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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知識經濟與職業訓練制度 

第一節  知識經濟之基本概念 

21 世紀是以知識經濟為主導的知識社會，知識所蘊含的經濟潛力已逐漸成

為經濟成長、社會發展和決定國家競爭力的要素，而知識產業與知識工作者將成

為經濟發展的主導力量。1故本節將透過對知識經濟之概念、內涵、知識經濟與

知識社會的特徵、知識經濟的理論基礎與知識經濟下之勞動者，即知識工作者，

分別加以探討知識經濟相關之議題。 

壹、何謂「知識經濟」2？ 

知識對經濟的影響力並非這幾年才發生的事，從人類文明演進史來看，不同

時期都有人提出知識對經濟各方面貢獻的看法。其中，尼夫（Neef）指出 21 世

紀的知識經濟其實是第二次知識經濟的興起；第一次知識經濟的興起是歐洲的文

藝復興時代，因為當時有一批商人願意出重金購買文藝作品，使知識得到巨大的

金錢報酬。3 

1912 年德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理論》一書中明確指出：資本主

義發展的根本原因，不是資本和勞動力，而是創新，其中創新的關鍵就是知識和

信息的生產、傳播及運用。1962 年美國普林斯頓大學名譽教授馬克魯伯(Machlup)

在其著作《美國知識的生產與傳播》中，根據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來至 50

                                                 

1 吳忠吉（2001），知識經濟下的人力資源政策，《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4 卷 2 期，p.49~55。 
2 蔡秀美，知識社會與台灣的社區大學，http://www.dsej.gov.mo/aedu/cep-6.htm?con=cep-6.htm，

瀏覽日期：2006/5/23；楊其祥（2002），因應知識經濟時代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學生專業實務

能力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碩士論文；陳若寧（2001），台灣、中國及香港之知

識經濟發展與比較，國立中山大學大陸研究所碩士論文。 
3 李誠等（2001），什麼是知識經濟？知識經濟的迷思與省思，台北：天下遠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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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末從產業結構變化的背景提出知識產業的概念。 

隨著知識與經濟的發展關係日趨密切，人們對經濟未來走向提出多種說法。

美國社會學家丹尼-貝爾（Bell Daniel）在 1973 年所寫《後工業社會的來臨》一

書中提出後工業社會的概念，其特徵是產品生產經濟轉為服務性經濟。1980 年

美國經濟學家阿爾溫-托勒夫(Alvin Toffler)在其著作《第三次浪潮》中提出後工

業經濟的概念，並於其 1990 年的新著《權力轉移》裡更明確指出：隨著西方社

會進入信息時代，社會主宰力量將由金錢轉向知識。1982 年，美國經濟學家約

翰-奈斯彼特(John Naisbitt)在《大趨勢》中提出「資訊經濟」概念，認為「知識」

是我們經濟社會的驅動力。 

90 年代後，知識、技術與資訊已成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鍵，美國管理學

家彼得-德魯克(Peter Drucker)在其新書《後資本主義社會》提出我們正在進入知

識社會，他認為知識社會是一個以知識為核心的社會，「智慧資本」成為企業最

重要的資源，知識工作者將成為社會主流。日本 Nonaka 與 Takeuchi 則於 1995

年所著作的《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提出「隱性知識」、「顯性知識」

等概念及「知識螺旋」理論後4，掀起了以「知識為基礎的競爭」時代之序幕。 

此外，1990 年聯合國有關研究機構提出「知識經濟」的說法，1996 年經濟

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所發表的《以知識為基礎的經濟》之報告中，首次全

面且有系統的闡述知識經濟的定義、特徵及其指標，認為依附在人力資本和技術

中的知識將是經濟發展的核心。1997 年美國總統柯林頓在公開演說中採用知識

經濟的說法，並使用「新經濟」描述近十年來美國經濟持續擴張的現象，認為新

經濟的燃料是科技與知識，其精神是冒險與創新。 

                                                 

4 有關「內隱知識」、「外顯知識」及「知識螺旋」理論等可詳閱黃婉淇(2003)，設計知識管理型

線上學習網站，國立交通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p.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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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探討可了解，知識經濟概念的形成在不同時期的專家學者從各個角度

曾用：後工業社會、後工業經濟、資訊經濟、知識產業經濟、新經濟等名稱來描

述這些類經濟的型態。現今人們越來越清楚，這些都是以「知識」為基礎所產生

的經濟現象，故越來越多人都接受「知識經濟」這個概念。 

貳、知識經濟之內涵 

一、知識的定義 

在探討知識定義之前，必先對「資料」(data)以及「資訊」(information)

有所了解，因這三者之間有密切的關連。尤克強5認為「資料」（或數據）是

對觀察到的事件所做的記錄；「資訊」是經過處理後具有意義的數據。而在

《知識管理的第一本書》6中解釋「資料」是原始的數據，「資訊」則是把所

得的資料視為題材，有目的地加以整理，以傳達某種意念或訊息。Tobin7認

為相關的「資料」以某種目的彙整而成的「資訊」，透過應用而成為「知識」，

知識在經過直覺與經驗不斷的驗證過後便成為「智慧」。 

西方哲學對「知識」的討論由來已久，西洋哲學中的知識論(epistemology; 

theory of knowledge)，就是論述知識之所以為知識的一種哲學，從知識的本

質、起源、分類、結構、價值等皆為研究的範圍8。 

而對於知識的論戰，自 Plato、Aristotle、Descartes、Locke、Kant、Hegel、

以至 Deway，一直處於理性主義及經驗主義之辯論，但發展至今則側重於實

用及應用層面。理性主義認為，先驗知識（priori knowledge）是存在的，知

識是某種理想心智過程的產物；經驗主義則主張，先驗知識是不存在的，知

                                                 

5 尤克強(2001)，知識管理與創新，台北：天下遠見。 
6 劉京偉譯(2000)，知識管理的第一本書，台北：商周。 
7 Tobin, D. (1996). Transformational Learning: Renewing Your Company through Knowledge and 

Skills. John Wiley & Sons. 
8 蔡秀美，知識社會與台灣的社區大學，http://www.dsej.gov.mo/aedu/cep-6.htm?con=cep-6.htm，

瀏覽日期：200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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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的唯一來源是我們感官、直覺。雖然兩大學派觀點不同，但雙方都認同柏

拉圖式的知識定義：「知識是合理、可接受的真實信仰。」9 

下表 2-2-1 彙整各家對於知識的定義。 

表 2-2-1：知識之定義 

學者專家 年份 知識之定義 

Nonaka & Takeuchi 1995 知識為有充分根據的真實信仰 

Harris 1996 知識是資訊、文化脈落以及經驗的組合 

Allee  1997 知識是不定型物，一般是指知道的東西 

Davenport & Prusak 
(1998) 

1998 知識是一種流動性質的綜合體，包括結構化的經驗、價值、以及文字
化的資訊，都屬於知識的一種 

吳季松 1998 以知道是什麼(know what)、知道為什麼(know why)、知道怎麼做(know 
how)、知道由誰來做(know who)、知道什麼時間(know when)、知道
什麼地點(know where) 

Davenport  1999 知識是由經驗、有根據的事實、複雜性、判斷、經驗法則與直覺、價
值觀與信念等六大要項構築而成 

Appiehans、Globe & 
Laugero 

1999 知識是將資訊與資料化為行動的能力 

Paul A. David and 
Dominique Foray 

2002 知識賦予其擁有者採取理智或體力行動的能力，簡言之是認知的能
力。從重製的角度，其與資訊之不同係在於知識重製的成本遠超過資
訊，且不易清楚明確地傳遞 

資料來源：(邱正瀚，2002) 

二、知識經濟之定義 

由下表 2-2-2 可得知，知識經濟的核心概念即將知識視為最珍貴的資

源，其有別於原物料、勞工、時間、空間、資本與其他投入的傳統生產要素，

透過資訊與科技的應用，有效地將知識不斷地累積與創新、傳播與使用所形

成的經濟活動。 

 

                                                 

9 轉引自楊其祥(2002)，因應知識經濟時代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學生專業實務能力之研究，彰化

師範大學機械工程系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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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各家對於知識經濟的定義 

提出者 年份 知識經濟之定義 

Machlup 1962 是一種強調知識的創造、傳播與應用之經濟。 

OECD 1996 建立在知識和資訊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 

Cowan & 
Gert 2000 以知識為經濟成長動力的經濟。 

APEC 2000 以知識為驅動力帶動經濟成長、累積財富與促進就業。 

高希均 2000 泛指以「知識」為「基礎」的「新經濟」運作模式。 

經建會 2000 直接建立在知識與資訊的激發、擴散和應用上的經濟，創造知識和應用知識的
能力與效率，凌駕於土地、資金等傳統生產要素之上。 

World 
Bank 2001 指一個創造、學習並傳播知識的經濟，是一個企業、機關、個人與社區都把知

識作更有效的運用，以促成經濟與社會作更進一步發展的經濟。 

邱秋瑩 2001 

將知識經濟分為廣狹二義：狹義則指 1990 年代以來知識與資訊通信科技（ICT）
為本的美國經濟；廣義是指以知識的生產、擴散與應用為本的經濟，常與網路
經濟（internet economy）、資訊經濟（information economy）及數位經濟（digital 
economy）視為同義詞。 

劉大和 2001 分為三個範疇：最內圈為高科技產業；中圈是運用知識產生附加價值的產業；
外圈是整個國家的知識經濟系統。 

彭台臨 2001 以知識為基礎，運用科技與資訊發揮創意，將有價值的知識快速地轉換成可以
獲利的商品。 

王如哲 2001 

知識經濟顯示兩項意義：一國的財富創造能力必須仰賴知識的大量累增、快速
擴散及有效應用；一國必須發展成為學習經濟（learning economy），也就是能
透過教育、訓練及終身學習，提供在家庭、學校、職場及社區之人們持續學習
的機會，以厚植提升國家競爭力所需的人力資本。 

吳思華 2001 

在足量市場需求及良好社會基礎鍵設的支撐下，以知識資源為主要生產要素，
透過持續不斷的創新，提昇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價值，並善用資訊科技的產業或
企業活動。其中建構知識經濟的要素包括：知識資本、創新能力、資訊科技、
足量市場及知識社會。 

資料來源：參閱楊其祥（2002）暨本文補充彙整 

三、知識經濟與傳統經濟之差異 

陳尚蓉特別對知識經濟與傳統經濟的特徵加以比較，從經濟特徵、產業

型態、政府功能、勞動市場以及知識使用特性五大方面10，其內容如下表

2-2-3。 

                                                 

10 陳尚蓉(2001)，知識經濟與組織學習，載於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主編《知識社會與成人教

育》，台北：師大書苑，p.15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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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知識經濟與傳統經濟特徵之差異 

項目 知識經濟 傳統經濟 

1.市場 產品變化大、週期短、高附加價值 產品變化小、週期短、低附加價值

2.競爭範圍 全球 國內 

3.組織型態 虛擬式、有機式、網路式、漁網式、
企業功能導向 

階層結構、官僚權威式 

4.企業跨區移動 高 低 

經 

濟 

特 

徵 

5.區域間競爭度 高 低 

1.生產組織 彈性生產、客製化生產 大量生產 

2.主要生產要素 無形資源：創新、知識報酬遞增法則 有形資源：土地、資本、勞力等 

3.主要技術驅動
力 

數位化、智慧化 機械化、自動化 

4.競爭優勢來源 創新與品質、進入市場時機與速度 規模經濟、降低成本 

5.研發創新之重
要 

高度 中度 

產 

業 

6.與其他事業體
關係 

策略聯盟、共同研發 單打獨鬥 

1.學習之重要性 高度 中等 

2.工作技能 廣泛技術、跨業訓練 專業技術 

3.教育訓練 彈性、多樣化與跨領域學習、終身學
習 

單一訓練 

4.勞資關係 合作共存，以員工利益為優先 對抗關係，以股東利益為優先 

5.就業特性 變動快速、充滿風險與機會 穩定 

勞 

動 

市 

場 

6.知識工作者之
需求 

高度、明顯 中等、不明顯 

1.企業與政府之
關係 

鬆綁與公平競爭 強制與保護 
政府
功能 

2.政府管道 市場導向、彈性 命令、控制或獎勵 

知識使用特性 非重複、直接與主動 重複、間接與被動 

資料來源：轉引自楊其祥（2002）；陳尚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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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知識經濟與知識社會之特徵 

一、知識經濟之特徵 

Drucker(1993)認為知識經濟成為後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因是知識的準公

共產品(quasi-public goods)特性。若過度強調知識產權，將妨害知識的傳播

與交流，最後反過來會損害知識的創造，因為知識創造過程離不開交流與合

作。OECD(1996)認為知識經濟的主要特徵有：1.人力素質和技能實現是知

識經濟的先決條件；2. 科學和技術的研究開發是知識經濟的重要基礎；3. 資

訊和通信技術在知識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處於核心地位；4. 服務業是知識經

濟中的主要角色。World Bank(2000)認為知識經濟體系主要具備以下四項特

點：1.新的觀念及新的科技發明相當普遍；2.人力資源發展系統普及；3.具

有健全的資訊基礎建設；4.政府以及經濟環境支持企業發展與創新。

Houghton & Sheehan(2000)則從技術、學習、組織及創新四個方向探討知識

經濟的特徵：1.資訊與通訊技術的進步，造成知識編碼化的增加，而編碼化

的知識與數位化資訊結合，促使知識商品化的增加；2.學習是發生在個人與

組織中，包括教育、做中學、用中學及互動學習；3.學習型組知識持續增加

的網路化組織；4.知識的創新系統建立與知識的擴散力量是很重要的。王如

哲(2001)在其全球化的教育改革動向一文中，認為知識經濟的特徵有：1.資

訊與通訊科技的普遍應用；2.知識工作者的興起；3.智慧資本的重要性與日

俱增；4.全球化的趨勢。 

二、知識社會之特徵 

知識社會是一個以知識經濟為核心的社會，在此社會中，知識的創新、

發展與應用普遍發生在人類的各個生活層面中，進而促使個人、組織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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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步。黃富順及吳明烈11認為知識社會的特徵有：知識的生產快速；知

識的壽命快速縮短；知識傳播迅速、取得容易、儲存方便；知識成為經濟發

展的核心要素；知識工作者主導生產。蔡秀美12認為，一方面，科技的知識

與專業領域的發展是影響近代社會制度建立與經濟進步的基礎，而且專業知

識的更迭與創新速度在知識社會變得愈來愈快，知識社會可被形容是一個講

求創新、速度、變革，但同時也是高度不穩定與不確定性的社會；而另一方

面，關懷人文與自然生態平衡、維護人權與社會正義、提倡公民參與和鼓勵

知識分子反省等呼籲也隨著知識社會的到來而更加高漲。 

基於上述，可見知識社會一詞的涵義比知識經濟更為廣泛，知識社會涉

及到人類社會各個層面。而欲轉型為知識社會的經濟亦可能遭遇到如下問題

13：知識發展不均、保護智慧財產或是共享知識、仿冒品充斥之下對於知識

的信任程度，以及對於片段的知識應如何重組等問題，若能解決這些挑戰，

將可趨緩轉型為知識社會的衝擊。 

肆、知識經濟下之勞動者（知識工作者） 

隨著電子化、數位化及網路化的發展以及各國對知識型產業的重視，使得「無

重量經濟」的發展趨勢更明顯，其中無重量經濟主要來自於服務業的成長14。而

且隨著知識行產業的快速發展，不但產業結構改變，就業結構也將跟著轉型，職

業別的勞動需求結構也出現新的型態，對高技術工人及知識工作者（knowledge 

                                                 

11 黃富順(2002)，訓練機構在知識社會與終身學習時代中的角色，T&D 飛訊論文集粹<第一輯>，

台北：國家文官培訓所，p.75~77；吳明烈，知識社會與終身學習，

http://colkm.ccu.edu.tw/files/2.ppt，瀏覽日期：2006/5/23。 
12 蔡秀美，知識社會與台灣的社區大學，http://www.dsej.gov.mo/aedu/article.php?con=cep-6.htm， 

瀏覽日期：2006/5/23。 
13 Paul A. David/ Dominique Foray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y of the knowledge societ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54, Issue171, p.9-23. 
14 王素彎（2001），知識經濟時代對我國人力資源的因應與挑戰，《經濟情勢暨評論季刊》，第 6

卷第 4 期，http://www.moea.gov.tw/~ecobook/season/9003/6-4-1.htm，瀏覽日期：200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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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的需求將會增加，而對低技術工人的需求則會減少15。 

柯達塔（James W. Cortada, 1998）在其《知識工作者的興起（Rise of the 

knowledge worker）》一書中指出16：「知識工作者是指從事資料、創意的個體。

這含括許多增加中的職業，如商業顧問、利用專業知識引導撮合買賣雙方之資訊

代理商人，如資料庫管理者及發行者．．．等等。」，「．．．逐漸的，每個人都

是知識工作者。歷史學家、經濟學家及社會學家正發現，和十九、廿世紀比較起

來，當今每個人完成工作所需的資訊、技能數量明顯增加。在工業社會，雖然工

作者是在田裡、在工廠工作，但並不需他們去種植、收割作物，去製造品項的比

率漸增。例如，一位歷史學者可以住在緬因州（Maine）鄉下，但他可用網際網

路及個人電腦寫書，同時也在波士頓（Boston）的大學上課。今天，電腦晶片廠

百分之九十的工作者並不生產任何產品或元件，他們僅提供相關支援及服務而

已。」  

所謂知識工作者，是指使用知識來提昇產品的附加價值，與工業時代或服務

業時代的員工以體力勞務或技術勞務來提昇產品的價值有別。而知識工作者所需

的不只是專業知識，亦需有認定問題的能力、解決問題的能力，尤其是可以整合

不同領域的知識來解決問題的能力17。例如餐飲業，若業主努力蒐集各種菜單的

熱量及與健康有關的資訊，他們便可以在顧客點菜時，同時告知菜單中，各項菜

餚具有多少熱量、糖份等，對顧客的心臟、血壓、膽固醇等有何種影響，若以哪

些食物代替會對身體較健康。服務生從中搖身變為另一型態的知識工作者，而非

單單供應餐飲的服務。 

                                                 

15 陳耕麗（2000），知識經濟與台灣產業結構轉變，《自由中國之工業》，第 90 卷第 4 期，p.17-38。 
16 轉引自辜輝趁、饒達欽，迎向位元時代的新挑戰，

http://www.tvc.ntnu.edu.tw/%E5%90%84%E6%9C%9F%E9%9B%99%E6%9C%88%E5%88%8A
/58/58-10.htm，瀏覽日期 2005/2/10。 

17 轉引自李誠，知識經濟時代的勞工政策，【知識經濟之路】，台北：天下遠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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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職業訓練制度 

壹、 職業訓練之起源及定義 

一、職業訓練之起源 

職業訓練之起源可從中華五千年的教育文化裡窺見一二。早在殷周時

期，政治職業教育受到官府高度重視，統治階級透過「大學」、「小學」的開

設，分別實施高低層次的政治職業教育，例如「六藝」中的「禮、樂、射、

御」是用來訓練中、高階級文武專業的政治人才，而「書、數」則是培養低

階政治專業人才，事實上「射、御、書、數」已有鮮明的職業訓練色彩18。

後經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漢武帝的獨尊儒術，不僅破除官府治學的主導地

位，亦開始分野士、農、工、商等職業，即便私學興盛，其目的均離不開以

訓練人才從政為依歸，一直到隋唐科舉制度，更是使政治職業教育完全的制

度化。 

另一方面，西方中古世紀時期也可看出職業訓練端倪。職業訓練制度之

發韌始於「職業」之產生，而「職業」概念源於中古世紀城市經濟興起以後

的手工業。19學徒(apprenticeship)教育與基爾特(guild)教育可謂是職業訓練起

源的重要關鍵，因這兩種教育制度歷經工業化革命，而在 20 世紀以後逐漸

演變為現代化的職業訓練制度。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雇主實施員工在職訓練已甚普遍。從

平時工業急速轉變為戰時工業，導致要為半熟練的工人、轉換新工作的員工

和新進入工業界的婦女實施各種培訓的計畫。其後，由於當代技術飛速進

                                                 

18 唐莉、陳水德(1999)，我國古代職業教育略考，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8 卷第

2 期，p.101~102。 
19 黃越欽(2001)，勞動法新論，台北：翰蘆，p.5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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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培訓實為各行業所不可缺少。 

產業發展在 1960 年代到達高峰，產業結構改變與技術革新致使工業先

進國家的技術人力短缺且勞動市場失衡，因體認人力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重

要性，國際間所提倡的積極性勞動市場政策均將職業訓練列為重要措施之

一。1964 年國際勞工組織（ILO）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相繼提

出就業政策公約與建議書，及「以勞動市場政策作為促進經濟成長之手段」

建議書，而涉及工作權的國際公約中，更一再強調個人選擇職業的自由，但

若欠約職業訓練，個人選擇職業的自由便落於空談20。因此，職業訓練成為

保障勞動者工作權，也是勞動政策中不可或缺的一部份。 

二、職業訓練之定義 

職業訓練有廣狹義之分，國內學者陳聰勝及丁文生21認為廣義的職業訓

練指的是除了教育的範疇之外，對三種人員的訓練：1.對未就業者給予就業

的準備，讓他們學習職業所需要的專業之能。2.對在職員工給予工作的調

適、升遷、職務的輪調或是轉業等等不同層次的訓練以及生涯發展的訓練。

3.對失業者施以職業指導及轉業輔導。至於狹義的職業訓練，一般僅涵蓋領

班以下技工、半技工、操作工的就業與升遷之訓練，並以技術訓練為主。 

然而從國際勞工組織以及主要國家之職業訓練法規對於職業訓練所做

的相關定義22，可發現職業訓練之定義已有從狹義邁向廣義之觀點。訓練之

                                                 

20 黃越欽(2001)，勞動法新論，台北：翰蘆，p.575。 
21 陳聰勝(1998)，各國職業訓練制度，台北：五南圖書，p.7；丁文生(2001)，我國職業訓練的新

模式與新趨勢，成人教育通訊第 6 期。 
22 國際勞工組織早期對於職業訓練之解釋並未包括在職員工之進修訓練，且以工業製造業為職

業訓練的主要行業，經過 1939 年第 57 號職業訓練建議書、1962 年第 117 號職業訓練建議書，

直到 1975 年的第 150 號有關人力資源發展中的職業指導及職業訓練建議書，修正原有職業訓

練之定義，並使職業訓練包含了各種經濟階層、各種經濟活動及各種技術與責任層面。日本

從早期對於職業訓練之定義，至 1958 年舊職業訓練法、1969 年新職業訓練法、以及 198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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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從就業者擴及未就業者，而訓練之內涵及類型也從單一走向多元化。總

括而言，職業訓練泛指針對各行各業，提供個人迅速習得勞動市場所需求的

技能，免於遭受勞動市場的排斥，使個人的技能得以提升，並且生活品質獲

得實質改善的一種終身持續不斷之過程，同時滿足企業用人所需，進而促使

國家經濟及社會均衡發展。 

 

貳、 職業訓練之類型與形式 

一、職業訓練之類型 

我國職業訓練法將職業訓練的實施方式分為五大類型：養成訓練、技術

生訓練、進修訓練、轉業訓練以及殘障者職業訓練。而對於職業訓練的類型

依據其規劃的原則與實施方式，譚仰光與王典謨23將其區分為廠內訓練

（in-plant-training）、廠外訓練（ex-plant-training）、公共職業訓練（public 

training）、職前訓練（pre-service training）、在職訓練（in-service training）、

新進人員訓練（entry-worker training）、基礎訓練與專精訓練（basic training & 

specialized training）、進修訓練與複習訓練（up-grading training & refresh 

training）、速成訓練（accelerated training）、以及學徒訓練（apprenticeship 

training）等等。其間之差異詳如下表： 

 
                                                                                                                                            

職業能力開發促進法之規定，其職業訓練之對象均為事業單位的受僱者及求職者，但在訓練

重點上由強調技能走向各職業上所必需的各種能力。韓國之職業訓練基本法自 1976 公布施

行，歷經 1979 年、1981 年、1986 年及 1991 年之修正，揭示職業訓練對象為所有勞工及求職

者，透過基本班、進修班、轉業班及複習班實施各項包括技工、領班、管理、服務及行政人

員與職訓師之訓練等。而英國之工業訓練法(1964 年)、就業及訓練法(1973 年)及新就業法(1988
年)，則顯示職業訓練從早期重視各業負責推動訓練之任務，到晚近重視職業訓練除培訓人力

外，亦有減少失業問題及社會經濟發展之功能。參陳聰勝(1998)，各國職業訓練制度，台北：

五南圖書，p.3-6。 
23 轉引自詹火生(2003)，職業訓練與就業服務，台北蘆洲：空大，p.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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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職業訓練之類型 

性 質
類型 

 

訓練對象 辦理機構/訓練場所 訓練目的/訓練內容 

養成訓練 15 歲以上或國中畢業 職訓機構 職前訓練 

技術士訓練 15 歲以上或國中畢業 事業機構 技術職前訓練 

進修訓練 在職技術員工 事業機構 專業訓練 

轉業訓練 職業轉換者 職訓機構 轉業所需之技能 

殘障者訓練 身心障礙者 職訓機構、社福機構或醫療
機構 

就業所需之技能 

廠內訓練 新進或在職員工 事業機構或其附設訓練中
心 

基於企業組織或業務上需
要之技能 

廠外訓練 新進或在職員工 公共訓練中心、私立訓練機
構或學校中 

因雇主與個別受訓者之需
求而異 

公共職業訓練 求職者及初步就業者 政府或民間團體所屬職業
訓練機構 

依據就業市場的一般需求
或某一職種的共同需求而
決定 

職前訓練 準就業者 通常多為事業機構 使受訓者在正式就業前先
行獲得工作一般所需技能

在職訓練 在職員工 廠內或廠外、工作崗位上或
工作崗位外 

增進在職員工職務上的工
作技能與知識 

新進人員訓練 新進人員 事業單位 使期能迅速勝任所擔任之
工作 

基礎訓練與 

專精訓練 

不拘 不拘 為受訓者進一步接受專精
訓練或學習應用技能而準
備；而專精訓練通常接在基
礎訓練之後 

進修訓練與 

複習訓練 

在職員工或儲備人員 不拘 使受訓員工獲得擔任更高
職位或更複雜工作所需之
技能與知識；複習訓練則為
使受訓者溫故知新的訓練

速成訓練 通常為大量生產情況分工
精細的操作工 

事業單位 使受訓者在最短時間內習
得單純操作技能並擔任單
純的操作性工作 

學徒訓練 多為初次就業的青少年 以實際現場的工作崗位訓
練為主 

培養合格的熟練技工、生產
線的基層幹部等等 

資料來源：整理自詹火生（2003），職業訓練與就業服務，台北蘆洲：空大，p.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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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訓練之形式 

而職業訓練的實施，依場地、時間區分為以下幾種形式24： 

（一）依場地區分 

1. 工作崗位上訓練（on-the job-training, OJT）：亦稱工作中訓練，係

指訓練的實施是在受訓者的工作崗位上進行，並且以其實際工作為

訓練媒介。 

2. 工作崗位外訓練（off-the-job-training, OFFJT）：受訓者需離開工作

崗位的場所去受訓，受訓地點可能是事業單位的訓練中心或訓練教

室，或外界的專責訓練機構。 

（二）依時間區分 

1. 全日式訓練（full-time training）：受訓者以全部的正常工作時間參

加訓練，於受訓期間不擔任工作。 

2. 兼時式訓練（part-time training）：受訓者一邊工作，一邊以部分時

間離開工作去受訓。 

3. 日釋式訓練（day-release training）：去者每隔數日放假一天去參加

全日式訓練。 

4. 期釋式訓練（block release training）：事業單位讓在職員工一次連續

幾天去參加訓練。 

5. 三明治式訓練（sandwich training）：亦稱為輪調式訓練，受訓者工

作一段期間，去受訓一段時間，再回來工作一段期間，再去受訓。 

（三）其他：模距式訓練（modular training）：亦稱單元化或階梯式訓練。

係指把某一職類所包含的全部技能知識，經過分析和整理後，將相

互有關聯幸而又能自成一體的一群技能知識歸納為一個單元，稱為

一個「模距」（module）。每一組模距包含若干技能知識，但在訓練、

考核及實用上，又可獨立，必要時，若干組模距連結或合併起來，

又可成為一個大模距。 

                                                 

24 陳聰勝(1998)，各國職業訓練制度，台北：五南圖書，，p.12-13；詹火生（2003），職業訓練

與就業服務，台北蘆洲：空大，p.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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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職業訓練制度之型態及規劃 

一、 職業訓練制度之類型 

根據 Vladimir Gasskov 所著之「職業訓練制度之管理」(Manag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一書中，將職業訓練制度之樣態分為職業教育 (vocational 

education)、勞動市場訓練 (labor market training)、以及企業訓練 (enterprise 

training)25，而職業教育制度因有其特定目標，與勞動市場及企業訓練制度著重

在工作相關之技能有極大的差異。 

傳統上職業教育體系的組織架構分為三層，如下圖 2-2-226： 

(一) 管理及監督層級：管理層級包含在教育部或勞動部或其他部會之職業教

育/訓練部門。而國家的監督體制（例如就業及訓練委員會、就業及訓練

局）通常包含政府及社會夥伴的團體代表。 

(二) 技術指導及支援層級：此層級的技術支援功能主要包含技能標準及全國

（或行業別）證照之發展、課程及教材發展、技能檢定及發證、訓練師

之發展、職業指導、以及職業教育及訓練之研究與發展。技術支援層級

所服務的對象為職業教育部門，以及職業教育及訓練的提供者。此層級

或許是獨立於行政體系之外但受政府監督，又或者是行政體系內的部門

                                                 

25 職業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制度，基於學術目的，提供長期性技術及科技課程，一般而言，

這些課程多在職業科技學校、學院及大學中開設。高等教育機構也會規劃有關科技及工程提

昇的計畫，而職業教育制度通常由教育部來管理。許多國家的普通教育學校中，提供給青年

人低技術或入門的職業課程。勞動市場訓練(labor market training)體系則提供廣泛的職業相

關課程，有青年短期入門計畫，針對失業者提供短期及長期產業化課程，及在職者的進階課

程。在勞動市場訓練中的重要主體，主要是隸屬於勞動部或是國家勞動市場當局特別成立的

國立就業機關，這些機關擁有廣大下屬單位及訓練中心等網絡，並與地方就業局共同合作。

企業訓練(enterprise training)包括訓練的提供以及員工訓練的補助，不論是志願性或規定。詳

參 Gasskov, Vladimir (2000), “Manag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A handbook for senior 
administr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p19. 

26  Gasskov, Vladimir (2000), “Manag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A handbook for senior 
administr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p72。 



知識經濟對職業訓練制度之挑戰及其因應 

 - 21 -

之一。 

(三) 提供職業教育及訓練層級。 

 

圖 2-2-2：職業教育體系 
資料來源：Gasskov, Vladimir (2000), Manag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A handbook 

for senior administr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p.73. 

 

而就勞動市場訓練的組織結構則可區分為政府機關設立直接管理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勞動市場訓練機構 (labour market training 

agencies)、仲介（承包）訓練機構(intermediary management bodies)、以及勞

雇團體自行設立(workers’ and employers’ organizations)四種。其中政府機關

設立的型態又可區分為以下三種27： 

                                                 

27  Gasskov, Vladimir (2000), “Manag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A handbook for senior 
administr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p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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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政府部門直接管理之訓練 (Direct administration of training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有些國家之勞動市場訓練中心係隸屬於勞動

部或地方政府，其職員及預算編列均來自於政府部門，藉由成立全國性、

區域性及地方性的訓練委員會，彼此分擔部分經費以及專業技術之責

任。相較於其他行政組織而言，這些分層化的架構多數係提供評鑑及諮

詢等機制。 

(二) 協調政府各部會之訓練活動(Coordinating the training operations of 

various government ministries)：大部分的國家其訓練活動分散於政府各

部會機構（如勞動部、教育部、產業部、以及青少年及體育部等），這使

得國家訓練活動間之協調更加複雜。由於各部會間之訓練活動其經費來

源不同，加上各部會傾向成立專屬之訓練機構、技術設備、甚至提供不

同行業之職業資格，在許多國家可以看見政府各部會間為爭取預算編列

而相互競爭。另一個問題則是，各部會所提供相似之訓練計劃，導致國

家訓練資源的配置重複，形成浪費。因此，與其限制各部會參與訓練之

數量，另一個解決方式即在這些部會之中，指定具有領導及協調各部會

訓練活動能力之部會，由該部會統籌所有由政府補助訓練計劃之技術內

容及經費標準。 

(三) 計畫方案型組織架構(Programme-based organization structures)：政府

不直接干預勞動市場的訓練活動，其角色扮演主要在於制訂法規，並監

督基金配置之運作。中央政府採取這種放任方式，試圖補充並鼓勵地方

政府參與訓練，並設法消除在提供訓練上的區域性差異。此類活動以國

家訓練計畫呈現，並因應特定法制規範以及具有時效之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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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勞動市場訓練機構，有些是與地方主管機關協調訓練之活動，並設

立結合就業及訓練之機構，又或者就業及訓練是兩個獨立運作之機構28。這

類訓練機構有些是受政府指導並編列預算資助，有些則是自由市場之下的法

人組織29。而仲介（承包）機構則是與政府簽訂契約管理全國性的訓練，其

本身並不具有訓練機構，反而是承包政府的訓練方案給市場中提供訓練之機

構30。 

當公共職業訓練機構無法提供足夠的訓練容量，且所提供之訓練品質無

法滿足企業所需之時，企業遂有可能自行辦理訓練。企業自行設立之訓練組

織型態有兩種：一為產業自設之訓練機構(industry training agencies)，一為全

國/行業別/地區層級之產業組織(national/sectoral/regional industry bodies)31。

產業自設之訓練機構提供大多數受僱者之訓練，其訓練何種技能以及該技能

如何認證均不受國家法律限制，尤其自行成立之訓練機構決定。儘管如此，

私部門自設之訓練機構仍無法取代公共訓練機構，因其無法使多數之青少年

及失業者獲益。 

 

二、 職業訓練制度之規劃 

                                                 

28 例如丹麥及法國。丹麥中央政府制訂政策、資助並監督這些訓練機構，而這些訓練機構進一

步分權化其訓練活動至其他地區及當地分支機構，在同一機構底下，勞動市場訓練及就業功

能的整合，致使協調有較佳運作之可能性。而法國的勞動部角色為指導地方政府訓練活動及

資助所有、或部分地方政府的訓練活動，其各自獨立之就業及訓練機構，分別受地方政府或

勞動部的地方分支機構所監督。Gasskov, Vladimir (2000), “Manag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A handbook for senior administr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p101、103. 

29  Gasskov, Vladimir (2000), “Manag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A handbook for senior 
administr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p105. 

30  Gasskov, Vladimir (2000), “Manag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A handbook for senior 
administr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p106. 

31  Gasskov, Vladimir (2000), “Manag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A handbook for senior 
administr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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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規劃訓練方案之常見類型有32：1.由勞動市場訓練中心及普通學校實

施之青少年短期訓練課程；2.由企業實施與行職業相關之「三明治」訓練課程

或學徒訓練之青少年長期訓練課程；3.由企業或個人自費，提供受僱者之長短

期進修訓練課程；4.失業者長短期之再訓練計劃；以及 5.職業學校之訓練。

Gasskov(2000)更進一步將訓練規劃之模式分為以下三種： 

(一) 個別需求導向之規劃(Planning driven by individual demand)： 

個別需求導向之規劃是最簡單且成本最低的一種規劃方式，可以施行在

無訓練經費籌措問題嚴重、政策規劃基於「越多訓練機構參與越好」、以及

著重在培養基礎技能之國家。此規劃模式在國家政策認為青少年有自由選擇

本身想獲得技能之權利最富盛行。然而個別需求之規劃，其前提是認為個人

訓練之選擇係考慮過勞動市場資訊，並進而採取個人想要習得的真正所需之

技能。然而這也是有可能讓個人習得與市場需求不符之技能。由於已開發國

家之勞動市場已經高度彈性化，個人可以使自己適應市場，並且大部分的勞

動者均具有職業資格。再者這些國家視職前訓練為青少年廣泛社會化(broad 

socialization)33的途徑之一，而非只為迎合市場需求之方式，因此其政府並不

關心大部分大學畢業生很少使用已經習得的技能。 

(二) 市場需求導向之規劃(Planning based on market signals)： 

市場需求導向之規劃，旨在因應短期技能的需求，因此所規劃出來的訓

練課程必須能夠符合市場上對於技能的需求。 

事實上同一技能經由私營機構、企業或者是藉由函授課程所習得的管

                                                 

32  Gasskov, Vladimir (2000), “Manag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A handbook for senior 
administr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p128-129. 

33 社會化過程可以區分為 Broad Socialization 和 Narrow Socialization 兩種，前者鼓勵獨立自主、

自我表達；後者則導向遵守規範、統一價值。 



知識經濟對職業訓練制度之挑戰及其因應 

 - 25 -

道，大都不易指出政府的行動必須符合市場需求之訓練。然而這些可供選擇

的訓練途徑，卻增加了勞動及訓練市場的彈性，也可能比公共體系更快速地

反應市場需求。惟需要注意的是，企業所提供之職缺訊息，有可能並非出於

市場上缺乏技術勞動者之訊息，而是因為薪資低廉之關係。若職缺訊息導因

於薪水過低，則市場導向之訓練規劃會使情況更加嚴重，因為將有更多具備

同樣技能之勞動者同時競爭薪資低廉之工作。 

(三) 策略性之國家規劃(Strategic national planning)： 

策略性規劃旨在試圖預測未來國家經濟、教育、法律、人口、政策、社

會文化的發展與趨勢，並且基於長期的考量，評估未來的訓練需求以設定長

期目標以及活動。國家職業教育及訓練制度之策略性規劃如圖 2-2-3 所示，

為規劃未來的政策活動，應當探討人口、社經、產業、職業教育及訓練之需

求等趨勢，以及這些趨勢對於職業教育及訓練制度之任務所帶來的影響。並

且以此來檢視是否應修正職業教育及訓練制度之任務。然而由於職業教育及

訓練的需求通常超過公共服務所能提供的範圍，因此必須設定優先順序。事

實上，訓練制度的優先順序應視為國家人力資源發展計畫的一部份，並且盡

可能對於國家經濟發展優先有所貢獻。接著再根據這些計畫來評估產業、學

生以及弱勢團體的訓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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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環境
•訓練容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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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檢視
VET制度之任務說明

分析趨勢並預測
下列團體未來

VET服務之需求：
•青少年

•產業部門
•弱勢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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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列VET制度之預算：

•外部環境
•訓練容量

•營運及產出
•行政及財政

公共VET服務
未來需求

之優先順序

重複檢視
VET制度之任務說明

分析趨勢並預測
下列團體未來

VET服務之需求：
•青少年

•產業部門
•弱勢團體

 

圖 2-2-3：國家職業教育及訓練制度之策略性規劃圖 
資料來源：Gasskov (2000), p.151. 

 

肆、 與積極勞動市場政策之關係 

依照國際勞工組織（ILO）的定義，所謂「積極勞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ALMP）係指：政府為達成公平與效率之目標，有目的性地選

擇介入勞動市場的措施，包括提供工作機會，提升勞動市場中弱勢團體的就業

能力等34。積極勞動市場政策自 1980 年代開始逐漸成為歐美工業先進國用以解

決失業問題對策的主軸，其政策內容基本上是整體就業政策的一部份，主要係

藉由創造就業機會，提供職業訓練與就業服務，協助失業者重返勞動市場。 

以長期發展觀之，ALMP 其實有悠久歷史，且歷經一些轉變。在 1930 年

代世界經濟大蕭條時，美國羅斯福總統所推行的「新政」計畫便已有「工作創

                                                 

34 李健鴻(2003)，積極勞動市場政策的發展與趨勢，《就業安全半年刊》，第 2 卷第 1 期，

http://www.evta.gov.tw/book/safe/halfyear03/003.htm，瀏覽日期：200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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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架構及概念。到了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戰爭所造成的傷亡，以及戰後

重建的工作，為提供大量的技術性勞動力，歐洲於是展開大規模且有計畫的訓

練方案，促使半技術或低技術的失業者提升為有技術性的勞動力。1960 年代瑞

典等 OECD 國家始將 ALMP 視為整體社經政策的一部份，並有效整合這兩項

政策用以促進勞動市場內職業的流動。1973 年起，OECD 制定一套促進就業相

關的政策35，而這套政策架構可說是 OECD 將 1970 年代前各國所施行過的

ALMP 加以整合，也成為往後 ALMP 的基本架構。直到 1990 年代以降，ALMP

的功能轉變為減緩特別是長期失業的現象，即便如此，從各國對於 ALMP 佔

GDP 的比例來看36，各國投入 ALMP 的經費有增無減，且朝向以「微觀調節」

的多重方案（包括訓練方案、就業服務方案及就業補助方案等）取代過去「宏

觀調控」的單一計畫。 

相較 OECD 國家甚至與鄰近的日本、韓國，我國投入建構社會安全網的資

源，除提供失業給付之外，在 ALMP 的支出相對減少許多。以政府在職業訓練

的支出佔 GDP 的比例為例，韓國在 2001 年是 0.08%，而我國即使將政府為鼓

勵企業進行人才培訓所減免的租稅金額記入，也只佔 GDP 的 0.04%。37 

一般來說，ALMP 可針對不同政策目標發揮下列五種功能38： 

1. 藉由提供公共工作與薪資補貼來緩和經濟不景氣對就業市場的衝擊； 

                                                 

35 李健鴻(2003)，積極勞動市場政策的發展與趨勢，《就業安全半年刊》，第 2 卷第 1 期，

http://www.evta.gov.tw/book/safe/halfyear03/003.htm，瀏覽日期：2003/10/27。 
36 1985 年，德、法、荷、西班牙各國，其 ALMP 經費佔 GDP 比例多在 0.8%以下，直到 1997

年，已升高至 1.3%~1.5%，瑞典更高達 2.1%。李健鴻(2003)，積極勞動市場政策的發展與趨

勢，《就業安全半年刊》，第 2 卷第 1 期，http://www.evta.gov.tw/book/safe/halfyear03/003.htm，

瀏覽日期：2003/10/27。 
37 辛炳隆(2003)，積極性勞動市場政策的意涵與實施經驗，《就業安全半年刊》，第 2 卷第 1 期，

http://www.evta.gov.tw/book/safe/halfyear03/002.htm. ，瀏覽日期：92 年 10 月 27 日。 
38 辛炳隆(2003)，積極性勞動市場政策的意涵與實施經驗，《就業安全半年刊》，第 2 卷第 1 期，

http://www.evta.gov.tw/book/safe/halfyear03/002.htm. ，瀏覽日期：92 年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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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藉由職業訓練、尋職津貼與搬遷津貼來解決產業或區域結構之勞動供需

失衡問題； 

3. 藉由一般性就業服務與提供新近就業市場者職業訓練，改善勞動市場的

功能； 

4. 藉由各種職業訓練機制來加強勞工的技能與生產力； 

5. 藉由就業諮商、職業訓練與薪資補貼來協助弱勢團體的就業。 

除上述不同措施間的搭配外，ALMP 與其他消極性措施，如失業給付、失

業救助或其他社會救助措施之間也有所整合，其中整合度最高的當屬美國的工

作福利（Workfare）制度。而英國首相布萊爾提倡的新協定計畫(New Deal)，

以及北歐國家近幾年開始要求領取失業給付與失業救助者必須提供勞務等

等，其間的共同點便是，從過去消極的避免失業者所得中斷，導入積極的強調

失業者的個人責任。然而大多數歐洲國家雖也逐漸將勞動者工作意願高低列入

是否發給失業給付或社會救助津貼的審核標準，除失業給付為強制規定外，社

會救助津貼仍視為公民應有的社會權，不敢以工作意願不足為由而剝奪公民此

項權利。 

此外，國際勞工組織（ILO）為修訂 1975 年第 150 號之人力資源發展建議

書，於 2003 年第 91 屆國勞大會中所討論《知識社會中的學習與訓練》（Learning 

and training for work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的報告中，亦提出 ALMP 若單獨

而不與其他相關政策措施一併實施，其成效將大打折扣。若能結合工作經驗的

訓練計畫、符合特定對象的個別需求之訓練計畫、以發展一般及可攜式的技能

訓練為重、將訓練作為反貧窮的部分對策等等，ALMP 方能發揮其效益。 

由此可見，積極勞動市場政策係欲透過職業訓練，促使個人提升在勞動市

場的競爭力，並配合其他產業或總體經濟政策，破除職業隔離的狀況，創造新

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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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職業訓練制度之評鑑機制 

訓練效果在技能上的評估，通常是考慮四個因素39：1.效率（effeciency）操

作上的精確性和時間性；2.信度（reliability）操作上在不同時間的穩定性；3.效

度（validity）操作在不同環境上的穩定性；4.持久性（durability）技能保持長久

的穩定性。而評估職業訓練制度之成效有一些可供參考之指標。40例如：受訓之

後的就業率；訓練資格、訓練容量、及其他所有訓練容量比較之下，能容納受訓

者的百分比；每一張職業教育及訓練證書之市場價值；以及私部門和社會投資訓

練的報酬率等等。此外，評估職業訓練制度的成效另一個方式為做比較。例如比

較現在和過去職業訓練的結果，或者對於提供相同訓練計劃的公、私部門，比較

其訓練成果等等。然而仍需要政府確保整體的訓練指導，應由中央層級決定特別

是有關標準的設定以及宏觀的訓練策略。 

過去備受推崇且有國際認證標準的品質管理系統，是由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所發展之 ISO9000 系列標準。

ISO9000 系列標準是規範品質管理系統的最基本要求，並不限定於特定產業，各

行各業均可導入施行。當時全球有超過 20 萬個組織在公、私部門的製造業及服

務業係導入 ISO9000 系列標準，而除了企業與公共行政體系之外，各式各樣的

教育及訓練機構也開始施行。41不論是製造業或者是提供訓練的服務，ISO9000

對於訓練制度有兩項意涵42：一為訓練提供者應該特別注重他們所提供的訓練品

質，並且保證可以達到技能培訓的標準；另一個則是因為工作環境中所預期的高

品質工作表現，則訓練計劃的品質同樣備受期待。有些機構甚至正試圖證明他們

                                                 

39 洪榮昭（1991），人力資源發展，台北：師大書苑，p.75-76。 
40  Gasskov, Vladimir (2000), “Manag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A handbook for senior 

administrator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p61-62。 
41 ILO (1999), “Employabil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 how training matters”, in World Employment 

Report 1998-99 (Geneva), p.101. 
42 ILO (1999), “Employabil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 how training matters”, in World Employment 

Report 1998-99 (Geneva), 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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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練品質已經獲得如國際標準組織所制訂的標準認證。 

然而 ISO9000 系統卻有他備受爭議的地方，例如太過製造業導向，而就訓

練品質的控管時，無法對訓練有整體的規劃。也就是說，雖然對於訓練提供者或

課程設計者提出品質控管的要求，但是從調查訓練需求到最後的成效評估，這整

體的訓練流程卻沒有強力串聯。於是 1999 年國際標準組織頒佈了一套針對組織

中的人力資源訓練進行規範的 ISO10015 品質管理—訓練指南。 

國際標準組織於 1999 年 12 月所頒佈的 ISO10015 品質管理-訓練指南係 ISO

系列之國際標準中，唯一對組織中的人力資源訓練進行規範的標準，其目標在檢

視如何藉由訓練，以利於組織願景及營運計畫目標。 

黃世忠認為43：對任何產業而言， ISO10015 標準均可成為該產業的訓練指

導原則，對組織而言，可藉 ISO10015 標準所提供的模式與規範，結合組織本身

的營運特點及現狀，以發展出專業知識、技能的標準操作品質管控流程。而該標

準所要求組織採取的三步驟為：1.以訓練改善品質－分析組織經營計畫及需求；

2.分析組織績效落差之因－培訓需求之因；3.訓練循環流程。其中訓練循環流程

之作用在於協助組織藉著培訓輸入輸出四因子：1.分析與確認訓練需求；2.設計

與規劃訓練；3.提供訓練；4.評估訓練結果等的循環回饋，復透過監督機制，以

改善訓練的過程與內容，達到組織績效提升的目標。其流程如圖 2-2-4。 

                                                 

43 黃世忠（2004），國際標準組織（ISO10015），就業安全半年刊，第 3 卷第 2 期，p.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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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培訓輸入輸出流程圖 

資料來源：黃世忠（2004），p.28。 

此外，在鼓勵企業為員工技能的開發進行投資、建立組織人員核心能力的培

養，謝杏慧認為英國人才資本投資驗證制度（Investors In People, IIP），確實有助

於英國以全國性的驗證架構來推行人力發展，並改善英國的經濟狀況。44IIP 制

度係由英國政府自 1990 年起開始致力推動。其發起單位是由英國 IIP 公司在英

國教育及技職部的充分授權與支持下而運作之組織。IIP 驗證制度主要係開發員

工的知識、技能以符合企業組織目標需求的一項工具，企業如能通過 IIP 標準，

即證明該企業的人才資本的發展具備高品質的信用保證。IIP 驗證的標準有 4 項

原則及 12 項指標，茲以下列圖 2-2-5 及表 2-2-5 顯示。 

                                                 

44 謝杏慧（2004），淺論英國人才資本投資驗證制度（IIP），《就業安全半年刊》，第 3 卷第 2 期，

p.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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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IIP 四原則 
資料來源：謝杏慧（2004），p.33 

 

 

表 2-2-5：IIP 四原則及十二項指標 

原則 指標 

承諾原則 1. 企業承諾支援人力發展； 

2. 員工被鼓勵改善自己及其他人的工作表現； 

3. 員工相信他們對公司的貢獻能被賞識； 

4. 企業承諾能保證人力發展機會的公平性。 

計畫原則 5. 企業已擬定一套大家都能充分了解的方案； 

6. 人力發展能依據公司所預期的目標原則； 

7. 員工清楚如何貢獻自己去達成公司共同的目標。 

行動原則 8. 經理人實際支援人力發展； 

9. 員工有效率的學習與發展。 

評估原則 10. 人力發展改善組織、團隊及個人的表現； 

11. 員工了解人力發展在改善組織、團隊及個人的表現有產生影響； 

12. 整個組織在發展人力計畫上，表現漸入佳境。 

資料來源：截自謝杏慧(2004)，p.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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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知識經濟時代下職業訓練的重要發展 

歐洲各國政府曾熱烈討論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與社會不平等(social 

inequality)的現象。如果一國大部分的人民長期處於被社會排斥或邊緣化的情

況，則一國的經濟便很難長期發展成功。而社會不平等將造成貧窮、教育機會受

限以及人民的失業。因此，社會排斥與不平等的狀況不僅浪費個人的技能，並且

會加重整體社會成本的負擔。 

歐盟國家領袖在 2001 年 3 月 23 日至 24 日於瑞典首都斯德哥爾摩高峰會議

中，歐盟執委會針對具體落實勞動政策方面，提出在勞動技能方面建立新的職業

認證制度，共設定三個目標：一是加強勞動力就職所必要之技能訓練；二是促進

勞動力之終身學習；三是提供教育訓練體系有利之環境。45  

以下分別就教育與訓練的投資、發展核心技能與使用 ICT 的技能、個人技

術能力的認證、終身學習文化以及促進訓練的社會對話機制等方面來探討職業訓

練在知識經濟時代底下的國內外發展趨勢。 

壹、教育與訓練的投資 

教育和訓練，由提供個人技能及知識，幫助個人脫離貧窮，並提高他們的生

產力。世界銀行指出，基礎教育對於成長和發展具有最大的貢獻，一個受有 4

年教育的農夫比從未受過教育的農夫更有生產力46。李遠哲說：教育與訓練的不

同點在於教育教導一個人學習思考，想辦法解決人類從未解決過的問題，而不是

解決別人已經解決過的事；訓練則是教導人重複別人已經會的事情。雖然教育與

                                                 

45 林建山(2001)，施政再造以強化職訓再就業效果—歐洲勞動市場政策開放對我國之啟示，《就

業與訓練》第 5 期，p.27。 
46 ILO (2002), Learning and training for work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Report IV(1),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91st Session, 2003, Geneva,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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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有所不同，但在社會面臨改變時它們會趨近於相同，因為知識與技術的發展

有助於國家、企業及勞動者利用新的機會，增加它們的就業能力、生產力及稅收

的能力。人力培訓是提升知識資本的有效方式，知識經濟時代所需之人力資源應

具有專業知識，綜合不同領域知識之能力及解決問題能力之知識工作者，而教育

與訓練則提供管道以提升此技能。47 

Bob Garvey 等48表示，為了能趕上知識發展變遷的速度，高度投資在研發（R 

& D）與人力資源發展的長程規劃是勢在必行。Hiromitsu Muta49曾經提到增加勞

動需求與均衡勞動力的品質。前者如刺激私部門增加勞動需求、改善農業生產力

（引進新技術）、勞力的輸出、為有經驗的勞動者創造工作機會等。後者如： 

1. 改善職業教育的教材、教具。政府協助學校發展企業所需技術的工具。 

2. 發展企業所需的短期訓練課程，使勞動者得以適應快速變遷的技術。 

3. 仰賴私部門運作訓練中心與學校，促進公私部門的合作。 

4. 更多的工作崗位上訓練。 

5. 加強訓練師的訓練以及進修。 

政府的區域性政策促成了如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美國的矽谷以及今日的歐

洲聯盟等等。不管是國家之間的內部合作（如歐盟），或是單一國家對其教育與

訓練所談論到的稅、投資及各項優惠利率等，有關國民的健康、福利與教育等各

項公共政策係長期影響一國勞動力的品質與數量。50 

                                                 

47 戴佳坦(2003)，啟動勞動力升級策略，《就業安全半年刊》，2003 年 7 月號。 
48 Bob Garvey / Bill Williamson (2002), Beyond Knowledge Management – Dialogue, creativity and 

the corporate curriculum, Harlow, Essex, England : Financial Times Prentice Hall, p.15. 
49 Hiromitsu Muta (2003), Integrated Analysis of Mismatches in Labor Market in Asia, Mmismatch in 

the labor market – Asian experience, Japan Tokyo :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p.70~71. 
50 Bob Garvey / Bill Williamson (2002), Beyond Knowledge Management – Dialogue, creativity and 

the corporate curriculum, Harlow, Essex, England : Financial Times Prentice Hall,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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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公共政策在 1974 年經濟蕭條後，一直設法提出多項改革方案，其中

由在職訓練與職業保障讓勞動市場保持彈性，對已工作者進行職業訓練與專業認

證的級數檢定51。而 2003 年 9 月，法國內社會夥伴之間簽署了一個終身學習與

職業訓練的新協議52，這個協議終結了長達三年的協商，勞資團體自此共同分擔

訓練的責任並發展多元的技術。 

在 1992 年，芬蘭部分失業的工程師、建築師、經濟學家以及後來加入的商

人、技術者及財務人員等共同組織一個地方貿易聯盟，開始推行為期兩年的「領

航者計畫」（pilot project），主要目標之一即為提供職業訓練53。 

在更早時期，1987 年比利時的法語社群成立職業訓練公司（Entreprises 

d’apprentissage profeesionel, EAP），且在後來成為在職訓練公司（Entreprise de 

formation par le Travail, EFT），現在比利時法語區有 60 個 EFT，在任何時刻提供

超過 1000 個訓練據點，且每年由超過 2000 個年輕、沒有資格、有社會問題經驗

的受訓者申請參加職業訓練54。 

貳、發展核心技能與使用 ICT 的技能 

在職業生涯中，個人將轉換 4 到 7 個工作，誰是最具彈性、迅速且獨立的學

                                                 

51 「社會經濟與第三部門之關係—永續與合作」座談會(2001)，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行政院

勞工委員會、歐洲聯盟研究協會所主辦，p.35~36。 
52 該協議主要內容有：勞工至少有一年的技能評估，證明其確實有這項技能的經驗或是登記在

就業護照（employment passport）；個人享有一年接受 20 個訓練小時的權利；所有勞工將有個

人訓練計畫的資格，分別為與工作直接相關的訓練、提升因應技能變遷的訓練、以及發展新技

能的訓練；利用其訓練假，人人皆可自行選擇訓練課程；將各種契約型式(包含每週一天的在

職訓練制度)整合成單一職業化契約，如重回職場的女性以及身心障礙者也適用該契約；企業

增加訓練金提撥率以訓練其員工等等。New vocational training accord, Europ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Review, p.21, November, 2003. 

53 「社會經濟與第三部門之關係—永續與合作」座談會(2001)，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行政院

勞工委員會、歐洲聯盟研究協會所主辦，p.34。 
54 「社會經濟與第三部門之關係—永續與合作」座談會(2001)，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行政院

勞工委員會、歐洲聯盟研究協會所主辦，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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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誰將在知識經濟時代中佔有最大優勢55。因此，在決定個人獲得工作、維

持就業，以及在勞動市場流動上，技能變得越來越重要。當然職業上的技能

（occupational skills）其重要性不容抹滅，但是若能具備其他種類的技能（泛指

核心或主要技能），對於勞動者的受僱能力（employability）將更有幫助56。 

國際勞工組織在 2002 年所發表的《知識社會中為工作學習與訓練白皮書》

中指出，所謂的核心技能包括團隊工作、解決問題、資訊和通信技術、溝通和語

文的能力、學習如何去學的能力、以及保護自己和同事免於職業災害和職業病的

能力。同年歐盟執委會所發表的《歐洲終身學習品質指標報告書》中指出57，關

鍵能力包括以下主要範圍：1.算術與識字能力；2.數學、科學與科技的基本能力；

3.外語；4.資訊與通訊科技能力以及利用科技；5.學習如何學習能力；6.社會能力；

7.創業家精神；8.大眾文化。由此可知，在知識經濟社會中，除了基礎教育與讀

寫算能力的訓練之外，核心技能（如溝通、解決問題能力等）的培養也是不可或

缺。當一個人有廣泛的教育和訓練的基礎，以及上述的核心技能時，將越容易進

入勞動市場。 

美國商務部將融合技術與服務，或協助工程、科學、技術推動之服務定義為

「知識型服務業」（Knowledge-based service industries），如金融服務、教育服務、

商業服務等等，其從業人員除需專業知識、技能外，還需具有溝通協調、問題解

決、忍受挫折、團隊合作及資源整合的能力58。此外，為配合產業發展，或思考

如何調整訓練課程，以培養業界所需人才，並兼顧特定對象的轉業訓練，亦有所

謂職能（Competency）觀點的產生。美國管理協會（American Management 

                                                 

55 Francisca Sanchez (2003), skills for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LEADERSHIP. 
56 ILO (2004), Lifelong learning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Background report for the Tripartite Regional 

Meeting, Bangkok, 8-10 December 2003, Geneva, p.9. 
57 吳明烈(2004），終身學習-理念與實踐，台北：五南。 
58 黃孟儒(2004)，以核心職能思考訓練課程，《就業安全半年刊》，2004 年 7 月，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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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Hayes 會長和 Mcber 顧問公司指出：為了產生卓越的工作績效，職

能應該要超越「有能力執行」的簡單層次，再整合人際技巧、知識、自我概念、

特質與動機，這種更高層次的整合概念，涵蓋多元的構面而非侷限於個人所擁有

的知識技巧59。 

而我國職業訓練局與教育部及德國經濟辦事處所合作的台德菁英計畫，除了

培育技術生的專業技能外，德國工商總會也指出，另應培育包括：個人能力（如

彈性、創造力、責任、耐心）；社會能力（如團隊合作、適應力、調解衝突）；認

知能力（判斷力、邏輯思考、解決問題能力）60。 

我國行政院於民國 90 年提出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

中探知我國將發展傳統產業高附加價值化、強化資訊與英語的應用、提升創意產

業的發展、加強產業間的整合與重點產業的培植、開發產業的核心技術、提升創

新研發的能力、及培育產業所需技術人才等等。這代表未來的可能與發展，非現

有能力、技術所能因應，必須多著墨「新經濟模式」的開發、實驗、轉型，例如

產業概念、區域活化、在地植根等，同時兼顧自然資本（環境、生活、品質）、

人力資本、社會資本（公民態度、團隊合作、誠信、溝通等），故能力培訓必須

改變傳統以學習新技術為主的觀念，而朝向整合性的觀點61。 

此外，21 世紀的人們必須能處理持續不斷增加且大量的新資訊。正因資訊

成倍數增加，人們必須學會如何搜尋、使用、評估、創造並革新資訊及知識，且

兼具數位讀寫能力；而語言能力之所以重要，係因多元化的社會中需有多種語言

及文化的技能，若能具備三種以上的語言能力，將能更廣泛閱讀日新月異的新資

訊；社會中若有不同科技領域的高技術勞動者，國家方能在全球市場中具有競爭

                                                 

59 黃孟儒(2004)，以核心職能思考訓練課程，《就業安全半年刊》，2004 年 7 月，p.34。 
60 黃孟儒(2004)，以核心職能思考訓練課程，《就業安全半年刊》，2004 年 7 月，p.36。 
61 黃孟儒(2004)，以核心職能思考訓練課程，《就業安全半年刊》，2004 年 7 月，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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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由於社會不平等（貧富不均）及自然資源並非用之不盡，故需全民共同積極

參與並擁有如團隊（社區、社會）合作的能力及溝通62。因此，除了個人的技術

能力之外，亦需培養個人成為獨立的學習者，可以獨立思考、冒險、應用知識，

且能夠反映學習，指出如何使下次做得更好的方法。 

參、個人技術能力的認證 

傳統上國家職業資格認證機制（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s, NQF），

用以做為指引個人訓練及職業選擇的依據，或企業與就業服務機構作為媒合技術

供給與需求的標準。 

例如英國1989年採行的國家職業資格認證（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NVQs），原則上該制度對於各種學習途徑，包含工作經驗及工作場所中的學習等

皆持開放態度，主要是針對所習得的技能加以認證，並有效地結合工作場所訓練

的評估，作為企業用人依據，並確立每一職業資格養成訓練計畫的標準63。又如

美國的典型技能檢定制度，係由美國的管理協會發展，採自我管理、以勞動市場

需求為主的技能檢定，工會有積極參與的傾向，而國家技能標準委員會(NSSB)

則藉由「自願夥伴」（voluntary partnerships）聯絡網—企業、工會、勞動者、教

育、社區及公民團體的聯盟，試圖發展國家的制度，由這些夥伴制訂技能標準和

各企業評估技能檢定的方法64。 

然而，有越來越多的人是透過工作場所、ICT 的使用以及網際網路來學習，

這種非正式的學習愈發引起國際上的重視，並且發展出有如國家職業資格的認證

機制—過往資歷認可(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RPL)，使個人能強化學習的動

                                                 

62 Francisca Sanchez (2003), skills for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LEADERSHIP. 
63 ILO (2002), Learning and training for work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Report IV(1),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91st Session, 2003, Geneva, p.72. 
64 ILO (2002), Learning and training for work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Report IV(1),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91st Session, 2003, Geneva,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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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進而重回正規教育及訓練體制，促使個人有深入學習的機會以因應這多變的

知識社會65。與過往資歷認可（RPL）相同詞彙的尚有個人學習審核（Prior Learning  

Assessment）、評估個人學習（Assessment of prior learning）、既有能力的認證

（Recognition of Current Competency）以及非正規學習的認證（Validation of 

non-formal Learning）。 

RPL 可以單獨或者與 NQF 一併實施。包括加拿大、澳大利亞、紐西蘭、北

歐國家以及南非等均為實施 RPL 的先驅。例如澳大利亞的森林產業工人輔導計

畫66。由於澳國維多利亞政府的政策聲明「森林是國家的未來」(Our Forest, Our 

Future)，為了讓林業勞動者的從業人數逐漸減少，於是在 2002 年開始這項林業

工人輔導計畫（The Worker Assistance Program-Forestry project）。該計畫的一項

特徵，便是認可從事林業勞動者過去從工作場所中所習得的技能，計畫的對象包

括與林業相關的勞動者，這些勞動者多半屬中高齡，且投注大部分的生命在從事

林業。透過這項計畫，輔導 500 位林業勞動者離開這個產業，其中 95%通過過往

資料認可。這群人中，有 8%繼續接受進修訓練，而 67%的人已找到新工作，其

餘的選擇退休或是因職災而正接受職災補償當中。此外，菲律賓的所實施的

ETEEAP 亦是具有認可個人從非正規的教育經驗中所習得的知識技能，並且指引

個人回到教育體制學習的一種檢定方案67。 

從上述的例子可以發現，由於在知識經濟時代逐漸以人的知識技能為重心，

而在評估個人的知識技能時，已經不單純僅就個人從主流教育中所習得的知識技

能。所講究的不是這項知識技能從哪裡習得，而是這項知識技能能否被社會大眾

                                                 

65 ILO (2004), Lifelong learning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Background report for the Tripartite Regional  
Meeting, Bangkok, 8-10 December 2003, Geneva, p.41~42. 

66 ILO (2004), Lifelong learning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Background report for the Tripartite Regional  
Meeting, Bangkok, 8-10 December 2003, Geneva, p.43~44. 

67 ILO (2004), Lifelong learning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Background report for the Tripartite Regional  
Meeting, Bangkok, 8-10 December 2003, Geneva,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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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進而促使勞動者能憑藉這項技能在各產業中通行無阻。 

肆、終身學習文化 

在知識社會中，新學習文化的塑造與發展，日益受到各國的重視，而這種新

學習文化的發展，則與終身學習文化息息相關。新學習文化的塑造與學習社會的

發展，兩者關係密切。學習社會首重學習文化，透過政策架構與目標、經費優先

支持、多元與彈性的教育結構、服務與機會以發展學習文化。組織與個人同為重

要，必須益加突顯學習如何學習的重要性。68自 1970 年代之後，聯合國教科文

組 織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ECD）、歐洲聯盟 (European Union, EU)以及國際勞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持續性的倡導與推動，使得終身學習在

1990 年代之後明顯成為各國教育發展與革新的重要指導原則與方向。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是最早致力於全球終身學習發展的機構，其在 1985 年首

度提出學習權係解決人類問題及人類未來發展的必要條件，以及 1972 年與 1996

年所出版的《學會發展》（Learning to be）及《學習：內在的寶藏》(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報告書中，分別提出終身學習即促進人人不斷進行有意義的學習

並持續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進而提出了學習與人相處、學會追求知識、學會做

事與學會發展的教育四大支柱。69而 OECD 繼 1973 年發表《回流教育：終身學

習策略》(Recurrent Education: A Strategy for Lifelong Learning)以及 1996 年《全民

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的這兩份報告書，不僅開始重視教育以循

環的方式在個人的生命全期中與工作、休閒、退休及其他活動輪替發生，更在

                                                 

68 UNESCO (2001:27)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轉引自吳明烈(2003)，新學習文化的塑造與發展：終

身學習取向，《教育研究集刊 49(4)》，p.127-152。 
69 吳明烈(2004)，終身學習-理念與實踐，台北：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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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年代中期之後，所持續倡導的知識經濟、知識管理與學習經濟等理念及實

務，均融入了終身學習的觀點且與終身學習的發展密切關聯，進而提升了人類處

於知識經濟時代中的終身學習意識。70至於 EU 在 1990 年代所發表的三份與終身

學習發展有關係的白皮書中，以 1995 年的《教與學：邁向學習社會》（Teaching 

and Learning: Towards the Learning Society）與終身學習最密切相關；而其餘在 21

世紀所提出的《終身學習備忘錄》、《歐洲各國終身學習實踐行動》、《實現終身學

習的歐洲》、以及《歐洲終身學習品質指標報告書》等在在顯示出 EU 對於終身

學習政策的問題形成、制訂與執行及成效評估，均重視整體性與持續性且緊密相

連，並且也提供了實踐終身學習的最佳參考指標。71 

ILO 在 1970 年代所提倡的帶薪教育假（paid educational leave）制度，將帶

薪教育假視為一種社會權利與人權，可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並協助個人適應社會變

遷，而我國於 2002 年 6 月 20 日所公佈實施的終身學習法中也提到：「各級政府

為鼓勵國民參與終身學習活動，應積極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度。」因應終身學習

訓練的實踐工具，除了 ILO 提倡的帶薪教育訓練假之外，ILO 在 2002 年所發表

的《知識社會中的工作學習與訓練》(Learning and training for work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報告中以終身學習觀點，為確保職業訓練有穩定且足夠的資

金，各國所提出的誘因尚有訓練捐、訓練基金、個人學習帳戶等等工具。 

誠如本章第一節所提到知識經濟時代所講求的是速度與創新，正因為知識與

技能快速的變遷，人人必須透過持續性的學習以更新或提升既有的知識與技能。

                                                 

70 OECD(2000a;2001a)，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Learning Society. Paris: author; Cities and 
Regions in the New Learning Economy. Paris: author. 轉引自吳明烈(2004)，終身學習-理念與實

踐，台北：五南。 
71 European Commission(2000; 2001a; 2001b; 2002), A Memorandum on Lifelong Learning. Brussels: 

author; National Actions to Implement Lifelong Learning in Europe. Brussels: author; Making 
European Area of Lifelong Learning A Reality. Brussels: author; European Report on Quality 
Indicators of Lifelong Learning. Brussels: author. 轉引自自吳明烈(2004)，終身學習-理念與實

踐，台北：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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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識經濟時代下，政府要保障勞動者的權利，應從強調個人競爭力著手，提供

個人終身學習的機會，讓他（她）們具有在不同地區、不同行職業間自由移動的

權利與能力。72基此，勞動者要能自由進出勞動市場，要能夠達到長期就業穩定，

勞動者本身必須養成終身學習的觀念，而職業訓練所面臨的便是如何擴大終身學

習機會以及訓練資金的來源。因此，職業訓練所扮演的不單只是純粹地發展勞動

者技能以及補救勞動者的技術，包括訓練崗位的訊息提供、透明化，讓勞動者能

清楚瞭解所需的訓練應至那一訓練崗位方能有所媒合亦為同等重要。 

例如在國外觀光自助旅行時，即便是臨時到某一國家但尚未決定如何解決住

的問題時，只要到機場的資訊服務台（INFORMATION SERVICE）洽詢，就可

以清楚瞭解鎖定的目標：包括旅館的等級、設備、價格等等，符合旅行者需求的

旅館在哪一個區域，而無須大海撈針地到處尋找哪家有空房間但還不見得能住的

旅館。相對於訓練崗位的服務，假如勞動者提出本身的訓練需求，馬上就可以透

過這個類似資料採礦的資訊整合系統得知，訓練的等級、設備、職類合乎勞動者

需求的訓練崗位分別是在何處。然而目前我國因應知識經濟所做的職業訓練，多

半只是開設課程，尚無將訓練需求與訓練職類、辦理訓練成效卓著的機構等等一

併整合的資訊系統，由於訓練崗位訊息的渾沌，因此造成許多勞動者在面臨選擇

合乎本身訓練需求的訓練機構時，看到琳瑯滿目的訓練課程卻往往有無所適從的

困境。 

正因為知識經濟時代所講求的是速度，勞動者既有的知識與技能會因技術的

變遷而不敷時代所需，若勞動者本身不能迅速地找到符合自己訓練需求的訓練崗

位，更遑論勞動者在終身學習文化下可以隨時隨地提昇或更新本身的知識與技

能。若要實現全民終身學習，則國家必須徹底改革職業教育與訓練制度。73針對

                                                 

72 李誠等(2001)，「知識經濟時代勞工政策的思維」，知識經濟的迷思與省思，台北：天下遠見。

P.1~18。 
73 IFP/Skills Policy Challenges,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employment/skills/policy.htm，瀏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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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輕人應該將工作場所中的學習整合至教育體制中。訓練制度必須更彈性且能持

續性地因應技術的快速變遷。改革也應著重在如何幫助學習，而非只專注在特殊

職類的訓練。若要急速改革並使增加投資付諸實際，則現今社會夥伴將有迫切需

求密集討論訓練政策與技術發展。 

伍、促進訓練的社會對話機制 

在知識經濟時代的社會中，需要多元且持續性的學習途徑以促進個人的受僱

能力、企業競爭力、並維持國家穩定的成長。74基此，迫使訓練機構必須以集體

合作的方式來因應技術的快速變遷。故訓練機構可以是含括所有社會夥伴的三邊

關係，或廠場層級的雙邊關係，又或者是包含市民社會的多邊關係。而政府需創

造一良善的政策環境以發展公私部門的訓練機構，其特徵為社會夥伴的機制，並

在訓練機構的管理上有使各團體共同參與的途徑，以及建立公私部門的訓練機構

需有學習與參與的文化。 

在大多數國家，職業訓練已成為社會夥伴及其政府之間一個主要的議題，並

且成為國家主要政策。例如西班牙在全國性團體協商成的團體協約中所訂定的職

業訓練政策，進一步在 1992 年達成勞資政三方的協議，此協議遂成為全國終身

學習與訓練制度的國家政策。75 

有時基於國家傳統的政治文化也會影響社會對話的發展。例如丹麥，該國係

一社會對話機制高度發展的國家，故國家的職業訓練制度亦深受其影響。傳統的

三方合作機制與持續性的職業訓練（Continuing Vocational Training, CVT）以及

勞動市場訓練制度(AMU)，這三者促使丹麥職業訓練的責任係由社會夥伴共同承

                                                                                                                                            

2005/11/20。 
74 Mitchell A.G. (1998), Strategic trai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enterprises, ILO, 

Geneva. 
75 ILO (2002), Learning and training for work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Report IV(1),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91st Session, 2003, Geneva,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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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國家從主導角色轉為創造一良善訓練環境予社會夥伴積極參與並投資。丹麥

係透過集體協商要求提供訓練者必須促進勞動力質的發展，而近年來更將持續性

職業訓練列為集體協商的議題。76 

在國勞組織下設的技能、知識及受僱能力焦點計畫(InFocus Programme on 

Skills, Knowledge and Employability)中提到77，政府不再是教育與訓練上單獨的聲

音，而更成功的訓練制度必須仰賴強大的社會對話過程。因為在知識經濟時代，

知識技能是企業經營的資源之一，但卻是勞動者終身賴以維生的工具。企業是用

人的單位，基於訓練人才的需求，需要有優質技術能力的人才來提升其生產力與

競爭力，而勞動者基於生涯發展所需要能夠長期穩定就業。此時社會對話提供了

一個管道，使勞資雙方因勞動條件與就業型態的改變所造成的差異，可以預先並

圓融地處理，而為了讓企業的訓練需求與勞動者職業生涯媒合，政府必須有能力

傾聽並建立這兩者之間的對話機制。 

                                                 

76 K. Olesen (1997), Denmark: The role of social partners, ILO, Geneva.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employment/skills/traning/publ/denmark.htm，瀏覽日期：

2005/12/20。 
77 IFP/Skills Policy Challenges,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employment/skills/policy.htm. 瀏覽日期：

2005/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