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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arrangement of curriculum in workplace
training.6.To sum up, and explain the
implication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aiwan.

本研究旨在研究德國二元制職業
教育職場實習訓練在職業結構的改變
下，如何因應人力市場的需求，而提
出改革方案。此外，本研究並企圖瞭

二、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解德國的聯邦教育部、聯邦職業教育
研究所、工會與實習機構的溝通協調
之道。本研究以文件檔案分析企圖理
解德國二元制職場實習訓練的改革方
案，並依據研究結果擬定我國可採行
之具體建議。

（一）研究動機
(1) 德國二元制職場實習具備獨特的優
點，極具參考價值。
(2) 德國雖面臨職業結構的改變，但職
業教育仍尋求體制內的變革，其應
變策略值得我國參考。
(3) 職場訓練立即因應市場需求，調整
職業結構分類，提供實習名額，其
調整機制值得借鏡。
(4) 當面臨企業與公司面臨經濟壓力，
德國政府如何開發企業或工廠積極
投入職業訓練，此經驗值得效法。
(5) 職場中的訓練師，如何因應技術的
改變 ，提供技 術生適 切的訓練課
程，以培養出符合市場的人力，值
得深入研究。

Abstract
This study will attempt to inquiry
the workplace training of vocational Dual
system in Germany, and to realize how
these reforms in workplace train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ork force.
Through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interview, the study will be implemented.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ill be
as follows: 1. To realize the demand of
work force market in Germany.2.To
inquire the institutions or organizations
with respect to workplace training of
Dual System.3. To analyze the
expenditure and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laces in the workplace training of Dual
System.4.To inquire the changed
qualification of trainers.5.To realize the

（二）研究目的
1. 瞭解德國職業結構改變下人力市場
之需求。
2. 探討德國二元制職業教育職場訓練
之相關機構與組織。
3. 分析德國二元制職業教育職場訓練
實習經費與實習名額之安排。
4. 探討德國二元制職業教育職場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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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格之調整。
5. 研究德國二元制職業教育職場實習
訓練課程之規劃。
三、研究結果

(Investmentfondskaufmann) 、 殯 葬 業
(Bestattungsfachkraft)等。(BMBF, 2003a ;
BMBF, 2004a)
為了因應新行業的出現，由資方、
工會與國家三方合作產生實習名額，且
工會在這中間亦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依
據 G. Hermann(2003)的說明，一項新職
業概念的出現，一開始係資方、專業聯
盟、工會、訓練師、BiBB 與教師皆有
共識出現，然後彼此之間不斷溝通，發
展約 6～12 個月，從實務角度來訂定訓
練規定與訓練計畫，同時擬定職業學校
的課程架構。最後在實行階段，教師與
訓練師皆須參與進修以吸收最新資訊。

依據前述目的，本研究之發現德國
二元制職業教育的最新狀況如下：
（一）由資方、工會、訓練師、BiBB、
教師共同磋商討論新職業的訓練
根據 Streeck (1991)〈多元品質生產
的機構條件〉(On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Diversified Quality Production)一文分
析德國的生產早已進入後福特主義式
的模式。而二元制職場見習的訓練，正
可立即性符應市場的需求，提供最新技
術。由此可知，為何德國可以快速因應
經濟改變，部分原因是企業體對於經濟
改變的敏銳度高，是以職場上的訓練，
將可隨時調整訓練內容，以符合市場需
求，而職業學校配合企業體提供訓練。
(KMK, 2003)德國近幾年來出現了一些
新興的行業，如 1996 年開始出現了 33
種新的職業，而有 109 種職業必須更新
或擴充。(Bosch, 2000)面對這種新職業
的 出 現 ，「 聯 邦 教 育 與 研 究 部 」

（二）提出初職者計畫，開拓新的實習
機會，以解決目前供需失衡的問題
依據資料顯示，截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提供的實習機會與想要實習的數
量之間仍有 34,100 個落差，換言之，目
前供需仍是失調之中。(BiBB, 2006a)為
了解決這個問題，德國政府提出了「初
職 者 － 為 了 未 來 的 訓 練 」
(JOBSTSRTERfür
die
Zukunft
ausbilden)計畫，其中特別提及將針對以
下三類工廠招募：曾提供實習，但已經
撤消實習的工廠；從未提供實習的工
廠；已提供實習，但仍可額外提供機會
的工廠。(BiBB, 2006b)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 簡 稱 BMBF) 部 長 E.
Bulmahn 認為職業教育應具備「現代
性」、「彈性」以及「國際性」。在這個
概念之下，從 1999 年開始，已經將超
過 160 種職業訓練現代化或新設，未來
2005 年將提供 25 項新行業的訓練。
如，皮革製造師(Sattler)、建材檢測師
(Baustoffprüfer)、化妝師(Kosmetiker)、
運輸工具油漆師(Fahrzeruglackierer)、投
資
基
金
交
易
員

（三）以法令來維持訓練師的資格素質
而職業訓練師的資格受到法源的
限制，並《職業教育法》中明訂職業訓
練師的責任與義務。此外並在《訓練師
資
格
規
定
》
(Ausbilder-Eignungsverordnung, AE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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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詳列訓練師應該具備的基本資格。換
言之，德國的二元制職業教育中，職場
訓練部分並非完全放任給工廠或公司
恣意妄為，國家先從法律上限定了訓練
師的資格，藉此來維持職場訓練的水
準。 (BMBF, 2004c: 244) 因為德國從
訓練師的資格進行調整，先修改《訓練
師資格規定》，調整訓練師的標準，並
規定截至 2003 年 7 月，訓練師必須通
過訓練師考試來取得訓練師證書。

育 概 覽 》 (Germany’
s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a glance)一書中分析其原
因如下：1.企業可以訓練符合自己需求
之職員。2.許多企業體表示，目前職場
所提供的人才並不符合其所需的技
術。3.透過人才的訓練可以預防人事的
異動。4.透過訓練中可以挑選最優秀的
技術生日後到自己的公司工作。5.可以
避免做錯誤的決定，招募不適的員工進
來。6.減少新進員工中途離職所造成的
損失。7.提高公司的聲望。8.將技術生
發展成更有創造力的員工。9.減少徵聘
人事的花費。(BMBF, 2003b)

(BMBF, 2004c: 244)
（四）企業與工廠挹注龐大金額於職業
訓練，節省國家的教育支出

另外值得探究的一點，提供實習機
會的廠商，需具備健全的財務，方得以
提供承擔。是故，令人懷疑是否全為大
型企業。值得注意的是，技術生參與的
訓練廠商並非全部都是大型的廠商。依
據 BMBF 出版的《2004 職業教育報告》
(Berufsbildungsbericht 2004) 顯 示 ， 以
2002 年為例，在 500 人以上公司或工廠
實習的佔 19.0%；50-499 人公司或工廠
實習的佔 32.7%；在 10-49 人公司或工
廠實習的為 28.4%；在 1-9 小公司或工
廠學習的佔 19.9%。(BMBF, 2004c: 668)

依據 BMBF 的資料顯示，2000 年
二元制職業教育花費的總經費為 2,180
億，其中企業體投資了 1470 億於其中，
佔 67.5％，其餘的經費則由聯邦政府、
各邦以及聯邦職業服務中心來承擔。
(BMBF, 2003b)從整個經費提供的來源
觀之，德國企業體對於二元制職業教育
的投注可謂不遺餘力。
訓練經費當中，有一大部分在給付
技術生的實習津貼。《職業教育法》
(Berufsbildungsgesetz, BBiG)第十條至
第十二條，明訂技術生應獲得的報酬以
及企業主應按月給付薪資，這些條文保
障了技術生於職場實習中應獲得的合
宜薪資。是以，技術生在職場的實習過
程中得以獲得經濟來源的保障。而且技
術生所獲得的基本薪資逐年提昇，從
1992~2003 年在德西地區實習生的平均
薪資從 472 提高到 612 歐元，德東地區
的平均薪資從 321 提高到 517 歐元。

（五）我國可行之策略
1. 台灣的工會組 織應發 揮更大的作
用，參與學校實習訓練的規劃。
2. 應仿效德國，在法令上明確規定實
習職場訓練師的資格，以確保實習
的品質。
3. 可以減稅等措施來吸引民間企業與
工廠參與，來鼓勵民間企業與工廠
投入實習訓練的行列。

(BiBB, 2004c; BMBF, 2004c: 197)
然企業何以願意投資龐大金額於
實習訓練之上？BMBF 於《德國職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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