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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 論 與 建 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澳洲TAFE之實施成效及其對我國職業教

育之啟示，除了解TAFE的發展歷程外，並對TAFE機構人員進行實施成效

滿意度問卷調查，並以資料分析、後設分析等方法，驗證相關文獻及本研

究所得的結果，提出相關的結論與建議見。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綜合本研究的文獻探討及實證研究，經分析與討論，獲得以下之主要

研究發現： 

壹、融合傳統與創新的教育理念 

  研究者整理澳洲技職教育的相關文獻，歸納TAFE之實施理念受到行

為主義、建構主義、人文主義、成人教育、終身學習與全球化之影響最大。

TAFE擷取匯聚這些主義或思潮的精要成為理念基礎。從早期的行為主義

與人文主義、數十年前的成人教育與建構主義，到目前頗受重視的全球化

與終身學習理論，TAFE不斷地吸收養分、成長與轉型。TAFE融合傳統與

現代，時而反映歐洲傳統的職業價值，時而凸顯新世代的教育精神，進而

創造屬於自己特色的教育理念。 

 

貳、彈性而多元的體系架構 

TAFE之架構充滿各種可能性，從早期的技術學校，逐漸轉型為專科

技術學院，吸收英國的學徒制與進修教育，經過在地化之後，逐步改良，

終而成為目前極具彈性且多元的架構。可以是第三級教育的樞紐、成人繼

續教育與回流教育的重鎮、職業教育與訓練的場域、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

的銜接處所、終身學習的最佳途徑、產學合作的選擇等等，反映了時代的

脈動，並滿足民眾、產業與國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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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獨樹一格的職業教育 

從各層面探討 TAFE之實施，包括理念、架構、內涵、實施及成效評

估，TAFE已經成為世界上深具特色的職業教育。雖然源自於英國的學徒

制、技術學校與進修教育，並參考美國的社區學院等措施，澳洲發展出屬

於自己國家的職業教育系統。研究者認為其有效運作的基礎來自高度的參

與率（政府、民間、學術、產業等）、清楚的國家政策及目標、大量的產

業投注、高度的社會關注、高效率的執行能力、全國性的國家資格認可架

構、能力本位的訓練系統、彈性多元的教學方案、終身學習的具體實踐、

供給需求均衡取向等。因而展出獨樹一格的職業教育，其特色至少有以下

八點： 

1.職業教育與訓練的結合。 

2.產業高度參與。 

3.實施全國一致之國家能力架構。 

4.擁有高度的社會與經濟功能。 

5.彈性化的教學。 

6.豐富多樣的課程。 

7.遍佈澳洲全國各角落的校園。 

8.服務對象遍及各年齡層。 

   

肆、漸次發展的教育實驗 

TAFE雖已成為重要的教育體系，但從不斷地改革變遷中，可以發現

澳洲仍然以實驗的精神持續發展這一領域。研究發現TAFE因深受教育、

政治、社會及經濟等因素影響，經分析歸納，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階段： 

1.創始期：1972-1975年間，經由Kangan委員會的組成及其報告，奠

定了TAFE發展的基礎。 

2.發展期：自1976至1986年間，此期是TAFE發展的黃金階段，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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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的措施逐漸完備，學生數大量的成長。 

3.成熟期：1987年之後逐漸重新檢討職業教育與國家經濟的關聯，因

此成立許多重要的組織，以協助聯邦及各省/領地的TAFE事務，TAFE

至此時期已經發展成熟。 

4.轉型期：1992年成立ANTA迄今，此期發表許多的研究及工作報告，

對於TAFE之轉型影響甚鉅。1992年之前，政府關注學校、TAFE和

高等教育的公共服務，但從ANTA 成立之後，關注的層面已從TAFE

轉移至VET。VET被定義為包含公立、私立、社區教育和訓練、工作

為本位的訓練。TAFE也因此被視為澳洲VET系統的一部，不再如以

前一樣具有特殊身分。 

 

伍、TAFE機構人員對TAFE實施成效之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研究者以問卷調查及後設分析探討TAFE機構人員對於TAFE實施成效

之意見，整體而言為高度滿意，但卻有背景變項之顯著性差異。研究所得

發現性別、職務別、年資別、地區別及區域別均有顯著差異。 

 在調查研究中，女性滿意度高於男性、資深者高於資淺者、行政人員

高於教師、省區高於領地地區、都市高於鄉村。另外在後設分析中，男性

高於女性的結果，與本調查結果，呈現極端之差異，其餘差異不明顯。 

 

陸、TAFE的實施成效仍有不均等之現象 

 研究者以資料分析進行吉尼係數檢定，得到TAFE實施成效存在教育與

社會不均等之現象。 

1.教育成效不均等情形 

本研究中之教育均等指標分成學校分布、師生比、參與率、升學

及就業等五項，經過吉尼係數測定後，除「師生比」無不均等情形外，

其餘均有不均等的情形，其中尤以升學及就業機會最為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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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成效不均等情形 

本研究之社會不均等指標係原住民、殘障人士、女性、偏遠地區及低技

能者五項，經過吉尼係數測定之後，除女性與低技能者外，其餘都有不均等

之情形，其中以殘障人士及偏遠區最為嚴重。 

 

柒、TAFE能促進經濟成長  

研究者從調查、訪問及資料分析中發現，TAFE對經濟層面之實施成效 

多數持肯定之意見，且以多元回歸分析及縱貫式資料分析得到TAFE與經

濟成長呈現正相關，並有互為因果的良性循環。雖然無法斷定影響程度，

但從實證研究結果可以知道，TAFE之實施確實有助於澳洲民眾的技能、產

業升級與經濟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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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論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壹、「能力」是教育與訓練的黏著劑 

 為結合教育與訓練，TAFE採行「能力本位訓練」的課程架構，讓學

生有明確的學習目標、清楚的就業方向。TAFE之所以獲得產業的高度肯

定以及學生的高度滿意，就是因為可以「學以致用」「適才適所」。能力的

訂定、課程的安排、資格的認定，產業界都能充分參與，政府及學界也發

揮所長，因此「能力」順利地成為教育與訓練的黏著劑，使兩者緊密結合。 

 

貳、政府積極任事是教育成功的關鍵 

當國家面臨經濟危機，職業教育的經費會高於一般時候，也因此在危

機之時，即是轉機。TAFE源於經濟衰退的七○年代，發展於八○年代，轉

型於九○年代。從這些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各級政府的大

力支持是TAFE持續發展的關鍵。當國家決定此一制度，即透過各種機會

傳達此一新機構的構想與目的，尋求民眾與產業的支持，政府亦不斷地檢

視其實施成效，成立各種委員會檢討並改進措施，使TAFE順利地轉型，

化解各種問題，方有今日的成就。因此可以知道政府的積極態度，是TAFE

足以勝任未來發展任務的重要因素。 

 

參、均等目標是不易達成的教育任務 

TAFE的教育成效，具體表現在參與TAFE學生數量的成長以及產業界

高度的滿意度上。學生數成長代表TAFE被接受的程度高，以及接受TAFE

教育與訓練之後的實用性良好。而TAFE畢結業生的就業狀況一直維持相

當良好的水準；雇主的滿意度也很高，其教育成果獲得肯定。但學校教育

本就是一種社會教育、一種社會功能的實踐。TAFE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地

被強調應該重視社會任務的達成，亦即應該提供各弱勢族群參與學習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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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從歷史資料以及文獻分析，可以清楚地知道TAFE積極地執行各項均

等政策，例如TAFE的原住民學生數、女性學生數等不斷成長，表示TAFE

提供這些族群就學的機會與就業的技能，是教育成效的表現，也是促進『社

會均等』的落實。但從研究分析，TAFE的教育及社會均等目標仍未達成，

不均等的情形仍然存在於弱勢族群與區域間，顯示「均等」是不易達成的

一項任務。 

 

肆、教育促進經濟成長，經濟推動教育轉型 

 TAFE的發展，處處有其經濟思考的痕跡。從成立之初經濟衰退，至目

前中央政府補助款的減少，都是經濟與教育互動的證明。TAFE的功能之一

是培育符合未來經濟、產業所需的人力與技能，因此當TAFE的畢結業生

獲得高度就業、表現獲得雇主高度滿意並增加收入，間接證明其生產力獲

得提昇；以多變量分析進行探究，證實了TAFE與經濟成長是存在高度關

聯性，雖然無法證明因果關係，但其對經濟成長的具體貢獻是被肯定的。 

從 TAFE之發展歷程得知，澳洲經濟結構的變遷為 TAFE成型、轉型

的動力，因為如果沒有高失業率、低勞動力及產業結構變化等問題，TAFE

將不會出現；當 TAFE提供經濟成長所需的人力而協助經濟成長之後，

TAFE亦將再次轉型。因此，本研究證明了教育與經濟存在高度關係且互

為因果。 

 

伍、堅持理念是教育永續發展的基石 

 TAFE從各種教育理論與思潮中獲得養分，並從組織、決策、課程、

教學、訓練中落實。TAFE的教育體系，改變過去截然劃分普通教育與職

業教育的觀點，政府組織因而改變決策模式，提昇技職教育的地位；終身

教育以及全球化理論，促使課程多元化、教學彈性化，讓教育規劃從「供

給」導向轉變為「需求」導向，進而結合教育與訓練、落實產學合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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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發展脈絡足資證明，教育體系必須建構屬於自己的理念，堅持並落實

於教育實施方案中，方可能永續發展。 

 

陸、全球化與多元化是教育的未來趨勢 

 澳洲是一個移民國家，種族多樣使其必須透過教育進行整合，但在過

去的經驗中可以發現一致性與單一性並不能解決問題，而是應提供各種可

能性與措施，問題才會減少。TAFE在這樣的思維下，致力發展出適合各

階層、各年齡、各族群、各種需求的課程，並且以彈性化的教導訓練方式，

讓教育更加可親近及可及性。 

 全球化已是世界趨勢，不只影響各國經濟與文化，教育及社會必然受

到衝擊。TAFE面對此一趨勢，採取證照國際化、能力全球化的策略，拓

展海外市場。這種積極面對，迅速回應的機制，正是 TAFE得以繼續發展

的關鍵。因此，教育的多元化與國際化，將是未來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 

 

柒、TAFE成效備受國內外矚目 

TAFE在澳洲常被稱為”Cinderella”(灰姑娘)，主要係因澳洲過去承襲

英國的傳統，重大學高等教育而輕技術教育，因此技術教育無法獲得政府

應有的支持與一般民眾的肯定。從1974年之後，Kangan委員會將技術教

育與進修教育，結合終身學習、社區教育的新思潮，整合成新的教育系統

之後，配合經濟、社會及教育措施，成功地塑造職業教育與訓練的新典範。

經過三十年的發展與改進，TAFE已經成為澳洲民眾參與率最高、就學人數

最多、最為普及的教育系統。歐美國家、我國學者對此一系統多所肯定，

而本研究亦證明TAFE有助於教育、社會及經濟發展。 

此外 TAFE 的各項成就普遍獲得國際的認同，從文獻分析中發現 OECD

或其會員國對 TAFE 的特色表示肯定，而亞洲各國的留學生亦逐漸將 TAFE

視為最佳的選擇，許多研究機構及學者，將長期所累積的 TAFE 經驗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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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推廣至其他國家。這些都顯示TAFE的成就將可提供其他國家解決教育、

社會與經濟問題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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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我國職業教育的啟示 

 從以上研究發現與結論得知 TAFE 之理念、體系架構、發展歷程與成

效對於教育、社會與經濟發層面發揮多元的角色與功能，足證 TAFE是一

個有效能的職業教育與訓練的體系，我國可以從其中獲得許多啟示。 

 

壹、明確定位技職教育 

 TAFE 之前身為許多技術學校、專科學校、進修學校、獨立學院等，

因為任務不同，聯繫性不足，故無法貫徹技職教育的目標。當面臨經濟變

遷時，澳洲政府迅速地重新統整技職教育，清楚定位並賦予發展方向，而

成為目前的體系。 

目前我國的技職教育同樣面臨主體性不明確，發展方向模糊的困境，

澳洲的技職教育同樣也曾歷經這種階段，但他們順利地整合各種職業學

校，終而建構獨樹一格的「TAFE」體系。因此「明確定位」是 TAFE給我

國技職教育發展的第一個啟示。 

 

貳、就業取向的 VET 

 TAFE 的目標相當明確，就是培育澳洲人擁有就業的技能，以促進產

業成長與經濟發展。因此，「就業」就是 TAFE的努力目標。除了休閒課程，

所有的課程設計，皆是為了職前訓練、就業訓練、轉業訓練等而規劃。一

切以就業為教學訓練的目標，讓 TAFE得以集中資源，戮力發展。 

 我國的技職教育漸漸朝向升學之路發展，失去技職教育與普通教育競

爭的優勢，其中的問題就是缺乏「就業」的教育信念。堅持「就業」是 TAFE

給我國技職教育發展的第二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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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就業均等的觀念 

職業本無貴賤，唯有任務與工作收入的差異。不同能力的人，從事不

同的工作，解決不同的經濟與社會問題，都有其價值，也是國家得以維持

運作的理由。TAFE 以課程設計、訓練模式、就業輔導等措施落實這種職

業分工，其目的是要達成「就業均等」。就其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均等」

目標雖未盡人滿意，但其努力方向始終包含這一任務。我國技職教育過於

重視升學與文憑主義，就是因為職業貴賤的觀念，影響就業均等的落實。

因此，堅持就業均等是 TAFE給我國技職教育發展的第三個啟示。 

 

肆、周延的能力本位課程 

「能力」是教育與訓練的黏著劑，能力必須透過嚴謹的程序訂定與評

鑑。澳洲的「能力標準」是由產業界、行政界及教育界訂定，因此可以即

時回應經濟變遷與產業發展，成為教育與訓練的黏著劑，更成為教育與就

業的橋樑。TAFE 乃依此標準研發課程，當學生完成課程，獲得能力並取

得證照之後，得以通行全國及順利獲得適任的工作機會。這種以「能力導

向」的課程設計是 TAFE給我國技職教育的第四個啟示。 

 

伍、廣受認可的資格證書架構 

為了使能力有客觀的標準，澳洲政府訂定了全國通用的「資格證書架

構」，使各種證書、文憑及學歷互相採認。透過資格證書架構，民眾與業

界可以清楚知道自己所需的能力與人力需求，對 TAFE之實施相當重要。

這種整合學歷與能力的「資格證書架構」，是 TAFE給我國技職教育的第五

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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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終身學習的訓練模式 

 TAFE肩負教育與訓練，他所依持的理念之一即是「終身學習」，因此

訓練模式必須符合各年齡層、各能力、各行業的需求，亦即要滿足終身學

習的需要。不論是能力本位訓練、學徒制訓練、產業導向訓練等，都是終

身學習的實踐，因此成為澳洲最重要的終身學習場所。我國技職教育亦被

賦予這種任務，其經驗足供參考。這種「終身學習訓練模式」是 TAFE給

我國技職教育的第六個啟示。 

 

柒、回流教育的規劃 

 TAFE的設計理念之一即是「回流教育」，讓想要在進入職場的人都有

適合學習的課程，如針對失業勞工、家庭主婦、低技能勞工所設計的各種

課程。回流教育的落實，可以充分發揮人力，降低失業率，是國家生產力

提昇的重要工作。我國技職教育的回流教育尚未獲得重要績效，TAFE 的

「回流教育」規劃是給我國技職教育發展的第七個啟示。 

 

捌、統整的決策機制 

 TAFE的決策機制表現在組織調整與決策形成兩方面，TAFE整合了教

育、訓練、就業、產業等部門，讓 TAFE的實施得以廣納這些部門的意見，

做出正確合宜的決定。澳洲中央與地方政府的 TAFE 主管機關共同參與

ANTA，所形成的決策共同承擔，因此可以有完整且全面的人力與物力同

時執行政策。我國的教育、訓練、就業、產業政策分屬不同的部門，形成

多頭馬車的現象，澳洲的「統整性決策」機制是給我國技職教育發展的第

八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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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系統性的調查研究 

    澳洲統計局、ANTA以及各地方政府每年均對 TAFE與產業間的關係

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各層面的滿意度與問題所在，這些研究報告多數被公

開，充分提供研究者需要。在官方與民間協力研究之下，調整、修正 TAFE

的發展方向與策略。這種基礎「系統性調查研究」工作，是提供我國技職

教育發展的第九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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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建議 

 綜合本研究之文獻探討、研究發現與結論，分別針對TAFE主管機關、

TAFE機構以及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壹、對TAFE主管機關 

1.應繼續維持高水準的經費補助：從研究中可以發現TAFE機構人員最

擔心的是補助經費的減少，因為這使他們必須面對維持教育品質的

壓力。雖然目前的TAFE運作順利，但仍應謹慎評估在補助款減少之

後，是否其教育品質也隨之下降的問題，以確保教育品質。 

2.給予TAFE等同的對待：TAFE為世界矚目，然而澳洲政府對此系統

仍未給予應有的肯定，例如在相關委員會中缺乏TAFE機構代表、教

育經費逐年減少。無論是中等以下學校教育或高等教育，其定位一

直較為明確，在政府中的地位也較TAFE為高。因此澳洲政府應給予

TAFE同等的肯定與對待。 

3.積極行銷TAFE經驗：澳洲政府應利用TAFE經驗，積極行銷，一方 

面造福其他國家，另一方面也能解決TAFE經費短缺的問題。 

4.重視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研究發現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仍然存 

在，雖然澳洲政府已經做了許多的因應措施，但均等問題無法達到 

完美理想的境界。建議澳洲政府充實鄉村、偏遠及離島地區的教育 

資源，並對原住民的就學與就業問題，提出更進一步的改進措施。 

5.妥適研擬因應全球化的TAFE政策：研究發現，機構人員希望政府研 

擬可行方案，爭取TAFE機構人員的認同，共同因應全球化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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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TAFE機構 

1.持續改善弱勢族群的就學與就業問題：研究發現弱勢族群的就學與 

就業問題獲得改善，但其不均等的現象依然存在。要解決這項問 

題，除了仰賴政府的政策指導之外，亦應由TAFE在學生輔導方面 

著手。TAFE機構站在第一線接觸這些學生，因此改善輔導策略、發 

展適合的課程、提供適切的教學方法，將有助於進一步改善這一個 

問題。 

2.配合產業，發展能力標準：研究發現，所有的受訪者均認為TAFE 

與產業維持良好的關係，一方面部分師資來自於產業，另方面學生 

將進入產業界，而TAFE機構的部分資金也仰賴產業界的支持。因 

此，繼續維持與產業界良好的關係，是TAFE機構健全發展的重要 

課題。 

3.建立特色：從文獻分析可以知道TAFE機構之發展仰賴於政府的高 

度關注，當政府的角色愈來愈輕時，TAFE的生存競爭即將開始。尤 

其在面對全球化競爭壓力時，如何尋求生機，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而建立TAFE機構本身的特色是重要的途徑。 

 

參、對我國職業教育發展 

 依據第伍章及本章第三節的探討，研究者具體建議採取以下幾項措施： 

1.實施能力本位的訓練模式：我國的訓練模式並未明確，有德國的雙

軌制、英國的學徒制、美國的產業導向訓練等模式。本研究發現澳

洲的能力本位訓練以及新學徒制是促使教育、訓練、就業與產業結

合的重要關鍵，建議參考學習。 

2.明定以「就業」為導向的教育目標：TAFE明確的定位與發展方向，

使其能與高等教育並行。近年我國技職教育逐漸朝向升學路線發

展，使技職教育之特色、定位及主體性消失。建議政府應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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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取向，並落實技職教育的「就業」發展方向。 

3.高級職業學校與專科學校融入高中與技職校院：澳洲曾有技術學校

校，但在 TAFE形成之後走入歷史，其功能或被高中的職業學群課

程所取代，或納入 TAFE的職業證照課程。我國的高職與專科學校

在教改之後已經逐漸喪失過去的功能，以致有高職及專科走入歷史

的建議。建議參考澳洲經驗，整合現行的各級技職教育學校，讓科

技大學、技術學院成為主要的技職教育學府，高職及專科之課程與

教育功能融入技職校院與高中。 

4.訂定資格證書認可架構：澳洲因為建立資格證書認可架構，使技職

教育與普通教育接軌、讓業界與教育界密切整合，建議我國政府訂

定類此之資格證書認可架構。 

5.落實關鍵能力教學：我國刻正研發實施技職一貫課程，其中亦訂定

各群核心能力；國民教育之九年一貫課程亦設定基本能力。但近幾

年發現我國的能力教學，仍然未落實，以至於國中小未一貫、技職

也未一貫，其關鍵在於未能落實於教學之中。 

6.整合教育與訓練之相關部會：在中央政府組織精簡調整時，將教育、

訓練、就業等執掌統整於單一部門，如未能完全統整，亦應以一經

常運作之任務委員會落實協調、統整之技職教育與訓練的工作。 

 

肆、後續研究部分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之後續研究仍有以下幾方面值得進一步探 

討： 

一、研究對象方面 

（一）問卷調查對象：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澳洲所有的TAFE機構成

員，然而因為研究限制，僅能選取其中的180位進行問卷調查。

雖然每個TAFE機構均實施問卷調查，但因無法將一千多個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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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納入寄發對象，而有代表性的缺憾。因而後續研究，如有足

夠的資金與時間，應全面大量地寄發問卷，以獲得更完整的資

訊。 

（二）專家訪談對象：因研究限制，本研究之專家訪談對象係選擇來

台參與教育部相關會議的兩位澳洲官員及學者。一位是行政官

員，一位是學校主管，其專業性足夠。不過，僅有兩位的訪談，

其貢獻不易顯現。建議，後續研究應可選擇中央與地方行政官

員、各類型TAFE機構主管代表、社區代表、雇主代表以及學生

代表進行訪談，以充實研究的代表性與貢獻性。 

（三）實地訪談：實地訪談的機構有六處，分別位於西澳省、維多利

亞省、新南威爾斯省、昆士蘭省及首都領地，仍欠缺北領地、

南澳省及塔斯馬尼亞省。為全貌了解整個TAFE，日後研究如有

充裕的經費與時間，宜增加各省及領地的實地訪談數，以提昇

代表性。 

（四）資料分析：本研究之資料分析以吉尼係數測定法、多元回歸分

析以及時間數列分析，分別探討教育及社會均等性問題，以及

TAFE對經濟成長的關係。以後之研究應可蒐集更多的資料，並

以更精確的分析技術探討各項的關係。 

二、研究工具方面：本研究僅採用TAFE機構成員對TAFE實施成效滿

意度問卷乙種，建議後續研究應可增加產業、學生等之意見調查，

以交叉比較不同群體對於TAFE實施成效的意見差異。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採用的研究及分析方法，分別是文獻分析法、

後設分析法、調查法、訪談法及資料分析法。後續研究應可以田

野調查及個案研究法，以深入了解TAFE之實施成效，並加強質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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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題材方面： 

（一）比較研究是驗證TAFE實施成效的一種方法。英國、法國、德國、

紐西蘭、美國、日本等皆有與TAFE相似的制度，因此可以選擇部

分國家的相關制度與澳洲進行比較研究，以比較教育之國際視野

及觀點，探討TAFE之實施成效。 

（二）訓練制度是TAFE的重要內容，如以產業為導向的訓練、能力為

本位的訓練、新學徒制、使用者選擇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題材。 

（三）課程研發是TAFE能吸引大多數民眾參與學習的一項重要工作，

後續研究可以課程研發為對象，進行實地研究。 

（四）師資培訓：TAFE之師資來源相當多元，但從相關文獻可以知道

其訓練尚有一些問題存在，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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