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業教育與訓練

任課教師：施信華、陳菁徽 教授

分享人：A00778005劉康祐



我國技職人才培育的問題與前瞻
張國保 李寶琳



前言

目錄

01
技職人才培育現況02
技職人才培育的問題03
技職人才培育的前瞻願景04
技職教育人才培育之建議05
結語06



Before we start
在此篇分享中不進行任何批評與指導，若是報告內容有任何錯誤地方，

在座的大家都是高知識分子，可以將您的問題手寫記錄下來，我們可

以在結束後進行有溫度的討論，因此在這份報告內容中若有談論到您

心中最柔軟的地方，請多多包涵。

以上不代表任何立場。



LET’S BEGIN NOW!

猜猜看我是什麼科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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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有學以致用嗎?

高中+大學科系=現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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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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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島國經濟型態，技職人才的培育，一直以來隨著經濟的發展，
扮演著人才庫的角色。近年由於全球產業的變遷，產業結構升級需求殷切，以及全
球化的青年失業率居高不下，技職教育在失業率高漲的年代，因具有就業優勢的加

持，逐漸炙手可熱。
而近來政府的人才培育以重視實用導向的產學鍊結為政策目標，自2006 年行政院
發布《產業人力發展套案》，針對教育學用落差、創新人力研發資源缺口等問題，整
合推動建立供需調查整合機制、發展重點產業職能培訓、擴大產業專班培育計畫、
啟動產業人力扎根計畫、活化高等教育學制彈性、重新建構技職教育體系、積極提
升教育之國際化、加值產學（研）合作連結創新及競逐延攬國際專業人才等9 項計
畫，讓政府相關部會更加重視產業發展需以人才為後盾的重要性，也呼籲大專校院
從系所調整、招生名額管控、教師專業、教學實習、證照考試、就業輔導、創新研
發等教育歷程，務須緊密的與產業合作，共同培育業界所需人才，再創臺灣的經濟

奇蹟與產業競爭優勢
（張國保，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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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年代的教育改革，呼籲廣設高中大學，使高等教育數量驟增，造成供需失衡，高
中職畢業生幾乎都可以有機會升學。2012 學年度高職畢業生升學的比例是83.51%，
就業的比例是11.04%，可見升學與學歷的追求，依然對社會大眾造成影響。技職體
系學生升學的結果，固然有提升個人成就與產業技術的因素在內，但產業缺少了基
層技術人力的投入，中高層又不需要過多的人才，需求與供給之間，明顯落差存在。
張平沼（2012）指出，臺灣因教育體制造成培育出來的人才，既無技術，又無解決
問題的能力，而全球化及知識經濟趨勢，使得產品生命週期大幅縮短，單靠教育體
系已無法精準培養出產業所需勞工，必須靠「最後一哩」職訓，強化勞工具備健全的
文理基礎與適應環境能力；而人人上大學，稀釋了人才的質感，擾亂了企業雇主選

才的標準，更釀成國內勞動市場的供需失調（許勝雄，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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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於2012 年9 月推出《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期帶動國內56 第112 期產業體質改
善，推升經濟成長動能，並進一步提升經濟景氣，而人才素質正是影響產業與國家
競爭力的主要因素。因此，《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的技職人才培育政策，再度
成為經濟推升的重要推手。教育部也於2013 年5 月完成《人才培育白皮書》，其中

「技術與職業教育」為三大主軸之一，顯見政府對技職教育的重視程度。
但不可否認的是，當前技職教育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改善的問題，本文擬從技職教育
體系之學制、課程、經費與生師比、建教合作等四方面說明技職教育實施現狀，探
討技職教育發展上遭遇的問題，並提出前瞻探討，期對技職教育提供建言，使技職

教育成為學子嚮往的學習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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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人才培育現況



一、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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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等技職教育

為輔導職業傾向的國中三年級學生，以及九年一貫教育課程的實施，2001 年修定《技藝

教育改革方案》，開辦「國中技藝班（學程）」，並輔導學生升學於高職的「實用技能班（學

程）」，是為我國中等技職教育人才培育的基礎。中等技職教育學制含高中、職業學校、綜

合高中、高中附設職業類科等類。綜合高以輔導學生根據性向、能力與興趣選修適性課程

（秦玲美、胡平夷，2004）。2000 ─ 2012 學年度公私立高中職學校數與學生人數。

立法院於2013 年6 月27 日三讀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將高級中等學校分為：普通型、技

術型、綜合型與單科型四類，故職業學校類型統稱更改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落實職

業教育務實致用之精神（教育部，2013c）。四類型高中的發展條件也趨於一致，都可以附

設國中小學、進修部、推廣教育、職場實習與產學合作、建教合作等，且普通型高中可以開

設綜合型與技術型課程，技術型高中也可以開設普通型與綜合型課程，是一項突破。



一、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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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技職教育

在高等技職教育方面，學制的類型有五年制專科、二年制技術學院、與四年制技術學院

或大學，並可區分為日間部、進修部（夜間部）、回流教育在職專班、進修學院、空中學校

等多種體制（周燦德、林騰蛟，2004）。為回應教改的建議，高等技職教育的量不斷擴充，

使高職學生的升學機會大增，致使高職已非終點教育，大部分的高職學生以升學為主（王朝

正，2011）。教育部統計處（教育部，2013g）的資料顯示，2012 學年度我國大專校院有

162 所，高等技職教育技專校院占93 所（教育部，2013d），高職畢業生升學率是83.51%，

技職教育所占大專教育的比重也已達57.4%。

1996 學年度我國公私立大專校院有137 所，其中70 所是專科學校，到了2012 學年，大專校

院共有162 所，專科學校只剩下15 所。大量的專科學校升級為技術學院或技術大學，顯示高

等技職教育的蓬勃發展與升學管道的暢通，且私立技專校院占多數，凸顯私立技職教育的重

要。



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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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是教育內涵的設計與實施，也是教師專業能力的表現，良好的課程可以創造優質的人力素質。高職課程模式依

產業形式而轉變，1950 ─ 60 年代，臺灣經濟發展以勞力密集工業、進口替代的輕工業，1961 ─ 80 年代則是勞力

密集、出口擴張及重化工業發展時期，1981 ─ 90 年代高科技產業萌芽，1991 ─ 06 年為高科技產業出口擴張時期

（楊朝祥，2006）。1974 年的課程模式是「單位行業訓練」模式，以培養熟練的基層工作者為主的課程模式；1986 

年重工業興起，需要能力技術更精進、更廣博的工作者，課程模式乃以「職業群集」模式方向發展。1997 年臺灣電

子業起飛，教改風起雲湧，高職升學技專院校開始暢旺，課程模式朝向「多元統整」發展（林騰蛟，1995），除提

升學生進修四技二專的能力，也依技能檢定要求設計課程（柯俊瑋、陳聿芸、吳宏茂，2006）。2006 年實施的

「95 課程暫行綱要」是變動最大的一次，給予學校與教師約50% 自主彈性，並首次出現「專題製作」課程，新課程以

「學群」為設計之單位，將現有近百類科統整為17 個學群（陳金進，2006）。2006 課綱的課程設計，於2010 學年

正式實施，是為「99 課綱」，如將學群減併為15 群，我國技職人才培育的問題與前瞻希發揮學校本位特色，進一步

培養學生結合理論與實作的能力，充分發揮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的精神。高等技職教育之課程設計，依大學法屬

大學教師自主範圍，並受到大法官第380 號解釋的保障。高等技職教育的課程，若未依照學生能力本位來設計，學

生會有重複學習、學習困難、輟學機率升高等問題。因此教育部在第二期的《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中研擬解決機制，

希望能促進技專校院與高職的協調與合作（教育部，2013f）。



三、經費與生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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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費與生師比的多寡，可以了解教育投資與品質的良窳，有適當的人力、物力、財力資源，教育工作才能維持運

作。表2 可以看出，2006 ─ 2011 學年度每生平均分攤經費，高職生比高中生多一些，但大學較專科高1.74 倍，顯

示資源的落差。



三、經費與生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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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師比也是一項彰顯教育品質的重點，表3 顯示1997 ─ 2012 學年的公私立高中職生師比，私立高職的生師比最高，

學習品質值得重視與關心。

而高等技職教育的情形也是一樣，2012 學年度公立大學的生師比是18.76，私立大學則是24.21（教育部，2013g），

私立大學的生師比較高，但都還在教育部規定的標準範圍內。



四、產學與建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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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與建教合作是技職教育重要的教學與學習方式。高中職實施建教合作的方式有多種類型，目前較常實施的有輪調式、

階梯式與實習式的建教合作方式。輪調式建教合作班一直以來是高職參加人數最多的建教合作方式，學生三個月在校上

課，三個月在機構實施建教合作教育，截至2012 學年度止，辦理輪調式建教合作的學校共有65 所，其中4 所（臺中高

工、沙鹿高工、霧峰農工、秀水高工）為公立，其餘61 所為私立；15 個科別（機械科、模具科、電機科、機電科、電

子科、商業經營科、時尚造型科、汽車修護科、美容科、資訊科、資料處理科、餐飲管理科、觀光事業科、流通管理科、

電影電視科），計21,878 名學生參加（教育部，2012）。目前辦理輪調式建教合作人數最多的科別依序是餐飲管理科

（6,562 人）、資訊科（3,814 人）、美容科（3,097 人）、汽車修護科（2,815 人），人數最少的科別是模具科（79 

人）。

立法院於2012 年12 月14 日通過《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簡稱《建教生權益保障法》）。因為

（簡稱《勞基法》）對童工的定義為16 歲以下，高職一年級生多為15 歲，其工讀有違法之虞。多數合作廠商對建教合作

還需繳交保證金，違反規定除了罰款之外，還會被公告周知，均表無奈，也降低了合作的意願。懲處的對象也包括學校，

學校若違反規定，現在依法也須繳納罰款。如果一年級生不得輪調，等於間接宣布輪調式建教合作的終止，教育部《第

一、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都有著重高中職建教合作與實習的策略，高職階段的建教合作如何發展，值得重視。

由於行政院自2010 年開始推動《人才培育方案》（經建會人力規劃處，2011），強化教育與產業的連結，高等技職教育

之技專校院產學合作模式較為多元，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含產學攜手合作、產業研發碩士及最後一哩學程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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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學與建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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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人才培育的問題



一、技職人力供需失調

23

技職人才培育，本來就要面對市場需求，但就業市場詭譎多變，學校教育無法及時追

趕。十數年前商業週刊記者莊健群（1996）就曾指出，社會新鮮人是就業市場供需失

調下的犧牲者，但1996 年國內的失業率是2.35%，2013 年6 月的失業率是4.14%，尤

其是青年的失業率（12.65%）持續飆高，青年就業問題長期來看並無改善。而人才培

育方面，專科學校從70 所減至15 所，大學由132 所增加為162 所，高中與高職就學人

數比，由34：66 轉變為52：48，高職與專科大都不再是終結教育，企業徵才只好跟

著調高學歷。但多數的大專人力，不願屈就基層的工作，工作機會與人才培育無法契

合，供需失調益形嚴重，許勝雄（2013）指出，供需失調已到了「人找不到工作，工

作也找不到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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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招生慘烈 北
市公立高中職109
學年度減招500人

「現在已經不是要不要做釣竿的問題，已

經沒有人要吃魚了，怎麼辦？」



二、學用落差亟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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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80 年代以後，產業結構大幅調整，許多新興產業職能已與傳統工業大不相同，但國內大專校院科系與教學內容配合經

濟與產業發展的調整非常有限，未能適切回應外在產業環境的改變，是造成學用落差加劇的原因之一。經建會人力規劃處

（2012）指出，高等教育擴張，大專課程的實習時數反而減少，許多具有國際競爭力的精密機械、金屬製造業等，就業者需

要有相當的職場經驗，多數學生欠缺本科現場實習的經驗，無法直接進入實作，造成企業職前訓練成本增加，熟練技術人才

欠缺，面臨嚴重人才斷層問題。

李坤崇（2006）指出，高職大量增設資訊科、資料處理科、餐飲管理科、美容科、應用外語科、觀光事業科、汽車科，但培

養人數已遠超過主計處統計之缺工人數。而大專校院跟著設立相關科系，大幅往休閒業與服務業轉移（許勝雄，2013），人

力過剩造成學非所用，或薪資低落問題。

而課程內容的失焦，證照考試與就業情境有所不同，是教學層面的學用落差問題。餐飲學系實習的時數稀少，反而要攻讀艱

深的應用化學（謝宇程，2013）；房務員的證照考試不是鋪床單，而是用毛毯代替；資訊科升學加分的證照不包含微軟系統

語言，所以學校不教，但業界普遍需要微軟系統人才；美容科升上大專，實作課程還是跟高職一樣，重複學習的問題嚴重。

2006 年高職課程暫綱中，首次出現的專題製作課程，宛如大部分高職老師的燙手山芋。教師們缺乏教授這門課的知能與技能，

實作評量的技能與規準更為欠缺（王朝正，2011）。而高等技職教育的技專校院快速擴充，同時招收高中與高職生，兩類學

生的起點行為不同，教師如未分組教學，則重複學習的情形嚴重，教師教學如未定位自身科系屬性，仍採用一般大學教材，

其結果又是「電機系沒看過馬達，機械系不會修設備」（遠見編輯部，2013）的落差情形。由上分析可知，學用落差需縫合的

介面不少，科系、學校的調整設置、教學課程的設計、教師的覺醒與認知、就業市場的需求評估、證照考試的務實致用等，

都是需要進一步的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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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入學時非本科 僅有0.57%向上升學進修 80%在非本科工作



三、技職學校公私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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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一直以來被認為是國中升學的第二選項，且技職教育學生家庭社經背景普遍

較普通教育學生為低、抽象學習能力普遍較普通教育學生差、學業成就也普遍低於普

通教育學生，針對技職教育學生普遍弱勢的現象，技職教育的辦理本需有較多設備的

投入，以有效進行專業教學（教育部，2013f）。然在我國技職教育體系中，學校數產

生公私立失衡現象。公立技專校院僅占約21.74%，高職部分則更令人吃驚，公立的高

職數量約59.35% 高於私立，但公立就學人數卻約僅占36.54%，換言之，公立學校擁

有較多資源，卻用於較少的學生身上。



四、少子女化影響甚鉅

28

媒體不斷探討2013 學年度高中職分發入學招生不足，以及南部某所技術學院因連續招

生不足，引發欠薪、教師流失，影響教育品質問題。少子女化帶來減班效應，影響學

校經營的成本與維持難度（許嵐婷，2010），對學校直接造成班級減少、招生不足、

師資過剩、經費短缺、校園閒置或學校關閉的局面，尤其是私立高職，角色定位不敵

大環境的迅速變化（錢雅靖，2008）。對技職體系學校的影響，是偏遠的、私立的學

校漸漸招不到學生，交通便利的、公立的學校較占優勢，因為公立學校普通教育類偏

多，學生選擇會向普通教育傾斜，而忽略技職教育的選擇。



五、產學合作優劣互見

29

產學合作是技職教育的必要課程與特色之一，是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的精神展現，《第一、二

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中，也都積極強調技職教育的見習、實習、建教合作、產學合作等方

面的學習。德國在二元技職體系與瑞士學徒制的建教合作關係中，企業主導了課程的進行，

亦有為自己所屬的產業別，培育產業所需人才的共識，而非僅視實習生為替代勞力（胡茹萍，

2013）；且政府制定了良好的法規，維護青少年的學習與權益。我國企業體質多屬中小企業，

行業公會也少有培育人才的共同規範，多無力單獨負擔建教合作的龐大成本，建教合作單靠

學校與企業間的契約關係，雖有政府相關法令的規範，在勞動生產與技術學習之間兼顧學子

的成長發展，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固然可喜，但也限制了學子學習的機會與層面。無論是高職或技專院

校，產學合作是學子主要的學習方式與途徑，但也是智能與體力的雙重負擔，加以被迫提早

社會化，參與正式的工作職場，身心的負擔都很大。如果合作的企業有願景與企圖心，願意

栽培後進，厚植人力資本，堪稱慶幸；但有些廠商用人隨季節景氣興衰，技術學習有限，生

產線上單一化的工作勞動，很難說技職生不是替代性質的勞動力。



六、國際競爭尚待加強

30

人才的國際化就是產品的國際化。而資本國際化的結果，各國無論藍領或白領人才流動，已經頻

繁，工作機會跨國徵求的情形也很普遍。海外實習是教育部補助推行的海外實習型態之一，胡茹

萍等人（2012）的研究顯示，技專校院實施海外實習課程所面臨的問題有：

（一）能夠辦理各種不同專業領域實習課程之海外實習機構有限。

（二）實習生未能了解海外實習課程之定位與內容。

（三）海外實習課程與學校專業課程連結程度弱。

（四）訪視活動不易辦理且效果不彰。

（五）海外實習學生易誤觸實習國家法律及風俗民情。

雖然是實習所產生的問題，但也可視為人才在國際化培育時所遇到的待解決面向。尤其是學生未

能了解實習定位，無法認知到實習、打工、度假之間的區別與分際，入境未能問俗的草率與隨意，

便是專業態度的欠缺，無論是實習或就業都可能障礙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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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人才培育的前瞻願景



一、技職再造解決人力供需的前瞻願景

32

教育部為縮短學用落差，強化技職教育與產業之間的連結關係，鼓勵教師赴公民營機

構研習，落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及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提升技職教育整體競爭力，

於2009 年規劃《技職教育再造方案計畫》，經檢討後於2012 年實施《第二期技職教育再

造方案計畫》（教育部，2013f），以3 個面向（制度調整、課程活化、就業促進）及9 

個策略（政策統整、系科調整、實務選才、課程彈性、設備更新、實務增能及就業接

軌、創新創業、證能合一）為核心，引發政府、社會及產業間的高度重視，使技職教

育強調學校、產業、教師及學生多贏優勢，對於「縮短產業人才培育、鏈結產學雙向

交流」大有助益，持續以恆，必能縮小人力供需失調問題，促進我國技職教育的脫胎

換骨。



二、產學合作解決學用落差問題

33

人才培育相關政策、施政與研究，不能不重視產學合作，無論是產學合作、建教合作、

實習與見習，都是希望將學子由學校成功的銜接到工作職場，希望理論與實務能夠相

輔相成，而成功的關鍵，應該是產學合作的課程設計與教師的教學引導。優良的產學

合作課程設計，能兼顧學生的學習與企業對人才的期待，需要學校與企業共同規劃，

而能夠謀合兩者無縫接軌的媒介者，應該是熟悉職場與學校的技師或教師，能夠務實

的在知識的、技術的、認知的、態度的、紀律與規範等不同情境帶領與支持學習者，

尤其是高職階段的學生，較不成熟，更需輔導。高等技職教育產學合作的推動，帶動

就業與企業永續經營及創新發展。



三、重視公私立技職學校均衡發展

34

我國技職體系的公私立教育失衡現象嚴重，中等技職教育的高職階段有65% 左右的私

立學校學生，高等技職教育的技專校院則有近8成左右的私立學生，但教育資源的分配

重公立、輕私立，在少子女化的衝擊下，勢將更加造成私立學校招生不足的壓力，使

私立技職學校雪上加霜，若無加以專案救濟解決，未來10 年恐將成為技職私立學校倒

閉的惡潮。因此，除了教育資源的重置分配外，對於私立學校的招生、設系科、及學

雜費等影響學校生存的基本要素，宜更彈性開放，經評鑑辦學績效卓越者，也應落實

《私立學校法》第57 條第3 項賦予更大的彈性空間，以協助私立學校建立特色。另公立

學校招生不足者，宜優先加倍刪減名額，以穩定私立技職學校生源，落實政府鼓勵私

人興學精神。



四、少子女化現象的妥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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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女化現象使得2013 ─ 2023 十年間的就學人口將減少108,876 人，各級教育體系

受到的衝擊都非常劇烈。對技職教育體系而言，學校的經營是否能「汰弱留強、務實

致用」，是非常關鍵的問題。未來勞動人口減少，GDP 仍需要持續成長，人少質精的

目標下，個人生產力必須比現在更高。換言之，少子女化必須培養多能工，就業者必

須能辨識什麼才是自己需要的知識與技術，不再依賴別人給他這些，而是去找到與知

識相關的人（colleagues）或資訊（media withtechnical information）（Göhlich & 

Schopf, 2011:145）。政府對於少子女化衝擊下如何維繫技職學校、學制、政策制度、

課程的持續經營發展，教育部技職司（2013）將持續控管總量、完善私校轉型發展機

制、提升經營管理品質及開發高教生源。



五、教師業界交流提升實務能力

36

Göhlich 和Schopf（2011:145）指出，德國的職業教育在過去20年已經有了改變，過去是以

教師為中心、由上到下系統性規劃的教育方式，但最近10 年，自我安排（self ─ organized）

式的教育方式逐漸增加，因為職業行動能力（vocational actionability）需要就業者獨立的開

始新的學習。在重視終身學習的社會裡，技職教師與職訓人員是知識型社會的促進者，教師

品質的提升就是技職教育水準的提升，OECD 各國也都特別注意技職教師的培育與發展

（Grollmann &Rauner, 2007:2）。高職實施實群虛科的99 課綱，無論是基礎課程或專業課

程，高職教師如能確實施學生能力本位教學，掌握教材在升學、就業、考照上的脈動，提升

高職生學習的成效，是技職教育優質化的關鍵人物。

而高等技職教育的教師，雖對課程擁有100% 自主權，卻在前端的高職課程與後端就業銜接

上，出現落差。當技專院校面臨招生、校務經營、學校評鑑、教師升等、科系定位等問題，

在教學方面，若能回歸到科系本質與定位，暨學生能力本位的基礎上，透過教師的專業加以

提升，技職生的學習生涯會更豐富。



六、重視國際教育人才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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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村的年代，經濟消長連動是全球性的，工作機會及勞動力可以在國際間流動。

澳洲的職業教育與訓練系統，提供初次就業、再就業、轉業的教育訓練，提升其技能

（以使現在的工作生產力增加、獲得升職、較好的薪資、創業機會等）（Knight & 

Mlotkowski, 2009:23）。技職教育學生有專業技術在身，更適合前往國外開拓就業市

場。雖然我國自國小全面推廣國際教育，但各階段之國際教育仍偏重語文的學習、衣

著食物的品味、風景旅遊的賞析，打工度假則非專業學習，尚缺少對國外的生活規範、

勞動規範、一般法律、特殊禁忌等較深入的了解。

技職教育國際議題，因能開拓學生視野，對學生較具吸引力，也是鼓勵學生強化語言

能力（教育部，2013f），自我追求成長目標的方式，更為企業儲備了拓展國際業務的

人才，具有多重的效益。國際化課程的實施，語文應朝類科專業語文做準備，更重要

的是教導學生如何取得目標國家的生活規範資訊、就業法律資訊、證照資訊等，甚至

是交通規則等細節，對人才培育的優質化，更不可限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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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人才培育之建議



一、落實技職再造的經費到位

39

2009 年第一期技職再造方案計畫的實施，因經費未能到位，讓經費

編列有如空中樓閣般，對政府形象及社會觀感不佳。政府決定《第二

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計畫》投資超過200 億元的經費，須確實執行到

位，以重振技職教育優勢，提升技職教育品質。



二、訂定技職教育專法

40

因應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政府於2013 年訂頒《高級中等教育

法》，有效整合高中職教育內涵。但高等技職教育在無專法的規範下，

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都爰引《大學法》的規定，使技職教育無法凸顯

特色，也因此使技專校院淪為普通大學的附庸。為保障技職教育的實

施，彰顯技職教育特色，訂定《技職教育法》此其時矣！



三、修正不合時宜的法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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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為例，其用意在保障青少年學生之基本權益，卻未能

考量到輪調式建教合作實施40 餘年的背景，抹煞合作廠商的一番育才好意，

對社經弱勢者，反而影響其生存，衍生愛之適足以害之之窘境。另如《大專

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實習薪資22K，短期效益是降低了青年失業率，

長期影響卻抑制了薪資的水準。其中政府還補助薪資中的10K，部分企業在

無補助時更不會多給員工加薪，政府反成眾矢之的而百口莫辯。政策制定，

宜更加審慎。



四、訂定技職教育發展指標

42

對於技職教育的整體發展，技職教育主管機關應主動評估各項技職指標，提

出改善策略。如高職整體經費遠低於高中，宜了解原因並進行改善，尤其是

2014 年即將全面實施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私立高職面臨的高生師比、教學

品質提升等，應予重視。指標之間有其相關性，如系所科招生人數的消長，

與師資的培育相關，如何做出評估與計畫，亦是人才培育的重要議題。



五、協助技職學校經營應以學生為中心

43

在少子女化的競爭時代，學校經營更應如企業經營，講求績效，並以

學生都能得到良好教育為前提。而技職體系私立學校居多，為國家企

業培植多樣化人才，政府欲達成高等技職教育量足質精的理想，學校

經營就應以學生學習為中心，更有必要檢討對技職私立學校的獎補助

措施，以照顧到每一位技職學生，都能享有同樣的教育品質。



六、建構企業投入人才培育的職責

44

人才是企業的資產，也是永續經營的要件，企業對於人才的培育與政

府及技職學校同樣肩負重責大任。政府應提供企業投資人才培育的免

稅誘因，鼓勵企業與相關教育機構合作，給予員工良好的工作環境與

待遇，提供終身學習的進修機會，維持企業的穩定與發展。



七、彰顯技職優勢輸出國際

45

我國技職教育雖然面臨發展上的不少挑戰，但由於整體技職教育的體

質健全，尚有足夠的實力輸出國際。對內應加強技職學生外國語文程

度的提升，對外應更積極宣揚技職教育特色，以務實致用的精神與成

果，結合境外台商產業連結關係，使技職學校及其師生邁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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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作者結語

47

技職教育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貢獻良多，但經過國內工商業發展的變革、

教育改革的洗禮、國際技職教育風潮與經濟情勢的影響，以及少子女

化帶來的招生隱憂，應可視為階段性的困境，技職教育所面臨的問題，

有些會因各界的重視、政府經費的投入而化解，惟有少子女化現象可

能重擊技職體系的發展，必須下猛藥以度危機。當前我國技職教育體

制逐漸趨向多元、專業與彈性，加上政府推動典範科大、《第二期技

職教育再造方案計畫》、技職校院教學卓越計畫，以及十二年國民基

本教育相關配套的整體規劃、執行與檢核，對未來的技職教育發展，

充滿無限遠景。



我的結語
不會讀書不跟職業類科畫上等號

讓技職教育不再是人生選擇的備案

政府應從教師素質改變，而非給錢就好

政策上使業者更願意栽培人才

停止培養中高階層，使基層更有意願

教育經費有效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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