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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1
• 學生畢業後無法立即與職場銜接，學校所學與就業市場的

需求落差，產生畢業即失業之困境。
• 技職教育受到市場機制快速轉型的影響，形成與產業銜接

發生嚴重失調的「產學落差」。
• 根據英國學者 Hilary Steedman（2006）針對奧地利、瑞

士、德國、丹麥、荷蘭、法國、英國、美國等 8 國在失業
率相關影響研究的結果顯示，師徒制職業教育越發達的國
家，其參與人數的比例越高，其失業率則有顯著下降的關
連性。



前言2

• 歐洲的德國、奧地利及瑞士等國家實施師徒制職業教育，
除了締造超低的失業率更以此成功奠定技職教育的基礎。

• 根據其研究結果發現，師徒制的交流不僅能夠帶給年輕
員工知識技能上的訓練，更能夠提升年輕員工的工作滿
意度、工作投入程度甚至是對組織忠誠度。

• 透過許多相關文獻加以歸納德國、奧地利及瑞士實施現
代師徒制的現況與成效，並提出可供台灣技職教育提升、
改革與借鏡之處， 希冀對當前台灣推動技職教育改革有
所參考。



文獻探討

與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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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與回顧

德國 奧地利 瑞士



德國



德國



源自中世紀之行會學徒制度

德國

由來

企業-學校
實務-課程

雙軌
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4HGeVlG7U 德國技職
教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4HGeVlG7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4HGeVlG7U


德國－中等教育類別

主幹學校

• 為職業教育做

先期準備

實科學校

• 介於培養職業

教育或一般大

學教育的準備

教育

文科中學

• 為就讀大學之

先期必要教育

完成義務教育後(10歲)，即接受雙軌教育的分流



德國－主幹學校

主幹學校 雙軌制職業教育訓練

技職教育體制 職業學校/工作崗位訓練（六年制）



德國－實科學校

實科中學

職業高等學校

高級專業學校

職業專門學校

技職教育體系（五年制）



德國－文理中學

文理中學 文理中學高級部

普通教育體制（五年制） 五年制



德國－技職教育辦學特色

• 德國政府設立「聯邦職業教育法」作為
職業教育一切活動的依據，並與企業有
良好的合作機制。

• 該法明確規範職業訓練中的各項內容，
並清楚界定學生、合作之企業與國家的
權利義務關係。



德國－技職教育辦學特色

• 德國技職教育將理論教育與實務技術訓
練緊密結合。

• 在企業中學習使得學生具備最新且主流
的職業技能，紮實的實作技術也使其更
容易成為工商產業需要的人才



三贏局面
企業

學徒

政府



德國－雙軌制特色

政府

• 由政府訂定職業訓練規範，使全國職校學生保持
相當水準。

• 政府辦理的高職，只需教授專業理論知識，不需
購置昂貴的機具。

• 企業界自願負擔所有技藝訓練經費，使政府經費
可以轉而提供免費高品質的高職、高中和大學。



德國－雙軌制特色

企業

• 企業提供正式生產機具，學徒生所學技術與企業
需求相符，畢業後可以立即生產。

• 接受訓練的學徒生，也是企業未來員工，企業自
願負擔訓練經費，學徒生的學習意願也強，合格
結訓之後，企業優先錄用，學徒生畢業即就業。



德國－雙軌制特色

學徒

• 學徒生經過為期三年，師徒式一對一的訓練，所
學技術紮實，水準很高。

• 學徒生參加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學成畢業後立
即可以就業。

• 學徒生經考試合格取得證照，受公會保障，可單
獨開業當老板。



奧地利



奧地利

• 位於歐洲大陸中心點
• 內陸與河運重要樞紐
• 為經濟高度發展國家
• 重視社會福利與公平



奧地利－教育系統

小學
四年

普通教育
高級初中

普通初中

職業教育

普通教育

義務教育

中學教育（四年） 九年級，15歲時



學徒制學校 中級職業學校

高級職業學校 專科院校

職業教育

與培訓機構



奧地利－職業教育

接受學徒制教育的學生必須於九年義
務教育的最後一年在綜合技術學校接
受一年的教育。

在接受學徒教育期間，學習者通過參
觀企業、接受實務培訓以及進行相關
專業的學習來提高自身的能力。



奧地利－職業教育

目前奧地利青少年走雙軌職業體系的
學徒約占34%。

學徒會分別在產業界學習實務與在職
業學校上理論課，但其往返兩地實習
之交通費由地方政府與聯邦分擔補助。



奧地利－職業教育

雙軌課程比重約為四比一，也就是業
界百分之八十和職校百分之二十的時
間， 養成年限依行業要求兩年到五年
不等。

培訓期滿並通過學徒考試後，即可獲
得資格證書可直接就業或者接受更高
一級的職業培訓的資格。



奧地利－四點成功經驗１

奧地利能有較低的失業率，在於具備完善的職業教育

一、「職業教育法」明確界定雙軌職業教
育目標、學徒、自然人與法人組織的權利
義務、職業類別、規範職業養成的師徒制
度與技藝倫理，創造產業優勢。



奧地利－四點成功經驗２

奧地利能有較低的失業率，在於具備完善的職業教育

二、師傅與學徒比例為一比一，直到師傅輔
導的學徒進入第三年職業養成期，才可以額
外多接一名新學徒；此外，當師傅能力不足
以傳遞該行業所需的技能，或是學徒已經明
顯在自我摸索學習時，法規保障學徒可以申
請到另一個相關業界學習的權益。



奧地利－四點成功經驗３

奧地利能有較低的失業率，在於具備完善的職業教育

三、採本土適性的學徒教育，奧地利政府更
進一步彈性開放學徒加選第二或第三個職業
類別，而學習期滿的學徒出師考試採取模組
方式，分口試、理論與專業實作三階段進行，
以實現追求高品質的職業教育。



奧地利－四點成功經驗４

奧地利能有較低的失業率，在於具備完善的職業教育

四、為了鼓勵企業多提供實習單位，政府對提
供實習單位的企業給予相關的補助，學生畢業
後可以留在該企業工作；另外也為 18 歲以下
的青年提供「職業教育保障」，凡未能找到學
徒崗位，或因多故無法接受正規職業教育的青
年， 政府將會協助至合適的培訓機構訓練。



奧地利－學徒制特色

政府為主導

行業企業深度參與

與勞動市場緊密聯繫

以品質為核心注重學徒生工作本位能力的培養



瑞士



瑞士

• 於中歐地區，缺乏自然資源
• 是世界上最為富裕的國家之一
• 歐洲最低的失業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Oi715Z4c1I 瑞士技職教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Oi715Z4c1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Oi715Z4c1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vh8rRL3v0A


瑞士

『聯邦職業教育法』頒佈，明確對規定職
業學校的建立、教學大綱、教師資質、考
試組織、資格證書頒發等統一由聯邦管理，
規定參加職業培訓考試和上職業學校都是
學徒的義務， 並每週經常用一天的時間到
職業學校學習相關課程，成為瑞士現代學
徒制的法律依據。



瑞士

義務教育11年

學前教育
2年

小學教育
6年

中等教育
3年



瑞士

開設各種手工課程，
培養勞動興趣和習慣

小學教育
6年



瑞士

對學生進行系統的職
業指導與探索，其後
便開始進行分流教育

中等教育
3年



瑞士

瑞士政府設立了職業指導中心，主要任
務是結合個人的學習情況及意願，對學
生進行職前指導及職業規劃， 並幫助學
生進行自己能力水準的定位，待學生中
學畢業後，再根據有意向與興趣的行業
來選擇適當的學徒培訓崗位。



瑞士-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體系由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所組成

• 學生畢業後得持相關之證書申請應用科
技大學就讀，繼續完成高等職業教育。

• 瑞士學徒培訓的資金來源充裕，參加的
學徒無需繳納學費就可以到簽訂的企業
參與培訓。



瑞士-職業教育

• 分流教育主要取決於個人志向或興趣，
而非成績的高低來選讀高中或高職。

• 透過小班制，或一對一的學徒培訓，
在企業和職業學校兩方面進行學習

• 1-2 天的專業技術理論學習，3-4天在
工作場所實習

瑞士教育成功關鍵！！！



瑞士-職業教育

• 包括人才培育符合市場實際需求
• 職業培訓中心提供系統性課程
• 職業學校或職業培訓中心的專業課程差異化
• 企業願意支持及長期投資自己未來的員工

瑞士教育成功關鍵！！！



瑞士-新型學徒制-三軌制

• 為學徒制的重心

• 約占整個學習時間的 70% 以上
企業培訓

• 大多數職業學校由州或市（鎮）開辦，而行業

聯合會也開辦職業學校，另外大部分的商業職

業學校由地方商業協會開辦

學校教育

• 由行業協會組織，在職業培訓中心進行產業培訓中心



德國、奧地利、瑞士師徒制特色優點

1. 職業教育專法明訂企業實習與培訓的權力
2. 師徒制教育的培訓以實務操作為主，基礎理論為輔
3. 明訂師徒制有效的合約期限為二年至四年
4. 可以獲得師徒制培訓的學歷與工作能力認證的資格
5. 教育目標明確，學習內容實用且彈性，符合職場對

專業技術人力的需求



3
台灣師徒制

技職教育的現況



台灣師徒制技職教育的現況

• 課程仍無法有效與產業發展密切
配合，因此導致產學落差的斷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ocINPOl0I 拚升學輕技能 台灣技職體系崩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ocINPOl0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ocINPOl0I


德國 奧地利 瑞士 台灣

政策法規 職業教育法 職業教育法 聯邦職業教育法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課程與
教學

框架教學計畫一對一教學。模組化課程一
對一教學。

模組化課程小班
制(不超過 10 人)，
或一對一教學。

能力本位課程未明
訂教學人數比例。

學習成效 企業培訓為主，職校教育
為輔，可立即就業直接投
入職場。

企業培訓為主，
職校教育為輔，
可立即就業直
接投入職場。

企業培訓為主，
職校教育為輔，
可立即就業直接
投入職場。

職校教育為主，無
法立即就業，投入
職場仍需銜接教育。

職場工作
知能評估

學校畢業考試，合格者獲
得技職校院畢業證書。企
業結業後可取到培訓合格
證書。具備上述 2 種資格
才能申請參加國家認證職
業資格證書考試，並於獲
取國家認證職業資格證書。

工作知能評估
採理論口試、
與專業實作，
通過學徒考試
取得職業資格
證明。

通過地區考試委
員會的嚴格考試
（類似我國技能
或技藝競賽），
取得職業資料。

學校畢業考試，合
格者獲得技職校院
畢業證書。無強制
要求參加技術士技
能檢定獲得國家專
業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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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奧地利及瑞士

師徒制經驗對台灣

技職教育的啟示



德國、奧地利、瑞士師徒制經驗
對台灣技職教育的啟示

1. 落實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保障學生權益與約束合作企業

2. 課程規劃宜由行業公會、公司企業與技職學校共同協商與規劃，
並建立監督職業訓練的內容和品質，以符合產業的需求

3. 公司企業提供設備並負擔訓練所需費用，增強學徒的學習意願
及向心力，營造企業公司、受訓學徒與國家社會三贏的局面

4. 職業教育應重視個別專才、職業性向與學習轉換暢通的多元管
道，以建構終身職業教育體系，迎接全球化競爭的挑戰



德國、奧地利、瑞士師徒制經驗
對台灣技職教育的啟示

1. 落實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保障學生權益與約束合作企業

• 所幸教育部已於 2015 年公告實施「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 條文中除了詳細載明師資任用、訓練課程內容與經費規範，
對學校與企業間交流合作方式提出相關依據，並由中央主管
機關應訂定定型化教育訓練契約範本並載明教育訓練內容、
學校、合作機構及學生之權利義務、學習評量、畢業條件等，
來保障學生權益與約束合作企業依契約執行，不但能強化教
師與學生的實務經驗，也可提升技職教育辦學成效，更能使
技職教育的定位明確不再模糊



德國、奧地利、瑞士師徒制經驗
對台灣技職教育的啟示

2.課程規劃宜由行業公會、公司企業與技職學校共同協商
與規劃，並建立監督職業訓練的內容和品質，以符合產業
的需求

• 我國雙軌師徒制課程的作法主要是由技職院校透過管道找尋
幾家性質相近的產業公司來進行產學攜手雙軌師徒制教學，
這樣的合作夥伴關係是短暫性的。

• 各家公司企業在師徒制實施授課質與量的要求並不一致，若
無建立實務授課的監督機制，終恐淪為變相廉價的產學合作



德國、奧地利、瑞士師徒制經驗
對台灣技職教育的啟示

3.公司企業提供設備並負擔訓練所需費用，增強學徒的學
習意願及向心力，營造企業公司、受訓學徒與國家社會三
贏的局面

挑選木柵高工即將畢業的學生作為培訓學員，由瑞建公
司出資讓學生來到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上課。此班級只有
15 個學生，為台灣首次採用「師徒制」一對一的教學。

成功案例：



德國、奧地利、瑞士師徒制經驗
對台灣技職教育的啟示

4.職業教育應重視個別專才、職業性向與學習轉換暢通的
多元管道，以建構終身職業教育體系，迎接全球化競爭的
挑戰

• 小學課程應融入性向與興趣的探索
• 國中階段進行選擇職業性向試探，及早辨別自己能力專長
• 學徒在業界單位實習時，當業界師傅的能力不足以傳遞該行

業所需的技能，或是學徒已經對該技術精熟時，學徒應保有
更換不同專長師傅之選擇或申請到其他相關業界學習的權益。



5

結語與省思



結語與省思

• 廣設大學，高職重升學輕就業
• 課程高中化，高職重學科輕實務
• 師資、評鑑引領科大重理論輕技術
• 公立職校由政府投資機具，只能訓練無法生產獲
利，沒有財力及時汰舊換新，學生在校所學技術
無法跟上企業的需求。

台灣技職教育困境



結語與省思

• 少數企業雖然提供建教合作，但是不願意投
資訓練為人作嫁，以1-2位員工指導50位同學，
學生只是擔任低技術需求的廉價勞工，無法
習得必備的技術。

台灣技職教育困境



結語與省思

• 改變評鑑制度，納入產業界擔任評鑑
• 科大走向專業化，和區域產業結合
• 仿照他國模式，企業參與技職教育發展
• 社會觀念改變，打破「惟有讀書高」觀念
• 增加生涯輔導，讓學生有機會探索興趣

可改善之處



訪談心得與省思

• 高一被選為選手，連續三年，每天從早到晚練習
• 沒有師父教，只能自己研究或請教學長姊
• 沒有退路，沒得名就沒好的學校可唸
• 高職三年沒接觸學科，大學學科進度跟不上
• 人生若能從選，更希望自己不要當選手
• 學校教授沒有實務經驗，沒辦法學習實務操作
• 畢業看學歷，有好學歷才能有機會爭取到好的工作

訪談一位電機研究生，於高職時曾擔任選手之學習經驗



參考資料

• 張仁家與林美芳（2017）。德國、奧地利及瑞士師徒制教育對台灣技職教育之借鑑。台灣國際研究
季刊。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4HGeVlG7U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Oi715Z4c1I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ocINPOl0I
•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9/post/201302280038/%E5%8F%B

0%E7%81%A3%E6%8A%80%E8%81%B7%E6%95%99%E8%82%B2%E5%B4%A9%E5%A3%9
E%20%E6%8C%BD%E6%95%91%E9%A0%88%E9%9D%A0%E5%9B%9B%E5%A4%A7%E8%
A7%A3%E6%96%B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4HGeVlG7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4HGeVlG7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4HGeVlG7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Oi715Z4c1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ocINPOl0I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9/post/201302280038/%E5%8F%B0%E7%81%A3%E6%8A%80%E8%81%B7%E6%95%99%E8%82%B2%E5%B4%A9%E5%A3%9E %E6%8C%BD%E6%95%91%E9%A0%88%E9%9D%A0%E5%9B%9B%E5%A4%A7%E8%A7%A3%E6%96%B9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9/post/201302280038/%E5%8F%B0%E7%81%A3%E6%8A%80%E8%81%B7%E6%95%99%E8%82%B2%E5%B4%A9%E5%A3%9E %E6%8C%BD%E6%95%91%E9%A0%88%E9%9D%A0%E5%9B%9B%E5%A4%A7%E8%A7%A3%E6%96%B9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9/post/201302280038/%E5%8F%B0%E7%81%A3%E6%8A%80%E8%81%B7%E6%95%99%E8%82%B2%E5%B4%A9%E5%A3%9E %E6%8C%BD%E6%95%91%E9%A0%88%E9%9D%A0%E5%9B%9B%E5%A4%A7%E8%A7%A3%E6%96%B9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9/post/201302280038/%E5%8F%B0%E7%81%A3%E6%8A%80%E8%81%B7%E6%95%99%E8%82%B2%E5%B4%A9%E5%A3%9E %E6%8C%BD%E6%95%91%E9%A0%88%E9%9D%A0%E5%9B%9B%E5%A4%A7%E8%A7%A3%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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