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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公共財貨供給服務的角度，探討中共自 2003 年所開展的農民工

培訓轉移就業工作所採行的機制，藉此觀察農民工培訓推行的成效以及第三

部門與政府、市場三方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指出當前農民工的培訓供給服務，呈現出多樣化的形式，包括政

府服務、政府補助、契約承包、憑券制度、自由市場以及志願服務等。政府

藉由民營化手段的協調機制，與市場和第三部門建立了協力合作關係。政

府、市場及第三部門對於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各具優勢，但亦存在不可避免

的內在限制與外在約束。 

第三部門社會公益組織所提供的志願服務，與政府服務和自由市場的形

式呈現出明顯區隔，對於政府和市場培訓服務上的不足，居中扮演補充與調

和的功能。但民間社團在政府招標、補貼上僅聊備一格，未能受到合理的賦

權。民營化為公私部門互動搭起平台，但三方間迄未能建立合理的互動關

係，亟待三方調整心態與立場，利用民營化契機於合作中實現互動，從而促

進三方建立合理的協調合作關係。 

關鍵詞：第三部門、三方合作、公私夥伴關係、民營化、跨部門治理 

* * * 

壹、前 言 

                                               

∗  本文曾獲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之補助，團隊研究計畫名稱為「中國新農村建設的新途徑──

人力資源的發展與轉化」，本文初稱以「中國大陸農民工培訓：公共財貨供給的角度分析」為題，於

2006 年 12 月 7 日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之「新世紀中國農村建設座談會之一：

61-93 從台灣經驗的角度論之」研討會。感謝陳小紅教授、范錦明教授及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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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中共對農民工群體的政策從消極被動的漠視、抑制到有序

管理、積極引導，歷經了多次政策轉圜。2000 年以來中共對農民工問題轉趨正面支

持，2003 年起更進而確立了加強培訓促進就業的勞務輸出政策，藉以加速農村勞動力

轉移並統籌解決城鄉問題，為此中共開始倡導並全面推動農民工培訓工作。 

面對大規模的農民工培訓需求，官方培訓規劃的總體指導思想除了以政府統籌

外，並特別提出開放合作、引入競爭激勵手段、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以及創新培訓模式

的策略。此種有別於傳統上，國家為公共財貨供給服務的單一投入主體，打破壟斷引

入市場競爭機制的新思維，對於公部門以外農民工培訓的生產與安排者，究竟可能產

生何種影響？尤其是在強調充分利用包括營利與非營利機構等社會資源的前提下，對

於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中共在政府、市場和社會間建立了何種協調機制，以追求有

效提供服務並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在此機制下，民間社團扮演了何種角色？

與政府、市場間產生了何種互動關係？對民間社團的發展有何意涵？對於這些問題的

探討，有助於吾人觀察農民工培訓制度推行的成效、政府在公共管理領域的角色，以

及釐清第三部門與政府、市場三方間的互動關係。 

為探討上述問題，本研究從公共財貨供給的角度、詮釋第三部門的理論以及公私

部門互動關係的相關理論中進行理論和實證的對話論證。內文的安排分為五部分，依

序如下：一、公共財貨供給、第三部門與公私協力互動關係；二、農民工培訓就業與

新農村建設；三、官方對於農民工培訓之規劃與實踐；四、公部門之外的培訓方案與

實際運作；五、農民工培訓供給形式與公私伙伴協調機制；六、第三部門在農民工培

訓供給服務中的角色。 

貳、公共財貨供給、第三部門與公私協力互動

關係 

依據公共財理論，社會財貨按照其收益與消費所具備的排他性和競爭性兩項屬性

特徵的程度，大致可區分為公共財貨（不具排他性與競爭性）、純私人財貨（具排他性

與競爭性）以及介乎上述兩者間準公共財貨和準私人財貨。就公共財貨供給與服務體

系而言，包括了三個基本參與主體，分別為生產者（ the service producer）、消費者

（the service consumer）和連接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安排者或提供者（the service arranger 

or provider）。有別於私人財貨供給體系中僅存在著前兩類主體，安排者是公共財貨供

給中的獨特主體。服務提供或安排與服務生產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區別，此種區別正是

民營化概念的核心，也是界定政府角色的基礎泝。 

傳統上公共財貨由於不具排他性及競爭性的特質，其生產和供給因而大多由政府

承擔，並成為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然而 1980 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對傳統行政理論進

                                               

註 泝 Emanuel S. Savas,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New York, NY: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pp.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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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省思，並興起席捲全球的行政改革浪潮。有別於傳統行政理論認為政府居社會管理

功能唯一權力核心，此一場新公共管理運動，主張分散政府過度集中的權力，強調引

入多元競爭的市場機制以轉變政府之管理職能。在此新思維下，政府在公共財貨供給

和服務體制中的角色，乃由划槳者轉換為掌舵者。政府藉由管理、外包、民營化等途

徑，與市場以及包括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社區組織、公民自治組織等第三部

門，共同承擔提供公共財貨和服務的責任。質言之，此種由政府向民間轉移，結合科

層、市場（bureaucracy and market）與志願服務（volunteer）不同制度的優勢，相輔相

成以促進公共財貨有效供給的理念，究其內涵實蘊含了民營化的核心概念沴。 

民營化大師薩瓦斯（E. S. Savas）對民營化的界定是「減少對政府的依賴，增加民

間機構的作用，以滿足公眾的需求」沊。基於服務提供與生產之間的區別，薩氏除將財

貨供給和服務的制度安排，依公部門與私部門區分為四種基本類型外，並根據安排

者、生產者和消費者間的動態關係，將此四類型細分為十種具體形式（參見表一），分

別包括以政府為生產者的政府服務沝、政府間協議沀和政府出售泞等形式，以及由私部

門擔任生產者形式的（1）契約承包：由政府扮演安排者，出資向包括市場和第三部門

的生產者購買服務；（2）特許經營：政府扮演安排者，在排他性的特許安排下，消費

者向生產者支付費用；（3）政府補助：政府以資金、免稅或其他稅收優惠、低息貸

款、貸款擔保等方式對營利或非營利的民間生產者予以補貼，政府和消費者是共同的

安排者；（4）憑券制度（vouchers）：針對特定之物品以及對特定消費者群體，實施直

接或間接的補貼，使消費者在市場上自由選擇受補貼的財貨；（5）自由市場：此種市

場制度的形式是服務安排最普遍的形式之一；（6）志願服務：第三部門志願團體扮演

服務安排者的角色，由志願團體直接生產或透過雇用和付費予私人企業提供人們所需

的服務，以及（7）自我服務：以自助方式供應所需的物品泀。 

表一 公共服務提供的制度安排（Arrangements for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安排者（Arranger） 生產者 

（producer） 
公部門 私部門 

公部門 

（public） 

政府服務（government service） 

政府間協議（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s）
政府出售（government vending） 

私部門 

（private） 

契約承包（contracts） 

特許經營（franchises） 

政府補助（grants） 

自由市場（free market） 

志願服務（voluntary service） 

自我服務（self-service） 

憑券制度（vouchers） 

資料來源：Emanuel S. Savas,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 66.  

                                               

註 沴 Emanuel S. Savas（薩瓦斯）、周志忍等譯，民營化與公私部門的伙伴關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02），頁 2。 

註 沊 Emanuel S. Savas,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 3~4. 

註 沝 由政府雇員提供服務，政府同時扮演服務安排者和服務生產者的角色。 

註 沀 政府藉由雇用或付費給其他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務。 

註 泞 人們從政府機構購買物品和服務，例如向政府購買礦產的使用權等。 

註 泀 Emanuel S. Savas,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 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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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瓦斯進一步化約民營化的概念，認為是從以往政府扮演生產者角色的安排，轉

變為由私部門擔任生產者的安排。此種轉化形式包括從政府服務轉變為契約承包、政

府補助、憑券制度、特許經營、志願服務或自由市場之安排洰。換言之，民營化意味著

以政府高度介入為特徵的某種制度安排，向較少政府介入的另一種制度安排的轉變。

從政策角度觀之，最重要的民營安排方式包括自由市場、特許經營、契約承包、憑券

制度和志願服務泍。對於如何在政府、市場和社會間建立有效提供財貨、實現公共利益

為目標的協調機制，薩瓦斯主張透過上述多種形式的財貨與服務的提供機制，並配合

以多樣化（multiple arrangements）、混和式安排（hybrid arrangements）和局部安排

（partial arrangements）等多種安排方式，是有效提供財貨與服務的可行途徑泇。 

一般而言，在選擇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方面，考量的因素包括了服務的具體性

（specificity of service）、生產者的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producers）、效率和效益、服

務規模（scale of service）、收益和成本的關聯度（relating benefits and costs）、對消費

者的回應性（responsiveness to consumers），以及可能招致的詐欺行為（susceptibility of 

fraud）等沰。觀諸上述政府管理引入多元治理的新公共治理理論，以及政府開發利用

市場和第三部門之價值，包括各自獨具的成本、技術和競爭等優勢，以有效提供和提

升公共財貨品質與服務的民營化內涵，無疑提供了第三部門發展的契機。 

關於詮釋第三部門的產生及其角色之相關理論中，對第三部門與公共財貨提供和

服務間的關連性均有深刻的論證。其中，從經濟學觀點的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理

論或契約失靈（contract failure）理論而言，前者認為第三部門可彌補市場因公共財貨

的特性及產生「搭便車」問題（the free rider problem）所造成公共財貨提供的失靈；

後者則認為公共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間，因資訊或權利不對稱，造成消費者無法監督

契約履行的缺失，而非營利組織利潤不分配（non-distribution constraint）的特性，則

確保了對消費者提供較高品質與效率的公共財貨泹。 

除了上述從公共財貨的角度，詮釋第三部門存在的適當性，美國學者薩拉蒙（L. 

                                               

註 洰 Ibid., p. 104. 

註 泍 Ibid., p. 107. 

註 泇 Emanuel S. Savas,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 90~91. 

註 沰 服務的安排方式是否容易招致腐敗詐欺行為而造成服務成本的提高，例如承包、特許權的授予、補助

的支付和憑券制度等，皆容易受到各種詐欺行為的侵擾。Emanuel S. Savas,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 93~100. 

註 泹 Burton A. Weisbrod, “Toward a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a Three Sector Economy”, in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An Economic Analysis（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c1977）, pp. 51~70; 

Burton A. Weisbrod,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 as Providers of Collective Goods, in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An Economic Analysis, pp. 1~9; H. Hansmann, “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 Yale 

Law Journal, vol. 89, no. 5, 1980, pp. 835~901; H. Hansmann, “Economic Theori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W. W. Powell ed.,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9; L. M. Salamon, “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 The Scope and Theory of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W. W. Powell ed.,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 book, pp. 

99~117; L. M. Salamon, America Nonprofit Sector: A Primer（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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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alamon）則從政治學的觀點提出志願失靈理論（voluntary failure）。薩氏對於傳統

非營利組織理論將非營利組織視為次要地位提出批判，他強調針對市場失靈現象所造

成的問題，非營利組織具有及時回應並提供服務的能力，非營利部門因而在提供集體

性財貨與服務方面是一種優先的機制（preferred mechanism）。至於政府機構的角色，

只在非營利組織回應過程中，發生志願失靈情況下泏，居中扮演補充、後援第二線的角

色。同時，政府應提供資源，並職司監督指導，與第三部門間制度互補，形成協調合

作關係，薩拉蒙因而提出「第三者政府」（third-party government）理論。 

「第三者政府」理論的觀點認為，政府在輸送公共服務方面，有賴於較具效率與

彈性的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非營利組織除能有效撙節政府支出外，亦有助於提升政

府部門的行政績效。此種透過第三者政府，以增進政府提供福利服務的角色與功能之

運作方式，一方面可回應人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透過代理人

（government by proxy ）來運作，亦可避免政府恣意擴張其權力泩。薩拉蒙並進一步

指出政府部門可運用諸如贈與、補助、外包、特許經營、憑券制度等多種技術，透過

第三者政府來輸送公共服務與實現公共目的泑。 

儘管第三者政府理論與公共財貨理論對於政府與第三部門的角色定位有所歧異，

但英國學者穆樂敦和安海爾（Moulton & Anheir）則認為此兩種理論，皆重視政府與第

三部門間的相互依賴（mutual dependence）關係，強調此種關係是政府與第三部門建

立協力關係（coordination）之基石。而彼此間的協力關係，正是解決當前現代化國家

社會經濟問題的最佳方式炔。此外，一些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觀察與分析政府與非營利

組織間之互動關係炘。國內學者江明修從公共服務、公共政策和財務法規等實務領域的

觀察，認為雙方間的關係因政府對非營利組織資源開放、信賴程度、政治體制，以及

                                               

註 泏 所謂志願失靈包括以下四種可能情況：公益的不足、公益的特殊性、公益的父權性以及公益的業餘

性，參見鄭讚源，「台灣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一個策略定位的觀點」，吳英

明、林德昌主編，非政府組織（台北：商鼎文化，2000 年），頁 106~109。 

註 泩 L. M. Salamon, “Of Market Failure, Voluntary Failure, and Third-Party Government: Toward a Theory of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Voluntary Action Research, vol. 

16, no. 1/2（Spring 1987）, pp. 29~49; 江明修主編，第三部門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台北：智勝文化，

1999 年），頁 161~162；M. Lipsky, S.R. Smith,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 and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4, no. 4（Winter 1989-90）, pp. 625~648; 江明修、鄭勝分，

「全球治理與非營利組織」，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

學院，2003 年 3 月 28 日），頁 21~42。劉麗雯，非營利組織：協調合作的社會福利服務（台北：雙葉

書廊，2004 年），頁 94~113。 

註 泑 L. M. Salamon, Beyond Privatization: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Action（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1990）, p. 225. 

註 炔 江明修、鄭勝分，「非營利管理之協力關係」，江明修主編，非營利管理（台北：智勝文化，2002

年），頁 93~95。 

註 炘 例如學者那哈姆（Najam）提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互動關係的 4C 模式，分別為合作、對抗、互補和收

編模式，參見 Adil Najam, “The Four-C’s of Third-Government Relations,” 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San Francisco, CA）, vol. 10, no. 4（Summer 2000）, pp. 383~392。吉爾登（B.Girdon）等人

將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間關係區分政府主導模式、雙元模式、合作模式以及非營利組織主導 4 種模式。

參見 B.Girdon, R.M. Kramer and L.M.Salamon, Government and the Third Sector: Emerging Relationships 

in Welfare States（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2）, p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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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規範等的不同，大抵呈現出分裂和整合型關係、對立式和參與式關係，以及國家

控制和自我控制等型態炅。 

20 世紀末以來，隨著非營利組織的角色日益凸顯，不僅形成當代社會中政府、企

業和非政府組織三大部門彼此分立又相互依賴、影響的現象，同時也挑戰了傳統「統

治」的概念。一種強調上下互動、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係、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

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過程，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理論從而

興起炓。「治理」更明確地強調政府、企業與第三部門的合作，質言之，治理是政府與

非政府部門所形成的互動網絡，治理的運作呈現多元關係的連結網絡，而非傳統之管

制性功能炆。衍自於「治理」概念的啟發，「跨部門治理」乃成為當前詮釋政府、企業

與第三部門互動關係的重要概念。有別於傳統僅由任一部門獨大，跨部門治理聚焦於

部門間水平與垂直的網絡關係，強調以各種部門間的合作與競爭為基礎，並輔以課責

（accountability），進一步建構為跨部門治理的雛形炄。就此而言，國家、市場和第三

部門可以形成一個相互補充、相互制衡、相互促進的一種治理體系。 

叁、農民工培訓就業與新農村建設 

一、農民工流動與障礙 

農民工是中國經濟轉型背景下所出現的特殊社會群體。據中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的調查，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的規模約為 1.2 億，其中進城農民工約為 1 億，跨省流

動就業的農民工約為 6000 萬人炑。依據發展經濟學家的理論，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到

一定階段，在工業化發展加速的轉型過程中，必然出現人口從農村流入城市的現象。

就中國大陸而言，一方面是人口龐大的開發中國家，另一方面自改革開放以來，邁入

工業化和市場化雙重轉型的社會發展階段，農村剩餘勞動力無可避免的出現向城市流

動的現象。然而有別於一般的開發中國家，大陸由於特殊的社會經濟背景，主要是受

到傳統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之影響，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急遽變

遷、多種體制包括人口管理、勞動用工制度、所有制等結構的快速變遷背景下，乃導

致農村勞動力出現向城市大規模外移的現象。 

大抵而言，農民工的屬性包括：農民工年齡以青壯年勞動力為主，性別結構以男

性居多。以 2004 年為例，農民工平均年齡為 29 歲，其中 30 歲以內者，佔比重 61%，

男性占比重 66%。教育結構以初中以下學歷居多。農民工的收入，基本上與其教育程

                                               

註 炅 江明修主編，第三部門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頁 148~153。 

註 炓 參見 World Bank,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2）, p. 3. 

註 炆 江明修、鄭勝分，前引文，頁 21~42。 

註 炄 許展維，「我國文化藝術團體對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評估」，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硏究所碩士論文

（2006 年），頁 28。 

註 炑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調研組，「當前農民工流動就業數量、結構與特點」，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

農民工調研報告（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 年），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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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密切相關。城市農民工多半從事一般體力的勞動，行業的構成，主要以製造業、建

築業和批發零售餐飲服務業為主炖。（參見表二） 

理論上，具二元經濟結構特徵的社會，傳統農業部門剩餘勞動力將持續向工業部

門轉移，直到農業部門剩餘勞動力完全消失為止。同時在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工業轉移

的過程中，除了有利於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外，農業部門也將逐漸擺脫剩餘勞動力的

負擔，掙脫貧窮，經濟得以開始真正成長炂。以中國大陸農村而言，一方面由於改革開

放前的歷史因素，存在著大量的隱蔽性剩餘勞動力。依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資料，

2003 年農業勞動力 3.13 億，其中約一半為就業不充分的剩餘勞動力。另方面，農村勞

動力快速成長，形成龐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規模，加遽剩餘勞動力移轉的壓力。依據

中共勞動部估算，每年新產生農業剩餘勞力近 600 萬，農業勞動力轉移問題極為突出

炚。 

表二 2004 年農民工主要從事行業及比重 

行業別 占總行業比重% 

採礦業 1.8 

製造業 30.3 

建築業 22.9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3.4 

批發零售業 4.6 

住宿餐飲業 6.7 

服務業 10.4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調研組，引自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頁 104。（註：本表僅就主要行業統計，未包含全部行業，

比重加總不等於 100） 

自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流動以來，農民外出務工的勞務報酬，已成為農民增收的

主要途徑，且比重逐年上升。在一些中西部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如四川、安徽和江西

等，農民外出打工收入，已相當或超過這些省全省財政收入炃。大量農民出外務工，使

農村剩餘勞動力變成了人力資本財富。因此，經濟較不發達的內陸省區，大都以引導

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做為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然而中國城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在農村仍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下，農村

                                               

註 炖 同前註，頁 71。 

註 炂 參見 W. Arthur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vol. 22（May 1954）, pp. 139~191; 蘇雪串、馮薇，發展經濟學（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年），頁 53~59。 

註 炚 農業部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村就業結構變遷問題研究課題組，「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村就業

結構變遷問題研究」，陳曉華、張紅宇主編，建立農村勞動力平等就業制度（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

版社，2005 年），頁 105。 

註 炃 金偉飛，「放心不下農民工─談如何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中國保險（北京），第 5 期（2004 年

5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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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並未如同經濟學經典理論所預期得到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反而日益拉大。究其緣

由，農村勞動力流動存在著諸多障礙是其關鍵因素之一。這些障礙包括戶籍制度、中

央到地方的行政性歧視、勞動力跨企業所有制流動的限制、失業保險制度、醫療保險

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等宏觀制度的障礙，以及農民個人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等

微觀層面的障礙。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工就業培訓的迫切性 

農民流動到城市就業，受到自身人力、體力和社會資源稟賦的限制，大都從事體

力勞動和技術簡單的服務性工作，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已與當地居民形成雙元勞動力市

場的區隔，並處於弱勢地位。依據 2000 年中共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農民工在第

二產業從業人員中佔 58%，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佔 52%。第二產業中，農民工佔加

工製造業從業人員比重達 68%，在建築業從業人員中佔 80%。由此可見，農民工已成

為城市產業工人的主體牪。 

從農民工的整體素質而言，農民工普遍素質較低，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由於中國農

村勞動力素質不高。以 2003 年為例，農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僅為 7.6 年，比鄉鎮居

民低 3 年。依據調查統計，流動就業之農民工文化程度，以 2001 年為例，初中及以下

文化程度占比重 8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重 15%。農民工在技能培訓方面，

2001 年接受過技能培訓的占 17%，未接受過任何培訓者占八成以上狖。2004 年外出就

業的 1.2 億農村勞動力中，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統計，接受過培訓者僅佔 28%狋

（參見表三）。再就農民工占 80%的建築行業人力素質來觀察，2004 年農民工中，90%

僅具初中以下的教育程度，全大陸經職業技能鑑定獲資格證書者占比重 8.8%，其中農

民工具技師資格者僅佔 1.3%（參見表四）。整體言之，大多數農民工未具專業技能，

缺乏職業培訓經歷。 

近年，深圳、上海、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均逐步制訂行業從業人員素質證照資格需

求的法規狘。此種新的勞動就業要求，形成農民工就業的門檻。缺乏就業技能的進城務

工農民，不僅綜合素質和技能水平亟待提高，同時就業難度亦日趨升高，相應造成農

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阻力。 

2000 年以來，三農問題受到了北京當局的高度重視。2006 年中共提出了建設新農

村發展規劃，作為具體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觀諸新農村建設有關解決三農問題的核

心──農民收入問題，其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尤為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根本。質言

之，中共認為促進農民工群體的轉移就業不僅攸關農業弱質、農村落後、農民弱勢的

問題，同時也關係著中國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問題的根本改變和

扭轉，進而影響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進程。然而令中共當局憂心的

                                               

註 牪 總報告起草組，「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頁 7。 

註 狖 同前註，頁 145。 

註 狋 同前註，頁 146。 

註 狘 「農民工市場出現三個新態勢」，農家顧問（湖北），第 1期（2004 年 1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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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方面農村勞動力轉移壓力大，另方面轉移卻又面臨重重障礙。為緩解此一困

境，中共乃試圖以提高農民工素質和就業能力為手段，減少勞動力轉移的障礙，推動

農村「勞務輸出」政策，藉此達到合理引導安排農民工向非農和城鎮轉移的目標。因

此如何加強農民工輸出地對進城務工前的農民施以職業技能培訓工作，根據勞動力市

場需求，針對性地傳授專業技能、培訓出符合市場需求、具職業技能，適應現代城市

生活的進城務工人員，以及輸入地如何協助在職農民工培訓，以加強其轉移就業的能

力等問題，乃成為攸關當前農民工問題解套的核心關鍵之一。 

以下兩小節將分別就中國大陸公私部門針對農民工培訓之供給，包括所推動和提

供之相關專案及項目，做一概括性的探索與描繪，俾利於後文中對培訓形式、技術手

段以及協調公私部門間合作的機制進行分析。 

表三 2001-2004 年農民工就業文化程度及培訓概況表 

單位：% 

年份 
按文化程度劃分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文盲、半文盲 1.7 1.8 1.9 2.0 

小學 17.9 17.1 16.7 16.4 

初中 65.7 65.9 66.3 65.5 

高中 10.9 11.3 10.8 11.5 

中專及以上 3.8 4.0 4.3 4.6 

按技能程度劃分  

曾接受過培訓 16.8 17.5 20.7 28.2 

未接受過培訓 83.2 82.5 79.3 71.8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農調隊歷年調查數據，引自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頁 84。 

表四 2004 年建築行業勞動力人數及素質 

全國 農民工（佔全國比例） 

從業人數 

4000萬 3200萬（80%） 

技師 1% 經職業技能鑑定 

獲資格證書 

人數及比例 

353萬 

（8.8%） 
高級技師 0.3% 

教
育

技
能

概
況

 

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比例 90% 

資料來源：「農業部」調研組，引自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頁 168。 

肆、官方對於農民工培訓之規劃與實踐 

2002 年，中共農業部基於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統籌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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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建立城鄉平等就業制度的需要，在全大陸選擇 6 個縣（市）試點，對農村勞

動力轉移就業培訓的投入、內容、機制和方式開展先導性的探索狉。在此基礎上，翌年

中共中央先後制訂包括農業部等 6 部門聯合頒布制訂的「2003－2010 年全國農民工培

訓規劃」、「陽光工程培訓項目」、「國務院扶貧辦公室勞動力轉移培訓」、教育部制定實

施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計畫」，以及勞動保障部制定實施的「星火職業技能遠端培

訓項目」等多項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培訓項目，在全大陸範圍內推動。各培訓計畫的

具體內容與概況如下： 

一、「2003-2010 年農民工培訓規劃」狜 

該計畫係由中共農業部、勞動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設部以及財政部等 6

部門，針對農民工培訓所聯合制訂出之規劃方案與具體部署，亦為官方推動農民工培

訓的指導性綱領。依據該項規劃，首先確立了政府公共財政扶持政策，明確中央、地

方各級財政在財政支出中，安排專項經費並規定專款專用，以扶持農民工培訓工作。

其次，界定了農民工培訓的兩種內容：「引導性培訓」和「崗位培訓」，其中並以就業

為取向的崗位培訓為重點。前者旨在提高農民工的素質，提供農民進城務工必要的服

務和幫助，以減少轉移的阻力；「崗位培訓」則是針對性的以提高農民工就業工作能力

和就業競爭能力為目標的職業技能培訓。再就培訓性質而言，此項規劃將培訓分為正

規的職業學校教育以及短期實用技能培訓。依據該項計畫，預期在 2003~2005 年間的

第一階段，開展「引導型培訓」1000 萬人，職業技能培訓 500 萬人；2006~2010 年間

的第二階段，達成引導型培訓 2000 萬人，開展技能培訓 3000 萬人的目標。此項規劃

亦明確提出培訓的機制與方式，主要係以政府統籌領導、行業組織，整合資源，以現

有教育培訓機構為主，各類教育培訓機構和用人單位為基礎開展培訓工作。此外，運

用競爭與激勵手段，透過招標、補貼和培訓券等方式，優化配置培訓資源，創新機

制。 

二、「陽光工程」培訓專案狒 

此項始於 2004 年的培訓項目，開啟了中共中央實質推動農村「勞務輸出」的政

策。該項工程目標任務分為三階段，2004~2005 年的第一階段，重點支持糧食主產

區、勞動力主要輸出地區、貧困地區和革命老區開展短期職業技能培訓，探索培訓工

作機制，先行奠定大規模開展培訓的基礎。培訓人數目標設定為農村勞動力 500 萬

人，年培訓 250 萬人。第二階段 2006~2010 年間，在全大陸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

訓，建立健全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機制，加大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力度，預期培訓農

                                               

註 狉 陳曉華、張紅宇，建立農村勞動力平等就業制度，序言。 

註 狜 「2003-2010 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10/08/content_ 

1112778.htm。 

註 狒 「陽光工程簡介」 ，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網， http://www.nmpx.gov.cn/yangguanggongcheng/ 

gongchengjieshao/t20040331_163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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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勞動力 3000 萬人，年培訓 600 萬人。2010 年以後的第三階段，按照城鄉經濟社會

協調發展的要求，把農村勞動力培訓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擴大培訓規模，提高培訓層

次。 

「陽光工程」按照「政府推動、學校主辦、部門監管、農民受益」的原則、採用

「公開招標培訓基地、財政資金直補農民、培訓保證農民就業」的機制，推動培訓工

作的規範落實。2004 年 5 月，中共為配合培訓計畫補貼政策的實施，發出了「農村勞

動力轉移培訓財政補貼資金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確立培訓補貼資金由地方財政

和中央財政共同承擔，以地方財政為主。中央財政根據全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

工程辦公室確定各省示範性培訓任務，平均每期每人按 100 元的標準補貼。陽光工程

在培訓時間上，以短期的職業技能培訓為主；在專業設置上，以當前勞動力需求量較

大的製造、建築、餐飲、酒店、家政服務等行業為重點；在培訓模式上，採用包括

「校企聯合」、「校校聯合」、「校鄉聯合」形式的訂單培訓模式為主。由培訓單位憑用

人單位的用人需求訂單，向政府申請培訓任務，對農民進行招生，有組織的將培訓學

員送到用人單位。 

目前，該專案已在 1200 多個縣實施。2004 至 2005 年兩年間，共培訓農村勞動力

530 萬人，轉移就業 460 萬人，轉移就業率達到 85%以上，帶動各地開展農村勞動力

轉移培訓 1000多萬人狔，陽光工程已成為目前最具影響力的行動計畫。 

三、「國務院扶貧辦公室」勞動力轉移培訓項目狚 

2004 年，「國務院扶貧辦公室」在中共全面推動農民工培訓勞務輸出的總體政策

方向下，結合扶貧措施與政府農民工培訓政策，制定了「2005 年至 2010 年的全國貧

困地區勞動力轉移培訓規劃」（國開發「2004」57 號），目標在五年內對於貧困家庭每

家可獲一個勞動力受培訓的機會。為推動此規劃，「扶貧辦」自 2005 年開始以 10%的

財政扶貧資金運用於勞動力培訓轉移工作。 

2005 年至 2010 年的全國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培訓規劃中，「扶貧辦」制訂了培訓

示範基地管理指導意見、規劃具體培訓轉移內容、年度計畫、編寫培訓教材狌。此外，

「扶貧辦」於 2004 至 2005 年間，先後在大陸地區認定了 30 個勞動力轉移培訓示範基

地。每一基地安排資金 100 萬元，用於貧困農民轉移培訓狑。同時，各省區市分批認定

了 184 個省級示範基地，大部分扶貧工作重點縣亦確定了以縣級職業教育中心為主的

                                               

註 狔 柴海山，「關於農民工培訓的政策背景報告」，進城務工人員職業培訓專題研討會（北京：中國就業促進會

／微軟（中國）有限公司，2005 年 8 月），頁 1~7；徐谷明，「誰該為農民工的發展權『埋單』？」，中

國經濟時報，2006 年 4 月 13 日，騰訊財經網，http://finance.qq.com/a/20060412/000587_4.htm。 

註 狚 「星火職業技能遠端培訓專案管理辦法（試行）」，國家職業資格工作網，http://www.osta.org.cn/ 

upload/2005-11-28/21750/21750.doc。 

註 狌 呂焱，「反貧困與農村勞動力流動」，李真主編，流動與融合─農民工公共政策改革與服務新論集

（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頁 112~119。 

註 狑 「整村推進 45 萬個貧困村完成扶貧開發任務」，三農浙江網，http://3n.zjol.com.cn/05sn/system/2006/ 

01/05/00643/12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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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級示範基地，形成了涵蓋貧困地區的培訓網路玤。 

四、教育部制定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計畫」 

2004 年，中共教育部推出「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計畫」，此項培訓計畫將農村勞

動力轉移培訓工作區分為勞動力轉移前、後兩階段不同訴求的培訓。針對前者，教育

部積極推動各級教育行政部門配合實地需求制定農民工培訓規劃，並強調以就業為導

向開展「訂單培訓」。此外，擴大中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亦為培養農村新增勞動力向城

鎮和非農產業穩定轉移的重要途徑玡。在此政策下，農村高中教育出現組織結構的轉

變，一方面高中與職業教育合一，「教育部」頒發高中證書，「勞動部」頒職業技能證

書；另一方面，農村學校與企業合作，進行定向培訓、訂單培訓，由企業與學校成立

教學指導委員會，師資教材由委員會相互協調玭。 

至於轉移後之培訓工作，主要針對農民工外出最為聚集的東部沿海省市和大中城

市，以社區教育的形式，由教育行政部門積極組織開展農民工培訓。培訓推動的方

式，係在農民工輸入集中的大中城市 200 多個各級社區教育實驗區，開展農民工素質

培訓、職業技能培訓和學歷教育玦。 

五、勞動保障部制定實施「星火職業技能遠程培訓項目」 

本項目主要針對中西部勞動力輸出地區和東部經濟較不發達的勞動力輸出地區、

農村擬進城務工人員、城鎮化建設需要就地轉移之人員，以及返鄉創業人員所推動之

培訓專案。該項培訓計畫設置有「全國星火職業技能遠端培訓專案辦公室」以統籌推

動。在實際運作上，由專案辦公室確定各省的培訓任務，具體的專案申報和專案管理

以地方為主。「星火職業技能遠程培訓基地」亦以建立在縣級（含縣級）行政區為原

則。該項專案以 15 至 90 天之短期、定點和定向職業技能培訓為主，引導性培訓為

輔。針對市場上勞動力需求量較大的家政服務、餐飲、酒店、保健、建築，以及製造

等行業為培訓重點。勞動保障部預期從 2004 年起以 5 年時間，在主要勞動力輸出地區

逐步建立一批「星火職業技能遠端培訓基地」；預計受培訓人數達 10 萬人、培訓結業

率達 90%，培訓後就業率達 80%。玢 

伍、公部門之外的培訓方案與實際運作 

公部門之外的培訓供給，主要是指營利與非營利機構等社會主體所提供的培訓。

                                               

註 玤 劉堅，「加大貧困地區職業教育和勞動力轉移培訓力度，加快扶貧開發工作步伐」，中國教育報（北

京），2005 年 12 月 6 日，頁 2。 

註 玡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頁 154~156。 

註 玭 依據 2006 年年底作者與人民大學相關學者訪談內容。 

註 玦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頁 157~161。 

註 玢 同註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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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分別從營利性機構、企業用人單位，以及非營利組織等社會主體所提供不同之

培訓方案進行闡述： 

一、營利性培訓機構 

以市場機制運作的民辦專業培訓實體，包括較具規模的民辦學校、專業技能培訓

商業機構以及人力仲介公司等，此類機構隨著中共改革開放後市場需求而興起，並享

有一定的優惠待遇。在市場競爭機制下，這類機構培訓針對性強、採取靈活措施包括

訂單培訓，與勞動力需求廠方達成勞務用工協議，在招生條件、課程設置、教材使

用、培訓項目等配合廠家要求、與企業建立合作勞務、委託培訓關係，同時師資與課

程培訓與就業市場緊密結合等優勢，成為公辦職業教育培訓體系之外的重要補充部

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較具規模的民辦學校外，市場上大多數的培訓機構規模偏

小，培訓專業較單一，例如以電子組裝加工、電腦技能為主的職業技術訓練中心，以

護理工、家政服務和餐飲製作服務為主的服務技能訓練中心，以及結合教育培訓和勞

務中介的職業介紹訓練所等。這類偏重短期實用技術培訓的機構，能達到國家職業技

能等級標準的比例普遍偏低。此外，民辦培訓機構培訓費用偏高，對於支付能力較低

的農民工而言，無異形成另一種限制門檻。 

二、企業為主體之培訓 

有關企業為主體之培訓，一方面係源於中共「勞動法」的規定，企業用人單位對

勞動者，有進行職業培訓的法律義務，並依規定享有政策優惠玠。另方面，激發企業參

與培訓的積極性亦為當前中共推動農民工培訓的重點策略之一。因此，農民工培訓供

給上，企業亦兼具生產者與安排者的角色。 

就企業培訓的方式而言，大抵包括企業自行培訓或由企業人力資源部門將培訓委

外承包，由中介機構透過與農民工輸出地培訓單位的訂單培訓、建教合作等模式進

行。一般而言，規模、能力較大的企業較能貫徹履行農民工培訓之責。多數的中小企

業有鑑於農民工流動性大，缺乏對農民工培訓的積極性。此外，一些開展員工培訓的

企業，往往以技術管理層和核心員工培訓為主，輕忽一線農民工的繼續教育和培訓。

因此企業做為農民工培訓安排者的角色，尚有待強化。 

三、非營利性公益培訓 

早在官方正視農民工培訓問題之前，一些民間社會團體即已首開農民工培訓之先

河。溯自 1990 年代後半期至 2000 年初，社會上所興起關注農民工弱勢群體的民間組

織，如「打工妹之家」、「北京農友之家」、「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番禺打工服

                                               

註 玠 中共勞動法中，明訂開展培訓所需經費從職工培訓費中列支，職工培訓費按職工工資總額 1.5%比例提取，

計入成本在稅前列支。換言之，中共對於企業開展培訓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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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工友之家」等，先後都對農民工提供了多元的服務。其中，法律、職業安全

和健康教育等引導式的培訓，以及電腦技能、職業技能等專業技能培訓，構成了此類

團體服務的核心內涵。 

自民間社團組織對農民工率先開啟培訓項目以來，「全國總工會」（以下稱全總）、

「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稱共青團）、「全國婦女聯合會」（以下稱婦聯）等與官方關

係密切的群眾團體，亦推動了農民工相關的培訓項目。例如，曾經排拒農民工加入工

會的全總，自中共啟動農民工培訓工程後，為進一步提升農民工文化技術素質和勞動

技能，2006 年全總撥款 1000 餘萬元，在全國資助建立 31 所農民工業餘學校，目標每

所學校每年至少完成 5000 到 10000 名農民工的培訓任務玬。此外，廣東省婦聯於 2004

年開始在廣東建立「外來女工流動學校」。這些流動學校採取靈活多樣的學習方式，安

排各專業相關人士組成講師團講授法律、衛生保健、婚姻家庭等知識，提高外來女工

的法律意識以及思想道德、科學文化素質玝。 

概括社會上對農民工所提供的公益培訓中，較具特色與代表性的培訓主要有以下

模式： 

（一）「農家女學校」培訓模式瓝 

北京昌平「農家女實用技能培訓學校」首創面向農村女性青年，提供公益性短期

職業技能、非學歷之培訓。該校母機構為「農家女教育文化中心」係一集扶貧與發

展、培訓與賦權、傳媒與推廣於一體的民間組織。由於其母機構對外關係網絡綿密資

源較豐，該校在發展過程中因而獲得來自政府和社會較多的資源與支持瓨。 

該校主要針對農村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 16-20 歲之女性，提供 1-12 個月短期就業

技能培訓，培訓工作由校方自行承擔。培訓內容以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就業較實用之

技能為主，培訓費用因項目之不同分為完全免費及部分付費兩類。該校自 1998 年 10

月創辦迄至 2005年 12月，已完成 1,326名學員的免費培訓。 

農家女學校培訓模式的最大特點，在於該校的課程除了設置技能專業課程如美容

美髮、餐飲服務、計算機、縫紉及家政服務等，尚包括引導性的公共課程，主要有公

民意識與民主法制、勞動合同法、青春期健康、就業前心理準備以及自我保護等方面

內容甿。經該校培訓後之學員享有市場口碑，培訓後之就業已出現供不應求現象。 

                                               

註 玬 「工會能為農民工做些什麼?」，農民日報（北京），新華網，2006 年 9 月 15 日，http://big5.xinhuanet. 

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countryside/2006-09/15/content_5094908.htm。 

註 玝 「珠海香洲：外來女工有“家”了」，南方網，2005 年 8 月 11 日，http://www.southcn.com/news/ 

dishi/zhuhai/shizheng/200508110123.htm；高惠玲，「珠海市婦聯 2004 年工作情況和 2005 年工作重

點」，珠海婦女網，http://www.zhuhai.gov.cn/waiwang/72905330438701056/20050114/2014229.html。 

註 瓝 依據作者 2006 年年底與農家女學校的訪談內容；張莉莉，北京昌平農家女實用技能培訓學校 「農家

女助學金」培訓項目評估報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2006 年），頁 11~53。 

註 瓨 就其資金來源而言，包括了社會捐贈、自行籌款、境外機構資助以及政府的支持，其中北京市政府自

2004 年開始連續每年對農家女學校撥款 100 萬元。此外，在人力資源上，該校廣泛利用了北師大、中

華女子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以及北京理工大學等的學生社團之志工。 

註 甿 張莉莉，前引書，頁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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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富平學校」社會企業模式 

富平學校是一非營利性、以扶貧為目標的民辦家政培訓學校，主要針對農村貧困

地區 17 至 40 歲，具小學畢業以上教育水平者為培訓對象。培訓內容以培訓成本低、

投入小、見效快的家政服務培訓為主，並採取與公部門合作「民辦公助」的方式，形

成培訓、就業和權益保障一體化的農民工培訓就業模式，最終達到扶貧紓困的目標。 

富平學校在資金上係由股東出資組建，屬股份制有限責任的民辦培訓機構，然而

在實際運作上得到了公部門的有力協助。富平學校以市場化操作為導向，緊密結合培

訓與就業，在招生方面與多個輸出地如安徽、陝西等勞動力輸出的農業省區政府（扶

貧辦公室）簽定長期勞務輸出協議，雙方共同合作招生，輸出地政府負責媒合適當之

受培訓者，並為受培訓者安排提供專項培訓補貼，以支付入學前的各類費用和部分培

訓費用。 

富平學校自行承擔為期 1 個月之短期培訓工作，培訓後的就業安排，由該校與農

民工流入地政府如北京市政府民政局下屬的北京市社區服務中心合作解決就業問題，

由富平學校向用人單位收取勞務仲介和管理費用畀。目前該校已建立「服務員上崗互助

支持網絡」，除設置醫療保險基金外，並進行生活技能與人際交流的支持互動甾。富平

學校透過小額信貸方式調節培訓費用不足部分，學員培訓就職後於一定期限內清還貸

款疌。富平學校的運營收入全部用於機構自身發展及扶貧項目，股東不參與分紅疘。值

得注意的是，富平學校為培養農村骨幹力量，自 2006 年起，與農村基層民間組織舉辦

「新農村社區發展學校」。首例已於山西永濟蒲州鎮舉辦，並預計至 2008 年在全大陸

舉辦 20家新農村社區發展學校。皯 

（三）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培訓模式 

根據上海市慈善基金會 2003 年底，對來自外地農村的上海媳婦生活狀況抽樣調

查，顯示 48%處於失業狀態，近一半有迫切的就業願望，但未曾參加培訓或無經濟能

力參加培訓者分別占 6 成和 1/3。該基金會乃自 2004 年 2 月起啟動「萬名外來媳婦就

業培訓計畫」，針對 45 歲以下、暫無上海戶籍、生活困難但有就業意願和勞動能力的

「上海媳婦」為對象，培訓項目包括家政服務、美容美髮、縫紉刺繡等 19 個短期培訓

項目盳，培訓項目由基金會委託專業培訓機構開展。 

該計畫預計於 2 至 3 年時間，對 1 萬名「外來媳婦」提供免費就業培訓，以掌握

                                               

註 畀 收取一次性的仲介費用 460 元，以及每月 50 元的管理費。 

註 甾 依據作者 2006 年 10 月與該校相關人員的訪談內容。 

註 疌 零點研究諮詢集團，「進城務工人員職業培訓調研與策略報告」，2005 年進城務工人員研討會，頁

22。 

註 疘 李湘萍，「富平模式：農民工培訓的制度創新」，教育發展研究（上海），第 12 期（2005 年 12

月），頁 82~83。 

註 皯 「項目概覽」，北京富平學校網站，http://www.fdi.ngo.cn/ourwork/projects/prj_2006/nrcds/。 

註 盳 「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免費培訓萬名『外來媳婦』」，中國青年報（北京），2004 年 2 月 18 日，搜狐

財經網站，http://business.sohu.com/2004/02/18/55/article2191155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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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知識和技能，增強就業能力盱。凡參加培訓的學員在培訓前需預付 50%的培訓

費。培訓結束後，對考核鑒定合格的學員退還預收款；未參加考核鑒定或考核鑒定不

合格的學員不予退還預付款，每位學員一年可享受一次補貼培訓。截至目前為止，該

基金會累計出資 670 萬元，總計培訓人數達 9905 名，就業率達 62%。該項培訓經費來

源除了社會各界定向捐贈外，亦包括政府出資購買服務盰。 

（四）北京大學平民學校模式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基於對農民工教育培訓問題的關注，針對校內經濟能力較弱，

但具較強培訓意願的農民工提供免費的職業培訓服務，以獨創之「高校+志工」模式，

聯合學校工會，向社會招募教師和學生志工開辦「平民學校」盵。 

平民學校提供為期 4 個月之短期培訓，培訓內容包括引導式培訓以及技能培訓兩

大系列。前者如「健康向上的人生」、「職業發展觀」等，後者涵蓋日常英語會話、電

腦基礎技能課等文化技能課程矸。目前平民學校已招募三十餘名各科教師，學生志願者

亦參與學校之管理。平民學校出版定期刊物「北大平民學校簡報」以及搭建平民學校

網站，以期擴大教學效益，惠及更多校內未能接受培訓之農民工矼。平民學校模式已獲

工會之青睞，擬推廣至北京 70所高校矹。 

此外，一些關切農民的大學社團亦設置有農民工培訓項目，如北京師範大學農民

之子社團、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會等，分別舉辦涵蓋家庭教育、心理健康、衛

生保健、英語學習等之課程矻，以及深入農村，進行科技、文化扶貧，傳播科技文化知

識矺。 

（五）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矷 

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是一以社區為主之草根性民間組織。自 2000 年該組織啟動

針對在職、返鄉打工妹，以及貧困農村婦女的培訓。2003 年以來以農民工輸出前的培

訓為主，並採用參與式的培訓方式，同時著手編寫培訓教材。培訓以引導式內容為

                                               

註 盱 同前註。 

註 盰 「上海市慈善基金會第六批慈善實事項目公示」 ，中國社會福利網， 2006 年 9 月 15 日 ，

http://www.shfl.com.cn/view_article2.jsp?articleid=714。 

註 盵 「北京大學辦起『平民學校』培訓農民工」，中國農民工網，2006 年 7 月 4 日，http://cnmg.cc333. 

com/83/899027/page3.asp?webid=cc333&userid=899027&menuno=2&articleid=350。 

註 矸 北大“平民學校”實驗組，北大平民學校培訓手冊，頁 2。 

註 矼 同前註，頁 4。 

註 矹 「北大平民學校免費培訓民工」，大公網，2006 年 9 月 24 日，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 

09/24/ZM-627175.htm。 

註 矻 「北師大學生社團  7 年間持扶助農民工」，科學時報（北京），中國科學院網站 http://www.cas. 

ac.cn/html/Dir/2006/05/16/0308.htm。 

註 矺 趙翼， 「 中 國 農 業 大 學 農村發展 研 究 會簡介」 ，中國農業大學網站， 2005 年 3 月 15 日

http://www.cau.edu.cn/nyh。 

註 矷 劉一凡，「一個 NGO 在農民工培訓中的實踐嘗試」，李真主編，流動與融合─農民工公共政策改革與

服務新論集，頁 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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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包括外出前準備、求職方式、勞動權益維護、健康知識、自我發展，人際關係

等。該組織農民工培訓項目以激發農民工素質提升的觀念、參與培訓的意識，扎根於

社區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為特點祂。 

（六）微軟公司潛力無限項目（Unlimited Potential） 

一些在中國大陸境內的跨國公司，基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懷，開辦了公益性的農

民工培訓項目，其中微軟公司的「潛力無限」項目，即為箇中代表。該項目以建立在

社區的「社區技術學習中心」（community technology learning center）為基礎，為社會

弱勢者提供資訊技能培訓，是微軟公司結合自身的條件與優勢所推動的一項全球性項

目礿。 

潛力無限項目運作模式係採取與相關單位建立合作伙伴關係，由微軟公司提供潛

力無限項目資金、資訊技能培訓教材、軟體和電腦以及社區技術支持網絡（community 

technology support network）的方式推動。中國「潛力無限」項目自 2004 年 6 月率先

在北京啟動，微軟公司與北京市西城區圖書館、共青團西城區委員會等建立北京西城

社區中心，由法國沛豐協會負責項目管理，其他參與伙伴包括北師大「白鴿志願者協

會」，西城區的院校以及微軟公司的志願者。該項目培訓對象包括農民工在內，培訓內

容以為期 3 個月的免費資訊技能培訓為主。此外，2004 年底，微軟公司分別與「科技

部」、「中國扶貧基金會」等單位合作，在山西左權村、陝西安塞、福建霞浦、福安等

農村陸續啟動社區學習中心計畫，開啟新的培訓模式。微軟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

大陸的實踐，為農民工提供了獨樹一幟的公益培訓模式。 

（七）國際非政府組織與農民工培訓項目 

1994 年福特基金會資助一批研究農民工的專案以來，農民工議題逐漸引起重視，

成為境外非政府組織關注的問題，並開啟國際非政府組織對農民工形形色色的支持項

目。其中如亞洲基金會針對珠江三角洲外來農村打工婦女群體，開辦「珠江三角洲外

來女工培訓項目」，以提供維護外來女工權益的服務和教育培訓。亞洲基金會並先後與

廣東省工會女工部、廣東省婦女幹部學校等合作推動多種項目，包括：職業安全與健

康培訓、職業病預防教育、外來女工培訓、自我保護、發展以及法律援助、諮詢服務

等，以及發起中國女工獎學金項目，提供合格者進入職業學校和大學進行學習，從根

本上改變外來女工的生活秅。 

2003 年以來，在外來女工項目的基礎上，亞洲基金會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以

及各省和地方的勞動局，進一步合作推出一項為期 3 年的項目，旨在提升各地勞動部

                                               

註 祂 同前註；「社區組織建設和性別平等─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網路組織推動手法的個案研究」，社會

性別與發展在中國網站，2003 年 11 月 25 日，http://www.china-gad.org/ReadNews.asp?NewsID=272。 

註 礿 洪軍，「微軟潛力無限項目背景報告」，論文發表於進城務工人員職業培訓專題研討會。 

註 秅 「 保 障外來女工 勞 動 權 益 」 ，亞洲基金會網站， http://www.asiafoundation.org/Locations/china_ 

publicait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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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實施「勞動法」和為工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能力，以保障現有的勞動法律法規在實際

生產環境中得到落實，並促進政府和民間組織間更好地相互合作穸。項目活動主要包括

提高工人的維權意識，透過與官方和民間組織的合作，向勞動者提供法律援助及其他

服務。 

香港樂施會亦推動了許多包括社會安全知識、職業安全知識，以及相關的法律法

規知識、職業病防治等引導式的農民工培訓。例如，在廣東省與縣級政府實施合作扶

貧項目，舉辦農民工的自我保護意識，樹立安全和健康地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培訓

班。此外，相關的項目尚包括在湖南、安徽、長沙等勞動力輸出地進行大量外出前的

培訓，以及與「國務院扶貧辦」合作進行農民工培訓等項目。 

陸、農民工培訓供給形式與公私伙伴協調機制 

一、農民工培訓的供給形式 

教育財貨就其屬性而言，學者們從公共財角度的觀點各有所本，莫衷一是。有主

張其屬性為私人財貨者如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和斯蒂格里茨（Joseph E. 

Stiglitz）等。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則主張教育屬準公共財貨穻。概括而言，教

育財貨兼有公共消費和私人消費的特點，在不同層次和類型的教育中，兩者的比重有

所區別。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教育可視為公共財貨，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教育則為

準公共財貨竻。農民工培訓，就其屬性而言，一方面涉及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教育，

另方面亦涵蓋義務教育階段之外的學校教育，以及個人所接受學制外的其他專業培

訓。此外，必須指出的是，當前中國大陸由官方倡導所全面推動的農民工培訓，在一

定意義上，是政府針對以往歷史和制度因素所造成城鄉間教育水平落差、農民教育程

度低落現象，一種大規模、全面式的補課措施。就此而言，農民工培訓除具準公共財

貨的特性外，更可進一步視之為一種公共屬性的財貨。 

前文兩節說明了提供農民工培訓的生產者和安排者，分別包括政府、市場民辦營

利性培訓機構以及非營利性組織。基本上，肇始於 2003 年的農民工培訓轉移就業工

作，究其性質乃為中共所提供的一項公共服務。從中共「2003-2010 年全國農民工培訓

規劃」此一指標性的培訓規劃與部署，顯示此項公共服務之整體內涵包括「引導性培

訓」和「崗位培訓」兩種培訓內容，並以就業為取向的崗位培訓為重點。前者多由勞

動力輸出地各級政府統籌組織各類教育培訓資源和社會力量來開展籵，轉入地的培訓大

                                               

註 穸 亞洲基金會與中國的合作及承諾（美國：亞洲基金會，2004），頁 5。 

註 穻 Anthony B. Atkinson, Joseph E. Stiglitz，蔡江南等譯，公共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2），頁

637；James M. Buchanan，公共財政（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頁 22。 

註 竻 楊鳳英，「教育產品的屬性與政府職能的調整」，教育學報（北京），2 卷 1 期（2006 年 2 月），頁

19。 

註 籵 馮錦霖，「從『移民』過程的角度談農民工外出前培訓」，李真主編，流動與融合─農民工公共政策

改革與服務新論集，頁 12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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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崗位培訓為主，提供此類培訓的機構須具備一定的培訓條件和資金保障糽。換言

之，農民工轉移培訓涉及就業前後的關連性，輸出地與輸入地雙方間之責任與協調。

再者，培訓的性質包括正規的職業學校教育以及短期實用技能培訓耵，凡此皆突顯出農

民工培訓的複雜性與艱鉅性。 

由於該項服務的目標群體數量龐大、需求急迫且所追求的利益多樣化，因此由政

府承擔公共財貨決策和執行的角色，已責無旁貸。中共在提供農民工培訓的服務上，

政府所扮演生產與安排者的角色，主要體現在政府以財政經費保證公共財貨的供給、

安排決定服務的內容與方式等。以 2004 年為例，中央財政以資金 2.5 億元補助 250 萬

農村勞動力轉移前的非農技能培訓。此外，中共以行政課責手段將農民工培訓列入各

級政府年度工作考核內容、確立目標管理、明確任務與進度等措施。 

有關農民工培訓政府服務的具體施行，主要係透過公共教育體系來提供，同時依

據勞動力轉移前後的不同需求，分別由不同體系的公共教育生產者提供服務。農村勞

動力轉移前的培訓生產者係由農村初、高中一般教育機構，以及農村成人教育和職業

教育機構、就業訓練中心等所構成的職業培訓體系。由於傳統上，初高中教育體系在

勞動就業培訓方面，功能較為薄弱，為配合農民工培訓就業的需求，農村教育的內涵

及組織結構因而開始出現變遷。在教育單位與市場需求的雙重推動下，農村教育一方

面出現了學校加強勞動預備就業的培訓，另方面高中與職業教育整合，職業教育與基

礎教育系統相互銜接。至於以往未受重視、乏人問津的農村職業學校，在積極推動農

民工培訓的需求下，自 2004 年以來，招生規模擴大，技工學校數量亦快速成長，成為

提供培訓的重要管道之一。 

針對轉移後的培訓，輸出地的教育培訓機構亦提供了培訓管道。一些地方政府為

便於農民工培訓，改革相關學校招生辦法，實行彈性學制，如深圳市實行半工半讀、

工學交替、分階段完成學業肏；北京採用全日制、半日制或靈活學時等靈活安排形式，

方便外來務工人員培訓需求肮。此外，轉移後的培訓主要以社區教育形式提供。其運作

方式大抵以街道和社區為基礎，利用基層政府組織所擁有的教育資源，發展出了「社

區模式」的培訓。 

就官方培訓規劃的策略以及實際的操作模式，顯示中共所統籌規劃的農民工培訓

工作，除了政府服務的形式安排外，尚包括自由市場、志願服務、政府補助、契約承

包、以及憑券制度等多樣化的形式安排。其中政府並藉由契約承包、政府補助，以及

憑券制度，與市場和第三部門在農民工培訓供給領域建立協力合作關係。 

自由市場的培訓機構是構成農民工培訓服務的重要生產者。由企業自發投入、以

                                               

註 糽 曹曄，「關於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培訓的若干思考」，和諧社會與農村發展（北京 :中國農業，2005

年），頁 496。 

註 耵 同註狖。 

註 肏 「各級政府培訓農民工的四種模式」，人民日報（北京），2006 年 11 月 22 日，15 版，人民網，

http://nc.people.com.cn/BIG5/5073032.html。 

註 肮 「北京：支柱產業中在職農民工可免費培訓技能」，京華時報（北京），2006 年 8 月 25 日，中央政府

門戶網站，http://www.gov.cn/fwxx/sh/2006-08/25/content_3696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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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為目的、市場化運行之民辦培訓機構一方面力爭政府認定，另方面配合市場需求

靈活教學，積極吸納農民工進行培訓並開發多樣化的訂單手段，主動與用人單位聯

繫，廣闢就業管道，加強輔導就業。自由市場的培訓生產者，除了較具規模的民辦學

校外，亦包括市場上多數規模偏小，培訓專業較單一的培訓機構。大抵而言，商業性

培訓機構與政府公辦職業技術教育機構已成為當前提供農民工培訓的主要生產者。 

志願服務在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中，兼具了生產者和提供者的角色。公益性社團

組織自發性的開辦了一些培訓項目，這些組織所提供的志願服務，構成了提供農民工

培訓服務的形式之一。基本上，志願服務多由非營利組織所提供，此類公益培訓強調

從根本著手改變農民工的生活，同時囿於自身的規模與能力，志願服務所培訓的對

象，大都針對特定群體開展短期的培訓。例如，富平學校、農家女培訓學校以農村貧

困婦女為主，北京大學平民學校以服務於該校的農民工為對象。培訓的內容以引導式

培訓居多，以長效性培訓效果為目標，少數的培訓以專業技能就業為導向，如富平學

校和農家女培訓學校，因而與官方所強調推進技能培訓就業為取向的主流培訓方式顯

然大相逕庭。值得一提的是，公益培訓雖不以營利為目標，但為確保經費自給自足，

極少數的組織如富平學校，乃採取企業化的管理策略，以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s）的概念運行，以利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此外，一些志願服務係以安排者的

角色提供培訓服務，例如，上海慈善基金會將所承包的一些培訓專案委由其他生產者

提供服務。 

二、建立農民工培訓公私伙伴關係的協調機制 

中共對於農民工培訓的指導方針，強調開放合作、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創新培訓

模式，提高培訓實效開展培訓的理念，而衡盱當前大陸公私部門同步積極開展農民工

培訓的發展現況，顯見中共在農民工培訓多樣化的形式安排中，協調機制的運用發揮

了重要的介面功能。茲分析該些協調機制如下： 

（一）契約承包 

基於中共推動農民工培訓強調開放合作、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依託各類教育培訓

機構的指導思想，契約承包乃成為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其運

用方式主要體現在輸出地農民工培訓基地與輸入地培訓機構的認定，2004 年實施的陽

光工程中，即明訂對培訓基地的認定條件，以及認定程序與方式。培訓機構經公開招

標確定或經當地「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辦公室」評定確認後，簽約承包培訓

任務。以安徽太和縣所實施的陽光工程為例，全縣認定了包括華杰技校、最新時裝、

鏡湖裁剪、三塔新華、樹義焊工等 11 所職業技能培訓機構，確立為縣陽光工程培訓基

地，其中 3 所屬公辦性質肣。又如，上海慈善基金會所進行的「外來媳婦培訓項目」，

由政府出資並透過公開招標等機制，向第三部門購買服務。 

                                               

註 肣 安徽省陽光工程辦公室，「安徽太和縣規範操作紮實推進切實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中國

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網，2004 年 12 月 21 日，http://www.nmp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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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補助 

政府補貼機制的運用主要針對符合條件的培訓機構，以及參加培訓的農民工。換

言之，政府補助又區分為對生產者的補貼，以及對消費者的補貼。前者直接以資金補

貼，後者則分別運用了直接補貼以及發放培訓券的憑券制度，由農民自主選擇決定培

訓機構、培訓內容和培訓時間。 

政府補助的資金來源主要由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共同承擔，並以地方財政為主。

中央財政以每人按不低於 100 元的標準給予補助，各省的補助標準由各省自行確定，

中央與地方財政配套的比例大抵按中央、省、市、縣 100:100:20:30 之比例方式。在實

際操作上，政府補貼的項目包括以企業為主體所開展的培訓；職業院校、培訓機構為

主所開展的培訓；以及訂單培訓或定向培訓肸。政府補助除了直接以資金浥注的形式補

貼外，亦包括了提供稅收、貸款等優惠的方式。例如，中共為鼓勵企業對勞動者進行

職業培訓，在法律義務的前提下，以稅收優惠方式對企業補貼。又如社會企業模式的

富平學校所提供的農民工培訓，透過小額信貸的優惠方式，調節了培訓費用不足部

分。 

（三）憑券制度 

憑券制度的立意在於，一方面受培訓者可依個人需求，對不同的培訓機構和培訓

內容進行選擇，另方面培訓券的運用，有利於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政府毋須擔任生產

者的角色，而是將有限的資金直接對農民補貼，讓農民選擇培訓機構，有利於提高培

訓的針對性和培訓資金的使用效率。因此，發放培訓券的憑單制度亦為一種培訓績效

評價的機制。 

經由上述機制的運用，激發了公部門以外其他生產者參與培訓供給的積極性。例

如，契約承包的形式，一方面有利於吸納更多的生產者投入培訓服務；另方面，透過

市場化運作招投標的方式，規範招投標程序，引入競爭機制提升培訓效益。政府對培

訓機構的資金補貼激勵了市場機制民辦培訓機構的積極性。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培

訓供給的多樣化形式，除了各自獨立運行外，亦混和安排運作。例如，政府服務的形

式中亦混合了自由市場的安排；廣泛運用於農民工培訓供給的憑券制度，亦以混和安

排的方式搭配運用於政府補助、契約承包等形式中。志願服務在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

中，除了單獨運行外，亦以混合形式見諸政府服務和契約承包形式中。前者如扶貧辦

與富平學校的合作，以及浙江省紹興縣農業局推動農民工培訓利用了各部門、各行業

                                               

註 肸 「深圳： 農 民 工 參加技能培訓可獲政 府 補貼」 ，新華網廣東頻道， 2006 年 9 月 2 日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gd.xinhuanet.com/2006-09/02/content_7934285.htm。有關政府於

補貼的金額因地而異，以北京市為例，2006 年北京所啟動的「外來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工程」，對於

北京市經認定承擔培訓任務的教學機構，每培訓一人可獲最高財政補貼達 600 元。培訓後，如外來農

民工取得初級職業資格證書，政府補貼培訓機構 400 元；取得中級證書者，補貼 500 元；取得高級證

書者，補貼 600 元，參見「北京：支柱產業中在職農民工可免費培訓技能」，京華時報（北京），

2006 年 8 月 25 日，中央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gov.cn/fwxx/sh/2006-08/25/content_3696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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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人才資源組建自願者講師團參與培訓工作肵，後者如上海慈善基金會承包政府培訓

專案。 

柒、第三部門在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中的角色 

一、政府服務與自由市場在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中的角色 

儘管政府在農民工培訓上採取了公私協力的運作機制，但無可否認的是，當前中

國大陸處於市場化轉型階段，政府仍是主要的投入者。無論從當前公共教育培訓機構

居主流的格局，政府扮演生產者的角度觀察，抑或從政府統籌主導，安排決定對其他

生產者的選擇等，政府充當安排者的角度觀察，政府服務因服務規模以及服務可得性

的優勢，無庸置疑的，已成為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的首要制度安排。 

政府服務固然是當前首要的制度安排，然而由於主客觀的因素，仍存在著下列弊

端與不足：首先政府限於自身的財政能力，對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的資金投入不足，

難以滿足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迫切需求。雖然政府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皆以財政專款扶

持農民工培訓工作，不過，資金投入與需求間仍存在極大落差。以 2004 年為例，中央

和地方財政用於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經費，總計僅 7 億元左右，而全大陸參加轉移

培訓的農村勞動力，只佔農村剩餘勞動力 4%，培訓比例明顯偏低肭。同時，囿於政府

財政扶持力度有限，培訓內容僅以短期為主，缺乏可持續長遠規劃。此外，政府所提

供的補貼過低，對於支付能力較低的農民工而言，人均一、二百元的財政補貼相較於

高昂的培訓費用，難以激勵農民接受培訓的意願。而政府所提供的補貼過低，亦影響

培訓機構承擔工作的積極性，相應造成培訓品質低落不符市場就業需求。又政府亦未

建立與培訓相關之應有配套制度環境，如實行勞動力預備制度、國家執業資格證書以

及職業准入制度等，亦不利於激發農民工以及企業投入培訓的積極性。 

其次，政府服務形式中，政府所屬的教育、勞動等公共培訓機構是提供培訓的主

要生產者。然而公共教育機構整體基礎薄弱，難以勝任農村勞動力培訓的需要。其中

攸關農民工就業技能養成的農村成人教育培訓體系，更為薄弱。至於城市地區職業技

術學校，一則主要針對當地城市新增勞動力為培訓對象，再則城市職業培訓地點對農

民欠缺便利性，未能發揮對農村勞動力培訓的功能。 

再次，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造成本位主義，阻礙農民工培訓的有效推動。農民

工培訓執行過程中，除了出現輸出入地屬地保護等行為外，政出多門的現象，也導致

現有資源難以有效整合，影響執行效果。再者，目標管理、行政課責的行政手段，亦

造成各級地方政府形式化的執行上級政策，完成培訓任務，輕忽以人為本理念，建設

長效機制的農民工培訓政策。尤其必須指出的是，政府在監控管理受委託培訓機構的

                                               

註 肵 浙江省紹興縣農業局，「抓農民平等就業促城鄉統籌發展」，陳曉華、張紅宇，建立農村勞動力平等

就業制度，頁 206。 

註 肭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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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方面，迄今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農民工培訓品質評估控制機制與體系。簡言之，政

府服務已出現契約失靈和品質低下的弊端。 

針對上述政府服務的弊端與不足，自由市場無論以單一形式運作抑或經由契約承

包、補貼等形式混合搭配於政府服務的形式中，皆彌補了政府扮演生產與安排者角色

的不足。自由市場由於專業技能、組織能力以及企業化經營的特質，享有服務可得

性、消費者的回應性以及效率上的優勢。但不容忽視的是，培訓機構以營利為取向的

前提，不可避免的存在著諸多流弊，例如培訓機構一味追求培訓人數以爭取政府補

貼，罔顧培訓品質和就業效果，以及易招致詐欺行為等。 

雖然針對這些流弊，政府早在政策規劃設計之初，即已運用了培訓基地招標、發

放培訓券等機制，其立意即在引入競爭，開展培訓機構間的競爭，由市場對培訓機構

進行優勝劣汰，俾利提高培訓的針對性以及政府資金的使用效果。但必須指出的是，

當前市場上居主流地位的培訓機構，主要由「勞動保障部」下屬的就業訓練中心此類

中介培訓機構所構成。這類培訓機構一方面兼具培訓與就業一體化功能的優勢，而更

關鍵的是，這類機構多為政府部門分流而設置的事業單位，與政府關係密切，因而居

於壟斷優勢並已成為主流培訓機構舠。再者，地方勞動局委託職訓機構核發合格證書，

此種地方政府核發職業准入證書的方式，不僅形成裁判兼球員，扭曲競爭機制，同時

也造成變相販賣證書，培訓機構從中漁利。 

其次，就企業用人單位對農民工的培訓而言，雖然企業人力資源攸關其發展，同

時中共亦明確規定企業對勞動者進行職業培訓的法律義務，然而由於農民工流動性

大，企業缺乏對農民工培訓的積極性。而更現實的情況是，農民工職業較為集中的勞

務企業大都規模偏小，欠缺提供農民工繼續教育和培訓的能力，因此企業對培訓普遍

投入不足。 

二、第三部門與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 

觀察前述政府服務和自由市場形式利弊的同時，亦提供了吾人側面審視志願服務

運行的視窗，有助於瞭解第三部門的角色。農民工培訓領域中，第三部門社會公益組

織所提供的志願服務，與前述政府和市場形式呈現出明顯的區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

方面： 

1.培訓的動機：社會公益組織和社會有識之士，基於特定價值理念，以及社會責

任感，其所開啟的培訓項目，與政府針對轉移勞動力為目標，先培訓後就業的出發點

明顯有別； 

2.培訓內容：除強調專業技能外，更重視引導式的培訓，並著眼於長效、可持續

性發展的培訓。這些組織係以培訓為手段，旨在達到從根本上改變個人素質之目標，

並藉此激發農民工接受培訓提升個人能力的意識； 

                                               

註 舠 以往市場上居主流地位、以培訓流水線上低技術人員為主的純商業性培訓機構，在競爭機制下已無法

和勞動保障部下屬的就業訓練中心此類中介培訓機構競爭，依據 2006 年年底作者與人民大學相關學者

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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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訓對象：各組織雖有其特定的目標群體，但基本上皆以弱勢農民工群體為

主。以農家女學校和富平學校為例，兩者概以貧困農民工為培訓對象，但前者特別關

注輟學女童與青年女性；至於上海慈善基金會則以城市中的外來女性弱勢群體為對

象。此種服務群體針對性的特點，凸顯了其產品的針對性與特殊性，彌補政府與市場

服務中「公平性」不足的流弊； 

4.培訓費用：除了社會企業的富平學校酌收部分費用外，大抵都以公益免費形式

提供培訓； 

5.培訓就業安排：就業後的追蹤、售後服務以及勞動權益的維護，是公益培訓最

為突出的特點。其中，農家女學校及富平學校尤為箇中代表。這些組織對經由該校培

訓後安排就業的學員，進行定期電話訪問以及家訪。農家女學校更透過其母機構之相

關組織—「打工妹之家」的橫向連結，對城市地區就業的學員，進行權益維護與再培

訓芠。 

上述志願服務形式所呈現之獨特內涵，以及志願服務體現公平性、對於消費者的

回應性、不易招致詐欺行為等優勢，與政府服務、自由市場形式的培訓，形成了有益

的替代互補作用。但不容諱言的是，志願服務形式本身亦存在著相當的侷限性。其

一，非營利組織大都規模偏小，資源能力有限。除少數機構有能力開展投入成本較低

的家政服務培訓外，絕大多數非營利組織缺乏獨當一面擔負培訓生產者角色的能力，

無法提供農民工多樣化專業技能就業培訓的需求。其二，志願服務欠缺服務可得性的

優勢：主要是由於第三部門數量有限，市場中具奉獻精神的志願行為，供給更是嚴重

不足。其三，志願服務著眼於長效性的培訓效果，對於當前中共所強調以培訓就業一

體化，立竿見影式的效益要求大相逕庭。這也導致志願服務非主流的培訓方式，缺乏

市場競爭優勢。 

三、民營化手段與公私部門互動關係 

理論上，建立公私協力三方合作的協作關係，是有效提供公共財貨與實踐公共利

益最大化的可行途徑。觀諸中共在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領域，所呈現的多樣化形式，

顯示出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共同擔負了公共財貨供給服務的角色。其中，政府並運

用了政府補助、契約承包、憑券制度等公私夥伴關係的機制。基本上，此種運行方式

反映出中共自 1992 年所提出「小政府、大社會」，政府職能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轉

變的改革脈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農民工培訓供給領域，其所運用的協調機

制，究其性質，實屬委託授權的形式，是一種部分民營化的方式。政府在此種民營化

形式下，僅將實際生產活動委託其他部門，並未卸下其所擔負之重責。因此，政府仍

需持續不斷的積極介入。換言之，政府在培訓供給領域中，扮演了關鍵的投入者角

色。在政府仍居核心要角的前提下，政府藉由民營化的手段，究竟能否促成三方的協

力合作關係？這不僅攸關農民工培訓工作的有效推動，同時亦揭示出中國大陸第三部

門未來發展更深層次的意涵。以下就此層面進行探討： 

                                               

註 芠 依據 2006 年年底作者對打工妹之家的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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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部門互動的角度觀之，中共在農民工培訓供給領域，運用政府補助、契約

承包和憑券制度等民營化手段，既符合「小政府」的政府再造精神，同時透過民營化

的合作方式，發揮了政府服務資源穩定的特性，藉此亦鼓勵了社會的參與，並發揮民

間部門具彈性、創新等特性，對農民工提供較具體適切的服務。衡諸農民工培訓實際

運行上，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在服務規模、可得性、效率以及對消費者的回應性方

面各具優勢。前兩部門由於服務規模、服務可得性的優勢，固然是當前的主體，然而

其所暴露出的弊端與不足，仍有賴民間社團的補充與調和。 

反觀民間組織的發展，中國大陸民間組織在近 20 餘年來，雖取得較大的進展，但

受到宏觀環境侷限，中共對民間組織實行了嚴格的雙重管理體制，政府對第三部門缺

乏應有的政策環境，社會團體生存空間及資源均受到制約。社會團體普遍存在經費、

能力不足、資源短缺的現象，嚴重斲傷其發展，造成第三部門發育不成熟，力量薄

弱。 

依據薩拉蒙志願失靈理論所指出，第三部門經常面臨公益不足，資金、人力等資

源難以為繼的困窘，亟須以公私協力的方式與政府間形成合作關係。而民營化手段正

是公私協力的一種途徑，透過民營化引入競爭機制，既有利於公共財貨的有效供給，

並能提升政府的服務水平。同時，政府經由補貼、契約承包等機制對非營利組織的補

助，亦可降低非營利組織普遍面臨資源貧乏所導致的環境不確定性苀，從而有助於強化

第三部門的體質。但長期以來，受到中共牢固的菁英和威權主義影響，形成公部門獨

大的現象。迄自中共改革開放至今，非公有部門雖快速壯大，但在資源掌控與地位對

等方面，私部門仍遠遠屈居下風，因而與政府間難以建立起合理的互動關係，更遑論

形成跨部門治理的架構基礎。 

就第三部門與政府的關係而言，由於政府對非營利組織資源開放程度低、信賴不

足、限制打壓非營利組織在政策參與的角色，以及設下嚴格管制與規範，在國家控制

的格局下，雙方間呈現一種疏離、分裂和對立式的關係。此外，政府亦未能對第三部

門合理賦權。以政府採購政策言之，2002 年，中共實施政府採購法，提供了政府轉換

職能的良好契機。但實際運行中，鮮少民間社團被納入政府採購的對象。目前看來，

除少數機構如上海慈善基金會、富平學校、農家女學校，經由政府採購、契約承包、

補助等形式，在培訓供給領域上與政府建立起協力關係外，大多數的非營利組織尚未

被納入採購對象，從而導致第三部門在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中角色弱化。 

少數與政府建立合作關係的民間組織，例如富平學校、農家女學校等，該組織與

政府部門的合作，大都是建立在非營利組織關係網絡所取得的信任關係，而非基於部

門間制度化和正規性的途徑。再者，雙方合作的角色與責任並未有明晰界定，亦乏監

測與評估的機制，故而極大地限制了雙方合作的廣度與深度。 

再就第三部門與營利組織間的互動關係來觀察，截至目前為止，非營利組織與企

業間的協力關係在中國大陸仍是空白領域，迄未得到發展，其中原因包括：（1）中國

                                               

註 苀 以農民工權益為訴求的社會團體因其針對的目標群體與訴求較為敏感複雜，因此面臨了更為艱辛的生

存環境，其中資源不足問題尤為這些團體發展上的一大挑戰。參見趙甦成，「中國大陸農民工非政府

組織的發展：資源網絡的觀點」，非政府組織學刊，第 2期（2007 年 3 月），頁 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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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企業資金普遍不夠雄厚；（2）私人企業社會責任意識薄弱，對公益事業認識有

限；（3）非營利組織向企業募款的行為尚未普及；（4）社會企業採營利手段，將獲利

回歸組織來運作，以期善加掌控組織資源，追求組織目標的運行方式，在中國大陸仍

屬極新穎的概念，落實此概念的非營利組織只是鳳毛麟角。因此，非營利組織尚未體

認出與企業協力發展邁向產業化經營的必要性；（5）由於第三部門能力薄弱，政府雖

運用資金補助的手段，但亦遠遠未能在第三部門與企業間，形成協力關係的關鍵介

面，雙方間尚未養成相輔相成的互動關係。 

綜觀農民工培訓運行中所揭露的問題，包括培訓的內容、品質以及職業資格審

定、職業能力鑑定等，無論是政府或市場服務形式皆面臨了相同的困境。究其根源主

要是政府授權與監督管理間的矛盾。觀諸國外的經驗，在解決此問題上大都借重具獨

立性和專業性的中介組織，如教育認證組織或行業協會、專業協會等，參與教材、教

學品質、職業鑑定、行業技術標準、資格認證等的評估與認證。政府則藉此中介機構

進行間接調控，以善盡監督管理之責，並提高政府服務品質。就此而言，目前中共國

家勞動部職業鑑定中心賦予行業協會鑑定工作的資格，行業協會可對教材、職業進行

認證芫。但遺憾的是，諸如行業協會這一類與政府職能分化密切相關，承擔政府職能而

成立的社團組織，雖享有政府所提供的較多資源，但此類組織與官方緊密的關係，組

織往往呈現出行政色彩與政府行為，同時也欠缺能力、效率與積極性。因此，行業協

會囿限於人力物力，在擔負認證、鑑定上力有未逮，角色功能有限。此外，與官方緊

密關係的背景，亦出現壟斷的流弊。 

歸納言之，政府對民間組織管制對立的關係，造成民間組織體質薄弱、提供公共

財貨與服務的能力不足，相應又導致在民營化的協調機制中，民間組織未能充分賦

權，欠缺著力的場域。此種現象固不利於政府的發展，亦有損於民間社團的成熟發

育，從而形成政府賦權與民間社團的風險，反身又影響及政府的角色與職能。因此，

儘管端視當前志願服務的形式與政府和市場的服務形式間形成了替代互補，但此種替

代互補的格局，主要源於非營利組織自行負責籌款、主動補充替代提供政府未能滿足

的服務，而非奠基於合作的基礎，雙方在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領域中，並未形成互

補、和諧、互惠和合作的整合關係，不僅弱化了民營化的效果，亦囿限了非營利組織

的角色。 

從實務的角度觀察，當前農民工培訓此一公共財貨的提供，儘管中共運用局部民

營化的方式推動培訓工作的開展，但由於第三部門囿限於能力普遍不足以及與政府間

缺乏相互依賴的合作基礎，民營化的手段迄未形成公私互動的平台，發揮促進三方協

力的作用。基於目前培訓工作的推動仍屬前期階段之際，倘能善加利用民營化的契

機，未來第三部門仍有極大的著墨空間。 

首先，政府可善加利用教育中介組織、行業協會、專業學會等，協助政府編寫農

民工培訓相關專業教材、對教育機構、教育品質評估認證，以及制訂行業技術標準、

                                               

註 芫 行業協會所擔負的鑑定工作約佔 90%，其餘 10%的資格鑑定賦予商業機構承擔，依據 2006 年年底作者

與人民大學相關學者訪談內容。 



由公共財貨供給角度論中國大陸農民工培訓制度     87 

 

職業能力、資格等認證，藉此規範市場的亂象和政府的壟斷。再則，應促進工會組織

發揮應有功能，仿效西方國家由工會與雇主組織、政府三者之間針對農民工所需培訓

之方向、內容與體制等方面，建立協商與合作機制，以鼓勵興辦多層次、多形式的職

業培訓，並監督企業落實培訓義務。又如強化「工商聯」的作用，以帶動貫徹企業培

訓責任以及培訓後端的就業安排。但必須強調的重要前提是，政府賦權之同時，應確

保落實近年來政府對半官方社團組織所推動「經費自籌、人員自聘、活動自訂」的改

革內涵。易言之，藉此民營化政府的補貼與賦權，有助於半官方社團逐漸褪去其行政

色彩與政府行為，並建構自身能力，發揮應有的功能。 

其次，草根性民間社團可結合當前各地區因地制宜所開展的以社區為主的培訓體

系。扎根於社區的培訓，除了發揮培訓作用外，更兼具了服務與社區融入等功能，可

視為一種長效性的培訓機制。而民間社團貼近群眾的特性在社區培訓中自能發揮相輔

相成之作用。更重要的是，民間社團在參與社區培訓的過程中，有助於提升自身的能

力、與政府和企業間形成良性互動以及促成角色的轉變：民間組織角色，從弱勢農民

工權益的倡導者，轉變為服務和政策的提供者，並進而注重服務的效率與成本，以維

持穩定和持續的服務。此外，民間社團亦可與企業公益培訓結合，豐富企業培訓內容

的單一性；甚而亦可發揮監督企業落實職業培訓義務的功能等。 

最後，至為關鍵的是，在運用委託授權局部民營化的策略下，政府仍是核心要

角。但面對大規模的培訓需求，政府心態勢亟須充分調整。除了扮演傳統的服務生產

者角色外，在民營化的機制下，更應朝向服務的購買和管理者的角色轉變。政府唯有

基於謹慎、客觀和公正立場，分配有限資源，同時透過民營化補貼等手段，以財務資

源為槓桿，在經費贊助與組織責信間，善盡管理監督之責，激發民間無限資源的投

入，促成公私部門間協調合作。簡言之，政府、市場與民間社團三方可利用政治敏感

度較低的農民工培訓為橋樑，藉由全面落實政府購買服務、政府補助包括提供資金、

免稅或其他稅收優惠等協調機制，於合作中實現互動，以利促進三方建立合理的互動

關係，追求有效提供公共財貨、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捌、結 論 

在中國大陸傳統歷史和制度的特殊背景，以及當前政府主導大力推動下，農民工

培訓就其屬性已成為政府責無旁貸必須承擔起供給與服務的一項公共財貨。然而面對

龐大的農民工數量、培訓需求的多元化與急迫性，實非政府單一力量所能承擔。因

此，在農民工培訓供給領域，中共運用民營化的協調機制，在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

間形成協力關係，提供了包括政府服務、政府補助、契約承包、自由市場以及志願服

務等多樣化的形式。基本上，民營化的舉措，係沿著 1992 年中共所提出「小政府、大

社會」，政府職能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的改革脈絡發展。 

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在農民工培訓供給上，在服務規模、可得性、效率、效益

和公平，以及對消費者的回應性等方面各具優勢。其中前兩部門由於服務規模、服務

可得性以及效率上的優勢，居中佔主流地位。政府雖引入市場競爭如公開招標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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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但無可避免的，兩者皆出現壟斷、契約失靈和品質低下等弊端，究其根源主要是

政府授權與監督管理間的矛盾。 

農民工培訓領域中，第三部門社會公益組織所提供的志願服務，與政府和市場模

式無論就培訓的動機、培訓內容、培訓對象、培訓費用以及培訓就業安排等方面皆呈

現出明顯的區隔。公益組織培訓迥異於前述的模式彌補替代了政府、市場培訓上的不

足，同時前兩者所暴露出的弊端與不足，民間社團居中亦可扮演補充與調和的功能。

然而在當前農民工培訓領域上，民間組織與政府間並未建立起合理的互動關係，在招

標、補貼方面，民間社團僅聊備一格，未能受到合理的賦權。端視當前非營利組織在

農民工培訓供給服務領域，與政府和市場形成了替代互補的格局。但值得注意的是，

此種替代互補，主要源於非營利組織的自願替代，而非奠基於合作的基礎。彼此間並

未形成互補、和諧、互惠和合作的整合關係，不僅弱化了民營化的效果，亦囿限了非

營利組織的角色。 

中國大陸民間社團雖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較大的進展，但受到宏觀環境侷限，社

會團體普遍經費、能力不足、資源短缺，嚴重斲傷了社會團體的發展，囿限其能力並

出現發育不成熟，力量薄弱志願失靈的現象。因此政府、市場與民間社團三方可利用

政治敏感度較低的農民工培訓為橋樑，藉由全面落實政府購買服務、政府補助包括提

供資金、免稅或其他稅收優惠等協調機制，於合作中實現互動。既有助於在互動中增

進瞭解加強互信，促進三方建立合理的互動關係，亦有利於有效提供公共財貨、實現

公共利益。 

 

 

 

* * * 

 

 

 

（收件：96 年 2 月 9 日，修正：96 年 4 月 9 日，接受：96 年 5 月 24 日） 



由公共財貨供給角度論中國大陸農民工培訓制度     89 

 

The Occupational Training Program for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Su-cheng Chao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Fourth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s in mainland China.  It focuses on the methods of privatization 

u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upply occupational training services for 

migrant work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ivatized this training service by 

deleg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contracts, grants and vouchers.  Althoug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unctioned as a platform for tripartite cooperation, 

privatization still has not furnished a nurturing environment to improv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his is because the third sector is underdeveloped 

which lacks mutually dependent relationships with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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