(Jones, 2011)。茲將歷次

改革的內容與重點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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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維新興業，技職育才（1868〜1945）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積極學習西方先進國家發展經驗推動國家現代化，提出

「殖產興業」政策，將興辦教育視為「立國之本」，注重發展職業教育，做為殖產

興業政策的一環，透過職業教育培養各級各類技術人才和優秀的勞動力，為日本

經濟發展提供大量的基礎人力；1872 年（明治 5 年）文部省頒布新學制，規定中

等教育除普通科外，設立工業、商業和農業等職業科，為職業教育的正式發端。

1893 年政府頒布職業補充規章，並於隔年頒布學徒學校規章，規範基礎工業教育

之發展。此外，1899 年制定職業學校令，適用於工業、農業、商業、商船等實用

的職業技能中學。1921 年職業學校規章修訂頒布生效，職業學校根據規章可以增

設兩個或更多的職業課程，訓練機構也可提供兩個以上的職業課程，並將原有學

徒訓練納入職業學校的系統中（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2013a）。 

 

二、個別化、國際化與終身學習（1945〜1970）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重新調整學制，1946 年成立教育刷新委員會，1947 年

訂出以 6－3－3－4 制為基礎，自小學、中學、高校至大學（包含短大）的學校教

育體系。在高校階段分為以升學為目的的普通高中和以就業為主的職業高中。1951

年「工業教育促進法」及 1953 年的「科學教育促進法」，旨在促進特定區域的教

育，闡明工業和科學教育在實驗室所需設施和設備的國家標準，公私立學校可申

請國家補貼改善科學設施以符合標準（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2013a）。1950 年代

日本首相成立中央教育審議會，以個性化、國際化、終身學習和資訊技術作為推

動改革的原則。 

 

三、多元適性、專業化、社會自立發展（1970 迄今） 

1970 年代為配合工業發展以出口為導向，強化在工業教育的相關課程，1971

年中央教育審議會提交「教育系統全面拓展的基本策略」報告，目標在重建從幼

兒園到大學的各級教育水準（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2013a）。1976 年提出改進職

業教育報告書，強調高校應重視基礎教育，除了強化基礎語文、數理課程，也要

培養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1990 年代以後，為因應教育改革趨勢，以及高度專門

技術之需求，日本職業教育改革強調職業課程的專業化；1991 年中央教育審議會

將「高職學校」改為「專門學校」，以展現職業教育的專業技術性。 

2002 年職業教育改革以社會自立為導向，培養學生具備職業所需之興趣、態

度和能力，設置「職業教育推進綜合調查研究合作者會議」（キャリア教育の推進

に関する総合的調查研究協力者会議），透過有計畫、有組織、有系統的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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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的職業觀與勤勞觀。2003 年起設置多種會議以充實職業教育，如 2003 年

「年輕人自立暨挑戰戰略會議」（若者自立．挑戦戦略会議）、2004 年「再挑戰支

援會議」（再チャレンジ支援会議）、2006 年「職業教育等推進會議」（キャリア

教育等推進会議）以及 2008 年「學童和年輕人綜合支援讀書會」（子どもと若者

の総合合支援勉強会）等（林明煌，2009），目的在因應學生身心發展和形塑未來

職業的概念，透過課程與教學的設計，循序漸進實施職業教育，並輔以職業諮商，

以培養在社會自立所需之生存能力，奠定現今日本職業教育的主軸。 

 

參、日本專門高校相關法規之變革 

戰前日本教育是以「大日本帝國憲法」及「教育勅語」為中心所建立的「國

家主義教育法制」，在法制上採取「勅令主義」，以天皇的勅令來規範教育體系。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教育朝向法制化邁進，建構「法律主義」的教育制度，以具

「教育憲法」或「準憲法性質」之稱的「教育基本法」為基礎（周志宏，2008）。

1947 年 3 月 31 日，日本國會頒布「教育基本法」，於 2006 年進行修訂 12 月 22 日

公布施行（平成 18 年法律第 120 号として），由序言和十八條條文構成，「教育振

興基本計劃」在此次的修法中正式入法（第十七條）（文部科学省，2013d），作為

其他教育法令之基本規範，揭示的教育基本理想包括：培養健全國民、達到教育

機會均等及教育的公共性。在「教育基本法」宗旨下，專門高校推動教育政策能

更有計劃性的循序進行。 

專門高校主要依循的教育法規體系包括學校教育法、教育振興基本計劃及高

校學習指導要領，分述如下： 

一、學校教育法 

此法為日本政府為推展學校教育而訂定之綜合性法律，於 1947 年（昭和 23

年）3 月 31 日與「教育基本法」同時公布，最近的修訂公告為 2011 年 6 月 3 日。

本法由 13 章 146 條條文及附則構成，主要規範事項如下：1.學校教育分為學前教

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2.修業年限採六、三、三、四制；3.身心殘

障及病弱者有平等的受教機會；4.小學及中等學校義務教育年限九年；5.國家設立

的學校稱為國立學校，地方公共團體設立者稱為公立學校，學校法人設立者稱為

私立學校；6.中小學校教科書必須經文部大臣審定合格或著作權屬於文部大臣之教

學用圖書；7.所有國民均有接受適合其能力之教育機會，不因人種、信仰、性別、

社會身分、經濟地位或門第而有所差別（文部科学省，2013e）。 

學校教育法中對於專門高校部分，揭示於第六章「高等學校」第 50 到 6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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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學校為受過中學教育的學生提升普通或專門教育的機會，教育目標為：擴充

發展普通教育成就的義務教育，培養健全體魄、豐富人性化和創造性，培養國家

和社會公民所需具備的必要素質。學制包含全日制、定時制及通信制，學科以及

課程等相關事項由文部科學省大臣規定之。 

 

二、產業教育振興法 

產業教育為提升國家經濟發展及國民生活水準之基礎，藉此培養人民技術與

創造力，以期養成對經濟自立有所貢獻之國民。日本於 1951 年制定「產業教育振

興法」，參採美國〔史密斯─休斯職業教育法〕(Smith-Hughes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

由聯邦政府提供部分費用補助州職業教育計畫的精神，明確規定國家在振興產業

教育的任務，並由國家設置審議機關對產業教育學校予以援助（林如章，2000）。

該法所指的產業教育為國民中學、高級中學、大學或是五年制專科學校所提供與

從事農、工、商、水產或其他產業所須知識、技能或態度的教育。 

此法規定國家必須負擔學校推動產業教育所設置的實驗實習設施或設備經

費、其他研究或經營所需經費、教員或是指導者在職教育所需的全部或部分經費；

同時對短期產業教育也有同樣的規定。國家必須對地方公共團體利用產業教育總

體計畫改進教育內容方法、擴充設施及設備、提供教師在職教育和養成計畫以及

產業界合作等予以獎勵，並設立產業教育審議會以達成上述任務。  

 

三、教育振興基本計畫 

日本政府於 2011 年 6 月 3 日修訂「學校教育法」，將「教育振興基本計畫」

入法，明定政府對於振興教策方向及其他相關育的總體計畫、政措施，並向國會

提交公佈之。地方政府應根據該地區的實際情況，參照基本計畫規劃促進振興教

育的措施。茲將第一期與第二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內涵說明如下： 

（一）第一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 

為因應全球化、少子化與老齡化問題，以及學生學習意願降低，家庭和地區

教育力衰退的情形，日本於 2008 年 7 月 1 日內閣會議通過「教育振興基本計畫」

（文部科学省，2013f），從 2008 年開始，每 5 年提出執行政策，以期 10 年後能達

到下列教育目標：提高教育品質，確立信賴度、營造世界最高水準的教育研究據

點、參考 OECD 籌置必要經費預算之財源，確保教育投資、強化教育與社會的橫

向連結。 

第一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包括四個方向：1.強化整體社會力量對教育的提升；

2.尊重個人特性，啟發能力，培育個人作為社會一份子生存的基礎；3.培育具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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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及專業性之個體，藉以協助社會發展；4.確保兒童之安全及安心，同時充實教育

品質及環境。在此四大基本方向下，與專門高校有關的推動重點計有：振興專門

高校的職業教育、大學和高校平順銜接、強化社區人力資源開發與產業合作、修

訂和實施新學習指導要領、促進職場與就業體驗等職業教育活動、強化專門高校

對職業知能的培養和推動勞動職業價值觀的職業教育。 

（二）第二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 

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文部大臣的諮詢機關）於 2013 年 4 月召開專題會議，

檢討第一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政策結果，並進行第二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

（2013-2018）草案審議（文部科学省，2013g）。第二期內容延續上一期的重點並

加以深化，包括四個方向：培養社會適應能力、培養具發展潛能的人才、構建安

全的學習環境及形成具凝聚力和活力的團體；八項成果目標：培養生活能力、培

養課題探究能力、培養合作能力與創造力、養成社會與職業自立的能力和態度、

培養主導社會變化創造新價值型人才、確保所有學習機會、確保安全安心的教育

環境及形成互動、互助和有活力的團體；及三十項具體措施，其中與專門高校相

關者包括下列九項：1.豐富教育的內容與方法、新學習指導要領的推動、ICT 的活

用、高校教育的改善；2.確立學校各階段的銜接性與改善系統，掌握高中階段學習

的成就機制；3.保證學習的質量，推動學習成果的評價與應用；4.充實職涯教育、

職業教育，建構方便學習的社會環境及銜接學生進入社會就職的支持系統；5.提供

發展才能及適性的各種優質學習機會；6.提供中低收入家庭的高校生學習支持與經

濟支援；7.確保學生在校的安全，確保教育研究環境安全設施的配備，加強安全意

識教育；8.推動學習環境、合作體制的構建；9.建構良好優質的教育環境。 

 

四、高校學習指導要領 

專門高校學習指導要領在「學校教育法」的基礎上，清楚規範學校課程組織

和實踐，以確保學校教育水準。專門高校的「學習指導要領」（即課程標準）自 1947

年公布至今已進行 7 次修訂，最近一次在 2009 年 3 月完成，2013 年度全面實施

（文部科学省，2013c）。此要領基本概念包括：制定以培育「生活力」為基礎的

教育理念；專注於知識和技能習得的思考力、判斷力和表現力平衡發展；增強道

德與體育教育的配套措施，培養身心健康的體魄。主要內容包含：課程發展的總

體目標；各學科、科目及標準單位數；各學科、科目的必修科目；各學科、科目

的學習時間及特別活動的授課時數；課程編製及實施要點；單位的修得及畢業的

認定；各學科及主要専門學科開設的共同科目之目標與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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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日本專門高校教育的實施概況 

日本職業教育體系主要包括專門高校、高等專門學校、專修學校、職業能力

開發及企業內外研修等其他學校（如圖 1）。其中，專門高校招生中學畢業學生，

以培養具備基本職業能力人才為目標；而高等專門學校以培養中堅的技職人才為

主，類似我國的五專教育，招生中學（中學校）或同水準的學校畢業生以及同等

學力者，修業年限 5 年。專修學校及其他各種學校則屬於職業訓練學校性質，非

日本學校教育法第一條規定的正規教育，也沒有正式學歷，其中又分為高等課程

和專門課程，高等課程接受中學畢業程度學生就讀，修業三年以上，相當於高中

學歷，可報考大學及技能檢定等；而專門課程接受高中畢業程度者就讀，相當於

大專階段（楊思偉，2000）。上述各種後期中等教育及後中等教育階段的職業教育

機構，為日本職業教育擔負起不同的角色，其中又以專門高校所占的分量最重。 

 

 

 

 

 

 

 

 

 

 

 

 

 

*註：按教育再生実行会議「我が国及び諸外国の学制について(平成 25 年)」及資

料來源重新繪製 

圖 1 日本職業教育體系圖 

資料來源：林明煌（2009）；教育再生実行会議（2013）；楊思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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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中（稱為「高等學校」）主要由 47 個都道府縣負責，其中以專門教育

為課程核心的高等學校，稱為「專門高校」。專門高校教育的功能，在於依據進路

指導，培育公民的一般資質、職業能力及社會性判斷力（文部科学省，2013e）。

以下分別就其課程實施現況、校數及學生數、升學與就業率分析如下： 

一、課程實施狀況 

日本高校專門科又稱職業科，以就業為導向，課程內容除了普通教育之外，

主要以農業、工業、商業、水產、家庭、資訊、福祉、看護、數理、體育、音樂、

美術和英語等 13 個學科為中心。根據「高校學習指導要領」總則規定，設置農業、

工業、商業、水產、家庭、資訊、福祉、看護等 8 學科的高校始稱為「專門高校」

或「職業高校」，其課程有共同科目（如表 1）和專門科目（如表 2），畢業條件必

須修滿 74 學分以上，其中包含 25 學分以上的專門或專業學分（文部科学省，

2013c）。在學校稱謂方面，單設「農業」科的專門高校簡稱「農業高校」，設「商

業」科的專門高校則稱為「商業高校」。 

 

表 1 

專門高校共同科目 

學科領域 共同科目 

國語 國語總合，國語表現，現代文Ａ，現代文Ｂ，古典Ａ，古典Ｂ 

地理 歴史世界史Ａ，世界史Ｂ，日本史Ａ，日本史Ｂ，地理Ａ，地理Ｂ 

公民 現代社會，倫理，政治、經濟 

數學 數學Ⅰ，數學Ⅱ，數學Ⅲ，數學Ａ，數學Ｂ，數學活用 

理科 人類生活和科學，物理基礎，物理，化學，生物基礎，生物，地學基

礎，地學，理科課題研究 

保健體育 體育，保健 

藝術 音樂Ⅰ，音樂Ⅱ，音樂Ⅲ，美術Ⅰ，美術Ⅱ，美術Ⅲ，工藝Ⅰ，工藝

Ⅱ，工藝Ⅲ，書道Ⅰ，書道Ⅱ，書道Ⅲ 

外國語 基礎交際英語，交際英語Ⅰ，交際英語Ⅱ，交際英語Ⅲ，英語表達Ⅰ，

英語表達Ⅱ，英語會話 

家庭 家庭基礎，家庭總合，設計生活 

資訊 社會與資訊，資訊的科學 

資料來源：文部科学省（2013c）。新学習指導要領・生きる力－高等学校学習指

導要領解説総則編－，取自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

2010/12/28/1282000_01.pdf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0/12/28/1282000_01.pdf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0/12/28/1282000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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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專門學科的專業科目 

學科 專門領域 專門科目 

農業 食糧供給、環境創造與

原料生產、生物科技、

人類服務 

農業與環境、課題研究、綜合實習、農業情報

處理、作物、蔬菜、果樹、花草、畜產、農業

經營、農業機械、食品製造、食品化學、微生

物利用、植物有機科技、動物有機科技、農業

經濟、食品流通、森林科學、森林經營、林產

物利用、農業土木設計、農業土木施工、水循

環、造園設計、環境綠化材料、測量、生物活

用、綠生活（共 30 科目）。 

工業 機械、電子機械、自動

車、電氣、電子、資訊

技術、建築、設備工

業、土木、化學工業、

材料、纖維、室內裝

潢、設計 

工業技術基礎、課題研究、實習、製圖、工業

數理基礎、資訊技術基礎、材料技術基礎、生

產系統技術、工業技術英語、工業管理技術、

環境工學基礎、機械設計、原動機、電子機械、

汽車工學、汽車修理、電氣基礎、電氣機器、

電力技術、電子技術、電子迴路、電子計測控

制、通訊技術、電子資訊技術、企劃技術、硬

體技術、軟體技術、電腦系統技術、建築結構、

建築計畫、建築結構設計、建築施工、建築法

規、設備計畫、空調設備、衛生防災設備、測

量、土木基礎力學、土木結構設計、土木施工、

社會基礎工學、工業化學、化學工業 

  地球環境化學、材料製造技術、工業材料、材

料加工、陶瓷化學、陶瓷技術、陶瓷工業、纖

維製品、纖維、染色技術、染織設計、室內設

計、室內裝潢、室內元素生產、設計技術、設

計材料、設計史（共 61 科目）。 

商業 流通商業、國際經濟、

簿記會計、經營資訊 

商業基礎、課題研究、綜合實踐、商業溝通、

市場學、商品開發、廣告與販售促進、商業經

濟Ⅰ、商業經濟Ⅱ、經濟活動與法律、簿記、

財務會計Ⅰ、財務會計Ⅱ、原價計算、管理會

計、資訊處理、商業資訊、電子商買賣、企劃、

商務資訊管理（共 20 科目）。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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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 專門領域 專門科目 

水產 水產、海洋漁業、海洋

工程、資訊通信、栽培

漁業、水產食品 

水產海洋基礎、課題研究、綜合實習、海洋資

訊技術、水產海洋科學、漁業、航海與計器、

水產海洋基礎、課題研究、綜合實習、海洋資

訊技術、水產海洋科學、漁業、航海與計器、

船舶運用、船用機關、機械設計工作、電力理

論、移動體通信工學、海洋通信技術、資源增

值、海洋生物、海洋環境、小型船舶、食品製

造、食品管理、水產流通、潛水、海上運動（共

22 科目）。 

家庭 保育、住生活、衣生

活、食生活 

 

生活產業基礎、課題研究、生活產業資訊、消

費生活、兒童發展與保育、兒童文化、生活與

福祉、客廳設計、服飾文化、流行造型基礎、

流行造型、流行設計、服飾手工藝、食物設計、

飲食文化、調理、營養、食品、食品衛生、公

共衛生（共 20 科目）。 

看護 護理。 基礎看護、人體與看護、疾病與看護、生活與

看護、成人看護、老人看護、精神看護、在家

看護、母性看護、幼兒看護、看護統合與實踐、

看護現場實習、看護資訊活用（共 13 科目）。 

資訊 系統設計管理、多媒體 資訊產業與社會、課題研究、資訊表現與管理、

資訊與問題解決、資訊科技、流程圖與計畫、

網路系統、資料庫、資訊系統演習、資訊媒體、 

  資訊產業與社會、課題研究、資訊表現與管理、

資訊與問題解決、資訊科技、流程圖與計畫、

網路系統、資料庫、資訊系統演習、資訊媒體、

資訊設計、表現媒體的編輯與表現、資訊服務

演習（共 13 科目）。 

福祉 福祉。 社會福祉基礎、介護福祉基礎、溝通技術、生

活支援技術、介護過程、介護綜合演習、介護

實習、身心理解、福祉資訊活用（共 9 科目）。 

註：有底線者為 2009 年新增的科目 

資料來源：修編自文部科学省（2013c）。新学習指導要領・生きる力－高等学校

学習指導要領解説総則編－，取自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

2010/12/28/1282000_01.pdf 



66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  第五卷第三期 

 
 

專門高校的學制分為全日制、定時制和通信制三種，全日制 1 天上課 5 至 8

小時，修業年限為 3 年；定時制是為了半工半讀的學生所設計，依學生工作的需

求與時段訂定上午、下午和晚上三個上課時段，修業年限 3 年以上；通信制招收

無法每天到校上課的學生，上課的時間和方式比定時制更自由，學生每月必須到

指定的場所接受指導或繳交報告，參加期末學科考試，通過即可取得該學科的學

分，當學分累積到規定的畢業學分數即可畢業。日本高校 1 節課有 50 分鐘，35

節課為 1 學分。自從 1994 年開始導入學分制後，不管是何種學制，只要在 3 年內

修滿必選修 74 學分以上便可提前畢業（文部科学省，2013c；林明煌，2009）。 

 

二、校數和學生數 

日本專門高校學校數或學生數常隨著經濟成長、產業結構、社會需求與大學

升學管道的改變而有所增減。2012 年 5 月文部科學省「高等學校學科別學生數・

學校數」（文部科学省，2013h）報告中顯示（如圖 2），高校生選擇專門高校人數

在 1965~1970 年達到高峰期，占高校學生總數 40.3~40.7％，1989 年以後，因經濟

景氣持續低迷，社會與產業結構產生變化，學生因就業不易而多選擇升學，普通

高校生人數增加至 70%，專門高校的學生則銳減到 27%，而後更減至 20%左右。 

 

 

 

 

 

 

 

 

 

 

 

 

 

 

圖 2 高等學校學科別學生數結構變動 

資料來源：文部科学省（2013h）。高等学校学科別生徒数・学校数，取自

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shinkou/genjyo/021202.htm 

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shinkou/genjyo/0212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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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科學省 2013 年「學校基本調査」指出（文部科学省，2013i），高校學校

4,981 所中，專門高校有 1438 所，占 28.9%；在學生人數方面，高校學生數 3,310,820

人，其中專門高校有 633,649 人，占 19.01%。以類科區分，就讀工業科的學生最

多，占全體專門高校生 7.9%，其次為商業科（6.3%）、農業科（2.5%）、家庭科

（1.3%）、看護科（0.4%）、福祉科（0.3%）、水產科（0.3%）、資訊科（0.1%）(如

圖 3)。 

 

 

圖 3 日本 2013 年高校各類科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文部科学省(2013i)。学校基本調査，取自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other/__icsFiles/afieldfile/2013/12/20/13426

07_2.pdf 

 

三、升學率與就業率 

近年來日本企業因產業型態改變，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下逐漸將產業外移，造

成僱用流動頻繁以及年輕人離職率增加的現象，加上景氣回溫緩慢及失業率攀升

等因素，造成專門高校畢業生在升學與就業的進路選擇上有所變動。從學生升學

率與就業率結構變動的趨勢中（圖 4）可發現，專門高校學生選擇進入大學的比率

從 1955 年（6.5%）至 2012 年（22.9%）整體呈現微幅成長；1980 年後增加專修學

校（公共人力資源開發設施入學）的進路，提升整體升學率，到了 2005 年以後維

持在 40%以上，其中各專門科別的升學率以看護科（93.8%）最高，其次分別為資

訊科 68.4%、家庭科 54%、商業科 52.1%、福祉科 41.1%、農業科 36.2%、工業科

29.8%和水產科 29.6%（文部科学省，201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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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門高校畢業生就職率方面，1960~1970 年間維持 80%以上，1975 年因大

學入學率從 7.2%跳升到 14.5%，再加上 1980 年後新增專修學校進路，使得

1975~1990 年間就職率略降至 70%，2000 年後再降至 40%後呈平穩趨勢。2012 年

專門高校畢業生選擇就業的人數比率為 49.9%，其中各類科分別為：工業科 63.3%、

水產科 62.7%、福祉科 53.1%、農業科 52.3%、商業科 40.7%、家庭科 37%、資訊

科 20.7%和看護科 4.9%。 

 

 

圖 4 專門高校學生升學率與就業率結構變動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文部科学省（2013j）。卒業後の状況調査－平成 25 年 3 月

卒業－，取自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bid=000001049734&cycode=0 

 

伍、日本專門高校的特色分析 

專門高校透過職業教育，讓年輕人體認生命、自然、與周遭事物對人類生活

的重要性，並基於多元教育立場，鼓勵進修相關領域知識及技能，協助學生提升

創業力與挑戰精神，以因應就業市場緊縮所帶來的結構變化、技術革新、國際化、

資訊化及就業形態多元化的衝擊。以下分別就其定位、產學銜接、課程修訂、職

場體驗等層面，探討日本專門高校職業教育的特色。 

一、以培養正確勞動觀、職業觀、知識和技能，作為專門高校職業教育之定位 

日本對於職業教育的認知及工作態度的培養不僅起步甚早，且相當重視紮根

工作，強調從社會使命與需求出發，進行適合個人性向的職涯探索，以培育有教

養、有技能、了解工作意義、並能反映出文化底蘊與教育陶養的國民。專門高校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bid=000001049734&cyco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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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的功能在於培養對特定的職業（群）具有正確勞動觀、職業觀、知識和

技能等基礎人才，及對態度學習、社會意義和作用的認識，是一種價值內化的促

進教育（寺田盛紀，2009）。 

專門高校教育定位在職業指導（進路指導）基礎上，使學生具備產業相關知

識和技能，及正確的職業觀與勞動觀。1960 年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修訂，進路

指導包含：1.學生的理解；2.進路資訊提供；3.啟發的經驗；4.進路輔導；5.進路選

擇和決定；6.輔導（寺田盛紀，2008）。1999 年文部科學省的答申，將職業教育定

義延伸為：培養理想的職業觀、勞動觀和職業知識和技能，以自我性向選擇主要

進路，教育養成學習的態度。專門高校教育理論和進路指導，強調「職業準備不

僅是生活方式的指導，並透過課程與教學設計，循序漸進施予職業教育，輔以職

業諮商，培養社會自立所需之生存能力」；其中，「生存能力」包括（国立教育政

策研究所，2013b）：人際關係的能力（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溝通技巧和能力）、資訊

活用能力（職業的理解能力和信息的收集和搜索功能）、未來的設計能力（規劃及

執行能力角色的理解和認知能力）及決策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能力選擇）。綜

合上述，日本職業教育係以社會及產業發展需求為導向之專門性及實踐性的教

育，著重於培養學生具備勤勞工作觀、特定職業所需之知識及技能、自我人生觀

和價值觀形成及未來進路選擇的能力和態度。 

 

二、強化學校教育和產業需求的銜接 

面對產業和就業結構迅速變化的環境，傳統日式風格的企業教育和人力培

訓，面臨指導人才和時間不足的困難，根據厚生勞動省「能力開發基本調査」（厚

生労働省，2012 年）指出，日本人力資源開發問題中，以人力資源指導不足（51.3%）

最嚴重，其次為沒有時間進行人力開發（44.5%）、停止開發人力資源（40.4%）等。

雖然 2012 年專門高校學生畢業後約有 49.9%選擇就業，但日本社會仍存在著整體

產業結構性問題、尼特族（NEET）人數增加、非正規雇用率（32％）和年輕失業

者（60 萬人）居高不下，顯示目前日本青年人就業困難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此外，企業認為專門高校教育系統與其需求之間產生落差，呈現從學校過渡

到社會和企業不完全的結構性問題，企業尋求人力資源時，缺乏具備職業技能競

爭力的人才，年輕人進入社會不被企業採用，陷入就業困難的現象（田中萬年，

2006）。有鑑於此，文部科學省在中央教育審議會答申「今後的學校在生涯教育・

職業教育的方法」提出，學生進入產業所必須具備的基礎能力、專門能力、職場

勤勞觀和職業觀等價值的養成更應明確化，鼓勵學校積極辦理學生職場體驗及就

業體驗，針對學生延遲進入社會工作，以及缺乏足夠的勤勞觀、職業觀、溝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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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和敬業精神的弱點，進行強化（寺田盛紀，2009）。專門高教育在回應產業需求

時，應以企業需才的角度重新檢視課程規劃、強化職業和勞動關係科目的設置、

職涯啟發性體驗教育的組織化、學生職涯職業技能開發及準備，並建置與強化學

生未來在專門技能職業選擇的指導諮詢系統，務期縮小產學落差。 

 

三、課綱修訂強調培養具專門、地域產業和豐富經歷的職業人才 

學習指導要領力求培養學生具備在各項產業領域中的知識和技能，同時養成

職業道德意識、倫理觀、精進技術、節能減碳、食品安全和資訊服務等社會責任。

從最近一次學習指導要領的修改，強調培育未來職業專門人才、地域產業人才及

具備豐富人生經歷的職業人才等三項重點，即可看出其用心（施秀青、張素惠、

饒達欽，2009）。在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推動方面，新修訂的學習指導要領在總則規

範中特別明訂「產業界實習」項目，不僅包括「實習」科目，還包括其他各專業

科目的示範實驗、演練實習和製圖作業等。另外還有以實驗、實習為主體的科目，

如「工業基礎」、「課題研究」等，以培育學生職業觀、職場規範、實踐力與職場

溝通能力。 

在加強產學合作與建教合作計畫方面，也結合地方產業促進文化交流，聘請

當地專業講師教授職場工作經驗，透過學習活動協助學生體驗職場經驗，在農業、

商業和水產等相關科目特別融入「地方產業振興」、「商品開發」和「創業活動」

等課程，商業類新增「商品開發」、「商業經濟Ⅰ」、「管理會計」和「商業資訊管

理」等課程，以反映社會與市場的需求。另外，將「英文實務」與「商業技術」

統合成「商業溝通」；改編「商品與流通」為「廣告與販賣促進」；「國際商務」改

為「商業經濟Ⅱ」；「會計」改為「財務會計Ⅰ」；「會計實務」改為「財務會計Ⅱ」；

結合電腦技術與資訊通信網路，改寫「文書設計」成「電子商務買賣」等。在倫

理觀培育方面，各學科皆重視以倫理觀點培育問題解決能力；在農業、工業、水

產和家庭等學科，新增訂有關環保、節能減碳和食品安全等課程，例如工業學群

新設有「環境工學基礎」，農業學群設有「農業與環境」等科目（施秀青、張素惠、

饒達欽，2009）；由此可見日本技職教育對於產業與教育在地化的用心，及對加強

技職學生職業倫理的重視。 

 

四、推動職場及就業體驗活動 

鑑於當前就業市場競爭激烈，專門高校鼓勵學生參與學校推動的職場及就業

體驗，以期迅速回應社會之需求。職場與就業體驗等活動提供學生接觸真實社會

之機會，具有下列功能：1.提升異世代溝通技能；2.提升學生自我的職業適性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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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未來的機會，自我職業選擇能力，高度職業意識的育成；3.喚起學生學習的慾望

和促進理解；4.體現職場接觸到實際的知識和技術技能（文部科学省，2013k）。 

根據「2012 年度職場體驗，就業體驗實施狀調査」結果指出，專門高校（全

日制・定時制）職場體驗實施率達 87.3%，參與體驗學生人數 129,594 人，其中以

二年級生最多，有 99,205 人占 76.6%，體驗期間以 2〜3 日為多數（58.1%）；課程

實施方式有：現場實習學科科目、課題研究、學校設定學科科目、綜合學習時間、

特別活動、校外進修和不定位教育課程等；其中實施率較高的前三項為：綜合學

習時間（20.4%）、現場實習學科科目（21.7%）及不定位教育課程（53%）（国立

教育政策研究所，2013c）。由此可見，專門高校與學生普遍肯定職場及就業體驗

活動的功能，其參與情形普遍熱絡。 

陸、啟示 

因應國際潮流趨勢、科技發展與職場變化，日本專門高校教育改革有計劃且

有目標的循序進行，強調職場體驗、產業實習及生活力的培養。課程改革強化專

題研究，各項職業類科目修訂皆以培育未來職業專門技術，連結地方產業需求之

人才為基礎。日本專門高學校改革歷程與現況可帶給台灣在推動高職教育一些啟

示： 

一、因應學生人數快速下降，妥善調整學校結構和學科課程 

日本專門高校為因應學生人數銳減的趨勢，在專門科目上採取精簡、整拼與

統整的策略，並配合時代產業發展，增設新科技相關課程，透過廣設學科、活用

學分制或增加職場見習活動來彈性化課程內容，使課程架構多元化，各學科的課

程內容分化越趨專業，藉此反映現行產業、地方產業與社會的需求；可見類科調

整和課程整合為專門高校致力改變的方向。我國高職分設十五學群，目前群科歸

屬及學群分化的適切性引起不少爭議，亟待重新檢視各群科教育目標與勞動市場

人才需求之配適度，分析未來可能面臨缺工嚴重的產業項目及能力需求，鼓勵學

校了解在地產業的人力需求並研擬適配的校本課程，同時配合分析近年高職系科

設置、在學學生數和新生註冊率等變動情形，以作為規劃課程內容及調整班級規

模的參據。 

 

二、強化學生社會和職業的自立發展，培養職業專業技能、態度和能力 

日本專門高校旨在培養學生具備必要的職業知識、技能和態度，及社會形成

能力、自我理解、自我管理能力、挑戰反應能力和職涯規劃能力等；並致力於建

構職業教育與社會產業間的連結系統，培養核心專門人才和高等專業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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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學生充份的就業支援為重要的職業教育目標，對培育具獨立性且具備職業

知能的基礎勞動力提供很大助益（鹿嶋研之助，2009）。檢視我國的高職教育情形，

因升學風氣盛行，近 90％高職畢業生選擇進入技專院校，導致高職在教學活動上

偏重升學考科及知識性的評量和測驗，忽略專業知能的教學與訓練，造成學生職

業專業技能、態度和能力不足，社會和職業的自立性發展弱化，卻步於畢業後就

業的選擇，與日本專門高校學生高就業率形成相當大的落差。未來國內高職教育

應更積極強化職業相關的專業與實習課程、實作設計及專門技能的教學與課程設

計，以培育學生具備畢業即能就業的職業力。 

 

三、推動職場與就業體驗措施，促進學生在學校與社會和產業間平穩轉移 

掌握產業人才需求，規劃對應的課程以養成所需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及提

高學生與地區產業合作能力，是日本專門高校在促進學生能與社會產業銜接的重

要工作。日本專門高校以推動職場及就業體驗措施回應上述要求，提供不同的課

程設計，使學生在職場接觸到產業的實際知識和技能，成效相當顯著。近年來國

內高職在產學合作上也多有努力，建教合作班將職場實習課程納入正式課程的一

部分，積極推動學生進行職場及就業體驗；此外，教育部目前推動的「技職教育

再造方案」、「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及「職業學校學生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

也鼓勵高職專業實習課程與產業的結合，將實施場所從校內延伸至校外，使學生

在學校期間即具有邊學邊做的機會，以達成與產業「零時差」的目標。日本的職

場與就業體驗措施可以提供國內教育參考，同時亦可思考如何提升學生自我的職

業適性、自我職業意識、職業選擇等能力整合工作。 

 

四、增加技職課程與訓練規劃彈性，因應在地產業人才需求進行調整 

面對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激化的情勢，產業技術一方面須以創新化、國際

化、資訊化及雇用形態多様化的策略予以回應，另一方面也須培養具地域產業需

求之人力，以期促進產業國際化與在地化之均衡發展。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為

保持高就業的工作機會率，日本専門高校彈性教育課程加入職業選擇能力、就業

職場體驗教育，透過職場實習過程培養職場應有的敬業精神、職業價值觀和規範

意識；且地區產業也充分利用由產業職場提供學生技術指導的機會，促進學生對

地域產業的認識與認同，也透過實務操作與練習紮實學生的專業技術和技術能

力，在此良性互動之下，產業界對優先任用專門高校畢業生具有相當程度的信心，

也促成專門高校畢業生有近 50%選擇就業。反觀台灣，政府近幾十年大量增設或

升格技專院校，高職畢業生近 90%捨棄進入職場的機會而選擇升學，不但造成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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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基礎技術人才供應出現斷層，也因為升學引導教學，使高職實習課程未能受到

應有的重視；且高職校本課程未能充份與地區產業需求連結，培育在地產業人才

功能不彰。日本在專門高校在技職課程與訓練規劃上的彈性作法，以因應在地產

業人才需求進行課程調整的努力，值得我們深思及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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