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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 2007 年起，全球青年失业率持续增长，到 2017 年已经超过 13%。然而这仅仅是平均数，一

些国家和地区所受到的冲击要远大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青年人占全球失业人口的比例过高，已

超过 35%，然而青年人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仅为 15% 有余。

全球青年人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即就业或失业青年人的比例，持续保持长期下降的趋势：从

2000 年的 53.3% 下降到 2016 年的 45.8%。在此期间，青年男性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差异持续

存在。例如，2016 年青年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53.9%，而青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37.3%，二

者相差 16.6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都收录于全球及各地区就业和社会趋势的回顾中（国际劳工组织，

2016a）。

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寻求对策，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对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下，并没

有普遍适用的对策方法，但是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政策制定者们却都开始重新探索或首次探索

高质量学徒制的重要意义，这也为青年人从校园天地向劳动世界的过渡提供了一条经过证明或考验

的道路。高质量学徒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通过帮助青年人获得相关的技能、个人发展和资格认证，

提升他们的就业力。高质量学徒制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机会，让青年人能够体验劳动世界，开启职

业生涯的发展过程。

高质量学徒制体系有助于将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与通过教育和培训体系获得的技能相匹配。这

就需要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包括雇主组织和工会在内的社会伙伴，以及培训机构的共同努力。

国际劳工组织（ILO）倡导高质量学徒制，将其作为重中之重，原因在于高质量学徒制不仅能够

帮助青年人获得体面的工作，也能够帮助企业找到未来所需的劳动者。通过提供国家层面的技术援

助和能力建设，ILO 致力于增进对有效方式方法的了解。

政府和社会伙伴也不断在征询建议，以找到建立高质量学徒制体系与项目的渠道方法。他们寄

希望于 ILO 这一国际发展机构和知识中心，帮助其将高质量学徒制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共识原则应用

于本国各自的情况。  

本卷旨在为各国所征询的有关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Girma Agune
技能与就业能力处处长

国际劳工组织 日内瓦

Azita Awad-Berar
就业政策司司长

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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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LA  学习能力发展与领导力评估机构（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erships 

and Leadership Assessment）

IOE   国际雇主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Employers）

ITUC  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rence）

IVET  初始职业教育与培训（Initi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SNL 国家技能需求清单（National Skills Needs List）

OECD 经济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NCP 国家职业资格注册体系（National Register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SENAC 商业和服务业委员会（Serviço Nacional de Aprendizagem Comercial）

SENAI  国家产业培训服务局（Serviço Nacional de Aprendizage m Industrial）

SENAR 农村工人委员会（Nacional de Aprendizagem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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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AT 运输工人委员会（Serviço Nacional de Aprendizagem do Transporte）

SETABS 教育和培训行业咨询委员会（Sect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dvisory Boards）

SMEs  中小企业（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SRY   国 家 职 业 教 育 和 培 训 委 员 会（National Council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Samarbeidsrådet for yrkesopplæring）

TUAC  工会咨询委员会（Trade Union Advisory Body）

TVET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Techn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ULR   工会学习代表（Union Learning Representatives）

VET   职业教育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PETA  瑞士《职业和专业教育与培训法》（Swiss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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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如何使用本指南

1.1　什么是 ILO高质量学徒制系列工具

ILO 高质量学徒制系列工具为改善学徒制体系和项目的设计与实施提供了资源，为参与高质量

学徒制设计的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提供了一套全面而精准的关键信息、指导方针与实践工具。

这套 ILO 系列工具介绍了 ILO 全球三方成员的良好实践案例，体现了高质量学徒制体系和项

目如何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共包括两卷：《政策制定者指南》（第一卷，即本书）和《从业者指南》

（第二卷）。

本卷，即《政策制定者指南》展现了 ILO 实现高质量学徒制体系的思路方法的本质特征，旨

在支持政策制定者对于学徒制体系的设计与未来发展。即将出版的第二卷则重点关注高质量学徒制

项目开发的实际情况，目的在于让实施者，包括人力资源经理、工会代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TVET）机构的教师和培训人员，以及地方 / 行业协作支持服务机构的雇员，对这些项目进行设计、

实施和监督。

1.2　谁可以使用本指南

如前文所述，本卷，即《政策制定者指南》的对象是参与高质量学徒制项目设计与开发的政策

制定者，包括政府及其培训机构、雇主及其相关组织、工会、培训机构。本指南将会协助他们更好

地理解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建设学徒制体系的方式。

1.3　本指南有哪些内容

本指南的结构如下。第 2 章介绍了 ILO 实现高质量学徒制体系的思路方法，体现了高质量学

徒制体系与其它形式的技能培训与工作导向学习之间的差别。第 3 章列举了高质量学徒制带来的良

好效果以及国际上为倡导高质量学徒制所做出的承诺。第 4 章介绍了为健全规范、运转良好的高质

量学徒制体系奠定基础的六大基本要素。

接下来的六章则分别详细介绍了每个基本要素的内容：有意义的社会对话；强健的监管框架；

利益攸关方明确的作用与责任；公平的经费安排；较强的劳动力市场相关性；以及包容性。这些基

本要素互相依存，共同形成了 ILO 实现高质量学徒制体系思路方法的必要基础。这些章节提供了良

好实践的案例，详细阐述了各国政策制定者在实现这些基本要素（或基本要素的某些组成部分）进

展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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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在每一章节的末尾都提供了对照清单，利益攸关方可以使用这一清单，评估自身学徒制体

系的各个要素，并明确有哪些需要阐明或加强的需求，确保国家学徒制项目能够成为“高质量学徒

制体系”。这些对照清单也为尚未建立学徒制体系的国家提供了指导，协助这些国家建立起健全、可

持续的高质量学徒制体系。 

1.4　如何使用本指南

本指南可以作为全面而精准的参考工具，协助政策制定者开发高质量学徒制体系。各国的学徒

制体系发展阶段有所不同，政策制定者也都有反映本国国情的重点任务。他们可能会需要与整个体

系或某一特定要素相关的信息，本指南中的良好实践也都是根据这种需求特别挑选的。

本指南的目的是为了阐释进行高质量学徒制培训开发的国家范围以及所采取的多种方式方法，

而不是部分或全部地接受某一学徒制体系。

本指南介绍了 ILO 实现高质量学徒制体系的思路方法，目的在于满足政策制定者提出的不同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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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 ILO 高质量学徒制

2.1　ILO对于高质量学徒制的定义

ILO 在 1939 年学徒制建议书（第 60 号）中第一次定义了学徒制的概念，随后被更加详细、范

围更广的 1962 年职业培训建议书（第 117 号）所取代。1962 年职业培训建议书重点关注与劳动力

市场联系的重要性，强调学徒制应具有系统性、长期性，与特定职业和既定标准相对应，具有工作

导向的实质性组成部分，并应以书面协议为基础（框 1）。

1. 学徒制的定义——1962 年职业培训建议书（第 117 号）

在某一机构（企业或事业）或某一独立工匠手下开展的针对已认证职业的系统性、长期性培训，

应该受书面学徒协议约束，并遵循既有标准”。“在某一机构（企业或事业）或某一独立工匠手下开展

的针对已认证职业的系统性、长期性培训，应该受书面学徒协议约束，并遵循既有标准”。

1962 年职业培训建议书中有专门关于学徒制培训的段落（第 47 至 54 段），规定了学徒制培训

的一系列要求。这些段落列举了“学徒式”职业认证以及建立学徒制相应监管框架的必要条件，并

就学徒协议的内容以及实施学徒制企业的认证与监督提出了详细方案。这些段落也注意到，需要格

外考虑准入要求、期限、在岗和脱产培训间的关系、评估、资格认证、薪酬、事故保险和带薪休假

等问题。

总而言之，第 117 号建议书为定义学徒制提供了珍贵而精确的起点。建议书通过后的这些年，

ILO 已经参与了数个支持学徒制培训的计划，倡导高质量学徒制体系的概念，强调培训质量及其与

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性。该学徒制体系的特点如下：

高质量学徒制是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独特形式，结合了在岗和脱产培训，让学习者能够从生

活的方方面面获得某一特定职业相关的知识、技能和能力。高质量学徒制受到法律以及通过社会对

话实现的集体协议和政策决定的监管和经费保障，需要书面协议详细规定学徒与雇主各方的作用和

责任，学徒制也将为学徒提供薪酬，将其纳入标准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经过一段时期定位精准、结

构清晰的培训，在成功完成正式评估后，学徒便可获得资格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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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男性和女性有很多方式去获得在岗和脱产培训，ILO 实现成功的高质量学徒制的思路方法

主要基于六个主要基本要素：

 · 有意义的社会对话

 · 强健的监管框架

 · 利益攸关方明确的作用与责任

 · 公平的经费安排

 · 较强的劳动力市场关联性

 · 包容性

第 4 至 10 章将会详细阐释这六个基本要素。

2.2　国别定义

学徒制并没有各国通用的唯一的标准化定义，但多年来形成了应对本国需求的多种方式方法

（框 2）。

巴西的定义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关联、通过结构化项目实现递进、学徒协议的重要性。德国

2005 年出台的《职业培训法案》则重点关注与某一职业相关的系统性培训。斐济的定义强调学徒与

雇主之间的合约性关联，同时强调应获得必要的技能以实现某一类型的就业。南非的重点在于在岗

与脱产培训的结合、评估以及具体实践要求。美国的重点也在于在岗与脱产培训的平衡，同时也关

注学徒制项目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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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 2. 部分国家对学徒制的定义

巴西

学徒制是针对青年和成年人提供系统性职业技术培训的过程，通过在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完成从简

到繁的任务得以开展。这些活动应通过学徒制协议得以实施，并依托于相关培训项目，这些培训项目

则应在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的指导与负责下组织与开发。（巴西劳工与就业部，2013）。

德国

学徒制应该“通过系统性的培训项目，传授在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从事某种技能性职业所必须的

专业技能、知识和资格认证（职业能力）。”（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2005）

斐济

学徒是指“受到协议约束，并在（斐济国家培训）委员会所规定的的一段时期内，服务于某一雇

主的个人，包括正在接受培训的个人……以实现在就业期间获得理论与实践知识，雇主一方则有责任

对该个人进行指导。”（斐济国家培训法案，1973）

南非

“现代学徒制结合了在岗培训和相关的课堂指导，通过这种方式，学徒能够学习指定行业（工种）

实践和理论各方面内容。学徒应在领导力开发与领导力评估学会（INDLELA）培训结束时接受行业测

试，通过测试后将根据适用的谈判委员会协议，实现相关行业的技工认证。”（南非劳工部）

美国

“学徒制是在岗培训与相关指导的结合，通过学徒制，工人们可以学习到高技能职业实践与理论的

各方面内容。学徒制项目可以由雇主、联合雇主、劳工群体和 / 或雇主组织提供资助。”（美国劳工部，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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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就拉丁美洲国家学徒制定义中的一些要素进行了比较。从表中可见，大多数国家都将在岗

培训与脱产培训相结合，近半数的国家会提供就业合同；但是少有国家对能力 / 资格进行评估和认

证，而这恰恰是很多雇主在招聘过程中所看重的（Fazio et al.，2016）。

1. 拉丁美洲国家学徒制定义要素比较

国家
工作（雇主与学徒间

签订合同 / 协议）

提供结构化培训（明

确培训方案）
在岗 + 脱产培训

所需能力 / 资格的评估与

产业认可的认证

巴西 有 是 是 无

智利 有 是 否 无

哥伦比亚 有 否 是 无

哥斯达黎加 无 否 是 无

墨西哥 无 是 是 有

秘鲁 有时有 是 是 有

来源 : Fazio et al.，2016

理解高质量学徒制体系的关键，在于考察如何解释学徒制的概念，并通过附加的法律规定、

集体谈判协议或基于经验与实践，在某一国家进行实施。本指南也会就这一观点进行深入详细阐

释。

2.3　学徒制及工作导向学习的其他形式

人们经常会或多或少地混淆学徒制相关的不同术语。因此，在定义“学徒制”时，应该明确学

徒制与工作导向学习（WBL）的其他形式之间的区别，例如非正规学徒制、受训制和实习制。

非正规学徒制通常存在于非正规经济中，让有经验的工匠向年轻人传授适当技能，通常涵盖了

某一工种（行当）的全部技能。这种传授并不遵循课程大纲，也不会进行资格认证，受到社会规范

与传统而非法律法规的约束。

实习制和受训制为已经结束学习或正在学习的年轻人提供在工作场所学习的机会——通常涵盖

某一岗位或职业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所需的全部技能——同时在某一部门或岗位进行工作。这些项

目一般不会遵循课程大纲，也不会通过技能评估发放资格认证，但是实习制和受训制之间的区别，

大部分取决于某一国家的利益攸关方如何对其定义。

如前文所述，一直以来，ILO 都在倡导高质量学徒制的概念，也就是基于六个基本要素的学徒

制，强调其质量以及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联。

如表 2 所示，学徒制与工作导向学习的其他形式有明显的区别，尤其是在工作环境和学习机会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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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方面，有着特别的优势。简而言之，学徒制是工作导向学习的一种形式，但并不是说所有形式

的工作导向学习都是学徒制。

2. 学徒制与工作导向学习的其他形式之间的典型区别

学徒制 非正规学徒制 实习制 受训制

三方治理 有 无 无 无

薪酬 有 可能有 可能有 可能有

书面协议 有 无 可能有 可能有

社会保障 有 无 无 无

法律框架 有 无 无 无

学习项目 有 无 无 可能有

在岗培训 有 有 有 有

脱产培训 有 无 无 无

正式评估 有 无 无 无

资格认证 有 无 无 无

期限 1-4 年 不等 最多 12 个月 最多 12 个月

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2012。

学徒制和受训制通常被相提并论，但二者是不同的。从针对欧洲国家的详细对比（表 3）中可

以看出，二者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学力、内容、在岗培训、时长、就业状态、

薪酬、治理和发起者方面。

3. 欧洲学徒制与受训制之间的典型区别

高质量学徒制 受训制

范围
可获得资格认证的全面专业或职业教育培训履

历
补充完善教育背景或个人简历

目标 专业履历 / 资格认证 记入档案的实践经验

学历 通常为欧洲资格标准 * 3-5 级

受训制可以作为欧洲资格标准各个等级项目的

一部分——包括职业（前）教育、高等教育和

研究生教育（有时是强制性的）

表

2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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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学徒制 受训制

内容
 获得某个职业相关的一整套知识、技能和能

力

 职业和 / 或工作 / 生涯导向，获得某一职业或

专业的部分知识、技能与能力

在岗学习 与课程同等重要 通常是课程的补充或作为额外选项

时限
·中期到长期，时限确定

·一般最多四年

短期到中期，时限不等

一般不超过一年

就业状态
就业状态

签约 / 受雇学徒

学生 / 受训者通常基于与雇主或学校签订的协

议；有时为志愿者状态或未明确状态

薪酬

·带薪——通过集体谈判或根据法律制定薪酬

额度

·高质量学徒制津贴，考虑到个人与雇主的净

成本和福利

薪酬不定，通常为无薪

不受监管的经济补贴

治理 通常基于三方机制的强力监管 不受监管或部分监管

参与者 通常为社会伙伴、培训机构 个人、企业、国家、教育机构

来源：欧盟委员会，2013b，p.8.

* ESF: 欧洲资格标准（欧盟委员会，2017）

例如，在澳大利亚受训制与学徒制之间的区别在于，受训制可以是全职或兼职培训计划，通常

持续 12 个月（学徒制通常持续 3 至 4 年），一般不限定于特定工种（澳大利亚教育部，2017）。

这些区别是否重要

正如欧盟委员会所指出的，“我们所做的国别分析表明，学徒制已经不断地产生了积极的就业成

果，且不仅仅局限于德国和奥地利等典型双轨制培训体系国家”。而受训制方面的成果却并没那么有

说服力（欧盟委员会，2013b，pp. 9 and 13）。

对于学徒来说，答案是明确的“是”。高质量学徒制可以提供系统的培训和资格认证，提供薪酬

和社会保障福利，增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

对于雇主来说，答案也是“是”。高质量学徒制提供了“随时准备上岗”且技能熟练的员工，从

而协助解决了招聘问题。

对于政府来说，答案同样是“是”。高质量学徒制协助青年人完成向劳动力市场的过渡，缓解了

技能不匹配和青年失业的问题。

第 3 章将详细阐释学徒制带来的种种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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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对照清单

您可以利用以下对照清单，对您所在国家的学徒制定义进行评估，以确定哪些元素需要得以加

强。

主要特点 是 否

在您所在国家：

是否有官方文件对学徒制做出定义和规定（例如法律、部长令、集体协议和 / 或通过社会对话产

生的政策决定）？

如果您的答案为“是”，该学徒制定义是否包含了以下元素：

·结合了在岗培训和脱产学习？

·针对某一职业的从业培训？

·书面协议，详细阐明学徒与雇主的作用与责任？

·书面协议，约定为学徒提供薪酬和标准社保？

·有机会在通过正式评估后获得资格认证？

对于上述的任何问题，如果您的答案为“否”，那么您就有必要考虑如何进一步阐明和 / 或加强

您所在国家关于学徒制的定义，确保其拥有最低标准，以及成为高质量学徒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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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高质量学徒制是具有吸引力的
　  政策选择

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国际组织、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已经增加了呼声，倡导开展和 / 或

改善高质量学徒制体系和项目。本章旨在阐明这些组织机构对学徒制体系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本

章的第一部分列举了国际和国家层面为支持倡导高质量学徒制所做出的承诺。第二部分则充分阐明

了实施高质量学徒制的原因，也给出了高质量学徒制所带来的诸多有利之处的理由。

3.1　列举全球和国家层面为倡导高质量学徒制所做出的承诺

本节介绍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描述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利益攸关方如何为倡导高质量学徒

制作出了贡献。

3.1.1　国际劳工组织

在第 101 届国际劳工大会（2012 年）上，ILO 通过了题为《青年就业危机：行动呼吁》的决

议。决议重申了通过“包括学徒制、其他工作实践计划和工作导向学习在内的强化的职业技术教育

与培训（TVET）”将教育、培训与劳动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性。决议呼吁各国政府酌情认真考虑以

下问题：

 · 通过开展社会对话，探讨技能不匹配、资格标准化以回应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包括学徒制、

其他工作实践计划和工作导向学习在内的强化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TVET），完善教育、

培训与劳动世界之间的联系。

 · 通过以下方式完善学徒制的范围和类型

 · 利用更为结构化的课堂学习补充岗位培训；

 · 提高作为学徒制监督者的工匠师傅以及职业培训机构培训者的培训技能；

 · 包括素养培训和生活技能培训；

 · 加强社区参与，尤其向年轻女性和青年人中的弱势群体开放更多的工作机会。

 · 通过认证等方式，对学徒制、实习制和其他工作实践计划进行管理和监督，确保他们获得了

真实的学习经历，并不是取代了一般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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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呼吁社会伙伴鼓励企业提供学徒制的场所，并参与学徒工作条件相关规定的集体谈判

（ILO，2012a）。

3.1.2　二十国集团（G20）

二十国集团由 19 个国家和欧盟组成，是金融和经济领域国际合作的核心论坛。2012 年，G20

经济体的劳工和就业部长呼吁成员国共享“学徒制项目设计与实施的经验，探索确定 G20 经济体

间共同原则的道路”（G20，2012）。四年后，二十国集团再次呼吁学徒制方面的行动，并呼吁通过

《二十国集团关于促进高质量学徒制的倡议》（框 3），认可“全球范围内学徒制已被证明是开展职业

培训愈加有效的手段”。各国同意进一步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提升学徒制的质量、数量和多样性，框 

3 介绍了具体的例子（G20，2016）。

3.《二十国集团（G20）关于促进高质量学徒制的倡议》提出的具体行动（2016）（节选）

 · 制定国家目标，开发、扩大并完善学徒制项目，包括高等教育程度的学徒项目。

 · 通过充分实现社会伙伴（政府、雇主和工人组织）参与学徒制的设计、开发和供给，确保较强的工

作导向培训性质（即双轨制培训体系、有效的职业生涯指导以及正规教育与技能认证体系的融合），

从而提升学徒制的质量。

 · 在更广的职业领域广泛推广学徒制项目，尤其是新兴领域和技能短缺领域。

 · 通过在培训项目中反映企业的技能需求，解决法律和监管方面的不利因素，实现雇主、培训提供方

和公共机构间充分 / 恰当的成本分配，促进企业参与学徒制体系，增强学徒制对于雇主，尤其是中小

企业的吸引力。

 · 确保学徒制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培训环境，包括合适的薪酬、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福利，同时

尊重劳动权利和职业安全卫生。

3.1.3　工会 20（L20）和工商 20（B20）

G20 经济体的工会（工会 20-L20）和雇主组织（工商 20-B20）也共同致力于学徒制的倡

导。通过与全球工会和雇主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雇主组织、经合组织工商咨询委员会和经

合组织工会咨询委员会）的合作，L20 和 B20 于 2013 年就“高质量学徒制的关键元素”达成共识

（ITUC，2013），共同强调了学徒制发挥作用的关键原则——见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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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全球社会伙伴提出的高质量学徒制原则（节选）

 · 必须根据国家情况，确定政府、雇主和工会承担的共同责任。

 · 配备高素质、具有积极性的师资和先进设备的高质量职业院校，是有效学习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 成功进入学徒制体系的机会，不仅仅应提供给青年人，也应提供给需要转入新行业或需要更新技能

以满足业务需求变化的转岗的成年人。

 · 应制定战略，提升学徒制的社会地位，塑造学徒制的积极形象，使其成为通往心仪职业生涯的一条

有效途径。

 · 学徒制体系自身的合同安排应符合国家法律和实践。

 · 学徒制体系必须以工作场所为中心。

 · 学徒制项目必须反映性别平等方面的目标。

 · 学徒制应该通过技能开发、一般商务知识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鼓励创业精神和创新。

3.1.4　欧盟理事会　

2013 年，欧盟（EU）成员国通过了理事会关于欧洲学徒制联盟的宣言。欧洲学徒制联盟是一

个多方平台，旨在提升学徒制的质量、供给、形象和流动性（欧盟理事会，2013）。宣言总结提出：

“通过促进技能获得以及确保从教育培训体系向劳动力市场平稳可持续地过渡，高质量学徒制计划可

以为应对青年失业做出积极贡献。当此类计划成为国家层面综合措施的一部分时，将会发挥最有效

的作用。”宣言还指出：“学徒制计划应该遵守若干共同指导原则，从而发挥其有效性和吸引力。”宣

言重点强调了如下原则。

a. 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明确规定参与各方需强制执行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b. 鼓励在国家层面与社会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必要时也可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包

括中介机构（商会、工业和手工业机构、各专业和行业组织）、教育和培训提供方、青年和学生组织

以及地方、地区和国家政府机构。

c. 通过资格和能力认证体系，确保学徒制计划充分地融入到正规教育和培训体系中，并提供接

受高等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机会。

d. 确保所获资格、能力与学徒制学习过程是高质量的，有着明确的学习成果和质量保证标准，

且符合建立欧洲职业教育培训质量保证参考框架的建议书，同时确保学徒制模型能够作为有价值的

学习工具得到认可，并能跨越国界，在国家资格框架体系内，提供了向更高技能岗位提升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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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将高质量的工作导向性学习和培训纳入其中，用更加广泛的、横向的（transversal）、可转换

的技能来补充工作所需，确保参与者在学徒制结束后能够适应变化。

f. 让雇主和公共机构充分参与、资助学徒制计划，确保学徒获得足够的薪酬和社会保护，为全

部参与者，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适当的激励，同时也要提供足够的场所，使学徒制得以开展。

g. 覆盖多个部门和职业，包括具有较大就业潜力的新领域和创新部门，同时也要考虑到未来技

能需求情况。

h. 通过提供职业生涯指导、预备性培训和其他有针对性的支持，协助缺乏机会的青年人参与学

徒制计划。

i. 有针对性地提升青年人、家长、教育和培训提供方、雇主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意识，以倡

导学徒制计划，强调学徒制是通往卓越的途径，能够带来广阔的教育和职业机遇，并将学徒制作为

落实“青年保障计划”（Youth Guarantee schemes）的选项之一。1

3.1.5　国家层面

环顾世界，各国政府也逐渐开始重视学徒制体系和项目的建立和完善。各国以不同的形式开展

行动，很多国家已经：

 · 在近期完成了或正在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直接相关的法律修订或立法工作——比利时、

保加利亚、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和西班牙；　

 · 在近期完成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间接相关的法律修订或立法工作——爱尔兰成立了质量保

障和资格认证局（Quality and Qualifications）；

 · 在国家层面开展了学徒制的评估和后续改革——澳大利亚、爱尔兰、印度和英国；

 · 做出了重要努力，修正学徒制项目相关的法律——一系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包括牙

买加、巴哈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秘鲁

（Fazio et al.，2016）；

 · 制定新的国家战略，支持学徒制培训——德国建立了 2015—2018 初始和继续培训联盟，丹

麦出台了改善职业教育和培训战略，挪威制定了学徒制三方社会协议；

 · 引进了新的筹资机制——英国推出了学徒税（Apprenticeship Levy），新西兰的“重启学徒

制”（Apprenticeship Reboot）项目；

1　青年保障计划于 2013 年 4 月由欧盟理事会发起。计划建议成员国应“确保所有 25 岁以下的青年人都能够在失业

后或正规教育毕业后四个月内，拥有高质量的就业、继续教育或进入学徒制或受训制”（2013 年 4 月 22 日，欧盟理

事会关于建立青年保障计划的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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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全重建了行政架构，以实施学徒制相关的政策——荷兰和英国；

 · 开启了现有学徒制职业目录、学习成果和大纲的检查流程，并开发新系列——爱尔兰； 

 · 加强社会对话，提升学徒制项目的地位，使其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关联——牙买加；

 · 在私营部门建立非营利项目，促进双规学徒制的发展——乌拉圭；

 · 在 ILO 的支持下，促进学徒制项目和 / 或体系的发展——巴西、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哥

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牙买加、摩洛哥、坦桑尼亚、突尼斯、乌干达和赞比亚。

印 度 出 台 的《2015 国 家 技 能 开 发 与 创 业 政 策》（National Policy on Skill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5）将学徒制作为其技能人才培养的重点项目之一。该政策建议与包括中小企

业在内的产业部门积极合作，使参与学徒制人数在 2020 年前增加 20 倍（框 5）。

5. 国家层面的学徒制计划——印度

印度政府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启动了国家学徒制推广计划（NAPS），以推广学徒制培训，激励接

收学徒的雇主。该计划规定了雇主在学徒培训和薪酬方面的开支中应承担的比例。

该计划有着宏伟的目标，希望能在 2020 年前，将学徒制的累积参与人数由 23 万人增加到 500 万

人。

印度还建立了方便人们使用的门户网站（www.apprenticeship.gov.in），实现学徒制流程的简易

化，并有效地管理和监督学徒制计划。该网站为雇主和学徒提供了点对点的在线服务，包括雇主从登

记和空缺描述到发布声明以及学徒从登记到接收、接受聘用函的各项服务。

《学徒制法案》也得以修订，确保雇主能较大规模地接收学徒，并鼓励雇主遵守法案的相关规定。

来源：印度政府，2017a.

3.2　高质量学徒制的有利之处

高质量学徒制能够给各利益攸关方带来多种多样的好处，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阐释。

3.2.1　协助学校到工作的过渡

2008 年，第 97 届国际劳工大会认可了学徒制的重要性，认为学徒制是“有效的手段，为年轻

人实现了学校与劳动世界的衔接，使他们能够在接受技术和专业培训的同时，获得工作经验。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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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他们就业时所面临的缺少工作经验的问题。”（ILO，2008）。

欧盟委员会的研究显示，学徒制持续不断地产生积极的就业成果。平均有 60%~70%（某些案

例中最高达到 90%）的学徒能够保障在完成学徒制之后立刻就业，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爱

尔兰和英国均是如此。“的确，学徒制项目，尤其是与双轨制培训体系相关的项目，在就业方面产

生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使得大量成员国引入了类似的学徒制计划，或对已有的学徒制体系进行改

革。”——例如比利时、塞浦路斯、意大利、罗马尼亚和西班牙（European Commission，2013b，

pp. 9-10）。

巴西对《学徒制法案》的影响力评估显示，与未从此类项目中受益的人们相比，学徒在毕业后

有更大的机会获得非临时性的正规工作，在中短期内的薪酬也更高（Corseuil et al.，2014）。

此外，与接受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学生群体相比，学徒的就业会更加容易，这在荷兰的案例

中有显著体现（框 6）。

6. 利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通道就业的相对成功率——荷兰

在 荷 兰，“可 以 利 用 两 种 通 道 获 得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与 培 训 资 格： 工 作 导 向 的 学 徒 制 通 道”

（beroepsbegeleidende leerweg - BBL）和学校导向的通道（beroepsopleidende leerweg - BOL）。

荷兰体系的创新之处在于两种资格的价值对等（ETUC/Unionlearn，2016，p. 48）。数据显示，“在就

业机会方面，BBL 和 BOL 两种通道间有着明显的区别”。2012 年，成功完成 BBL 通道的群体失业率

较低（3%），而完成 BOL 通道的群体的失业率根据资格等级的不同，为 11%~30%。此外，BOL 学

生找到第一份工作所需要的平均时间为一个月，而 BBL 学徒则只需要两周左右（荷兰政府，2014，p. 

76）。

获得第一份工作对于青年人来说是真正的挑战。雇主不愿意聘用没有工作经验且“工作准备度”

未知的青年人。雇主想知道这些青年人是否能够适应企业的文化，是否足够成熟从而能够严肃地对

待工作，是否拥有适当的软硬技能来做好工作。雇主们很难通过短暂的面试做出判断。高质量学徒

制项目使雇主在延长招聘流程的同时，对青年人进行培训，以从事企业需要的各项工作。与此同时，

学徒也能够有机会做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培训和职业生涯选择，展示他们的能力与潜在生产力。

3.2.2　促进教育世界与劳动世界间的相互协调

高质量学徒制项目提供了系统化的途径，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间的协作。

这使得企业能够影响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课程大纲和培训模式的设计，同时让职业技术教育与

培训机构的培训人员更好地理解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这种相互促进的协作关系

有利于提升整个培训的质量与有效性，减少技能不匹配的风险。

例如，在澳大利亚，提供在岗培训的雇主与提供脱产培训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二者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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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是学徒制体系的核心特点，也是学徒（或受训者）、雇主和经济体所享有的一项益处（框 7）。

7. 促进教育世界和劳动世界间的相互协调——澳大利亚

丰田澳大利亚公司与维多利亚州的康安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TAFE）建立了伙伴关系，共同承担

起支持澳大利亚学徒发展的责任。丰田和康安学院每月举行一次会议，探讨澳大利亚学徒制的进展、

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培训项目可能的改善。例如，他们发现，针对澳大利亚学徒开展的工作场所强制

性指导项目直接促进了学徒制成果的实现。在这种伙伴关系下，一项根据产业和企业情况量身定制的

培训评估认证得以开发，以支持该指导项目，丰田公司的很多工作场所导师都拥有这项资格认证（澳

大利亚，2011a，p. 50）。

3.2.3　有良好的商业价值

企业之所以投资高质量学徒制，是由于其能够产生良好的商业价值。高质量学徒制项目提供了

稳定、可靠的合格工人渠道，降低了招聘成本，也提升了员工的留用率——美国劳工部（框 8）。

8. 学徒制对于雇主的有利之处——美国

最重要的一点，高质量学徒制帮助企业培养高技能员工。高质量学徒制项目能够降低流动率、提

高生产力、减少招聘成本。 

其他有利之处：

 · 定制化培训，满足行业标准，为企业需求量身定制，将培养出高技能雇员。

 · 通过跟随经验丰富的导师进行在岗学习，不断实现知识的转移，结合课堂教育，支持工作导向学习。

 · 提升员工留用率：完成学徒制项目的学徒中，有 91% 在 9 个月后依然在该企业工作。

 · 项目强调安全培训，所创造的安全工作环境将会减少工人的赔偿成本。

 · 稳定、可靠的合格工人来源渠道。

 · 系统的培训渠道，确保雇员所获得的培训和认证达到职业所需的最高技能水平要求（美国劳工部，

2017b）。

世界范围内，雇主对于学徒制一般持积极看法（图 1）。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大部分的雇

主对学徒制感到满意，并指出在生产力方面有所改善（Fazio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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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雇主对于学徒制的看法

来源：Fazio et al.，2016

另外一项有利之处，则是学徒制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的积极影响。受到良好培训的工人更能够

理解企业生产流程的复杂性，能够发现并采取措施，为企业做出技术上的改进（Lerman，2014a，

p.14）。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技能工人为基础的企业所获得的收益将会远远超过最初对于新学徒的投资。

如同第 8 章将会详细阐释的内容，随着学徒学习了工作所需的技能，生产力得到提高，企业就会收

回培训的成本，获得净利润。

3.2.4　提供经济有效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新科技与其他新元素的到来使得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产生持续的变化。预测未来的技能需求，

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配备最新的设备和工具，更新课程大纲和培训模式，提升教师与培训者

的技能，这些都是成本密集型的工作，并没有一蹴而就的投资。

如果公共机构和其他资助方能够在教育和劳动世界间建立起伙伴关系，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

构和企业就能够互相利用资源（例如装备和设施、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通过共同分摊培训的成

本，企业和负责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政府机构就能够共同享有培训带来的利益。

图 2：公共投资的经济收益——英国

来源：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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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什么高质量学

徒制是具有吸引力

的政策选择

如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报告所述（图 2），公共投资的经济收入是十分可观的。政府对学徒培训

投资 1 英镑的净现值，净收益预计为 16~21 英镑。

第 8 章将会进一步阐释这一问题。

3.2.5　高质量学徒制有利于中小企业　（SMEs）

在地方劳动力市场中，中小企业十分重要，通常在支持地方就业、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中小企业通常会利用高质量学徒制解决技能短缺的问题，实现企业未来的发展，使青

年人根据生产服务的需求获得专业技能，从而制造高质量的产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研究发现，

学徒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脱产培训，能够接触到最新的技术创新，中小企业也会从中受益

（Fazio et al.，2016）。

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二十一世纪的学徒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模式》指出，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地区（LAC）国家关注学徒制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生产力、创新、技能需求与供给之间

的不匹配，图 3 对其进行了归纳。

图 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学徒制主要影响归纳

来源： Fazio et al.，2016.

推广高质量学徒制有着令人信服的理由。国际组织和国际层面的社会伙伴都已经达成共识，学

徒制会带来一系列有利之处，应该采取相关措施并制定相关原则，以支持学徒制的设计和实施。

***

3.2.6　对照清单

您可以使用以下对照清单评估是否可以证明或确认到政府、雇主和青年人从学徒制中有所获益。

推广高质量学徒制的理由 是 否

在您所在国家，是否有证据表明

·学徒制有利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

·学徒制促进了教育与劳动世界之间的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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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高质量学徒制的理由 是 否

·学徒制产生了良好的商业价值。

·学徒制提供了经济有效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方式。

·学徒制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SMEs）。

·政府、雇主、工会和青年人都意识到了学徒制带来的好处。

·您了解国际和地区性加强学徒制发展的计划。

对于上述的任何问题，如果您的答案为“否”，那么您就有必要考虑如何收集信息，以反映您所

在国家高质量学徒制体系的发展情况。学徒制有利之处的实证信息是培养利益攸关方相关意识的关

键因素，可能成为催化剂，促进成功、可持续的高质量学徒制体系清晰框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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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质量学徒制体系的基本要素

ILO 建设成功高质量学徒制体系的途径基于六大基本要素（见图 4）：

 · 有意义的社会对话

 · 强健的监管框架

 · 明确的作用与责任

 · 公平的经费安排

 · 较强的劳动力市场相关性

 · 包容性

图 4：高质量学徒制体系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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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这些基本要素为何如此重要

高质量学徒制是教育与劳动世界之间的桥梁，建立在社会伙伴（雇主、雇主组织和工会）参与

的社会对话基础之上，它们是确定所需培训以及培训方式的最佳合作伙伴。

高质量学徒制需要一个强健稳定的监管框架，该框架为学徒制体系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了总体条

件，并确保学徒的体面工作。

高质量学徒制建立在众多利益攸关方的支持和承诺之上，这些利益攸关方清楚地了解自身的作

用和职责，其共同的目的在于确保整个体系的一致性。

高质量学徒制为公共机构、雇主和学徒本身带来了成本和收益。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总体认识，

即成本是公平分摊的，从而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愿意长期参与。

高质量学徒制使青年人能够就业并参与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雇主和学徒必须了解存在哪些职

业和技能需求，以及如何对这些技能进行认证。

高质量学徒制不仅仅是为某个社会群体设计的。若使得学徒制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则需要采取

积极行动，以增加多样性、完善报告和问责制、提高灵活性并加强咨询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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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对话

ILO 总干事盖·莱德（Guy Ryder）曾指出：“望眼全球的学徒制体系，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基本都是社会对话。学徒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由于其连结了课堂与工作场所，通过雇主和工

人了解需要哪些培训以及如何提供培训”。1

5.1　序言

本章旨在明确社会对话的定义，并列举一系列案例，体现在国家和行业层面，使高质量学徒制

体系发挥作用的关键方式。

社会对话是 ILO 工作的基石之一，包括政府、雇主和员工代表之间针对涉及共同利益的经济社

会政策问题展开的所有形式的谈判与协商，甚至是简单的信息交换，见框 9。

9. 社会对话的常见形式

 · 信息共享：最基本且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其本身并不涉及对于问题的切实探讨或行动，但依然是

必要的。

 · 协商：不仅仅是信息的共享，而是需要通过交流观点，实现深入对话。

 · 谈判与达成协议：很多机构都会利用协商与信息共享，但只有某些机构有权力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

协议。通常来说，为政府部门、立法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无法实现这一点。

 · 集体谈判：集体谈判是社会对话不可或缺的普遍形式，反映了一国在国家层面建立三方机制的能力。

集体谈判可以在企业、行业、地区、国家甚至国际层面进行。

社会对话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劳动世界利益攸关方的共识建设和民主参与。成功的社会对话结

构与流程有助于解决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鼓励良好治理，推进社会经济的和平与稳定，推动经济

进步。

然而，若要有效开展社会对话，必须有以下条件作为前提：

 · 强健、独立的工会和雇主组织，拥有参与社会对话的技术能力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

1　在签署 B20 和 L20《高质量学徒制关键要素共同谅解录》时的讲话，2013 年 6 月 18 日，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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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政治意愿和决心参与三方社会对话；

 · 尊重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基本权利；

 · 适当的制度支持。

社会对话旨在解决各类产业（劳资）关系问题——政治过渡、就业政策、工资、社会保障、非

正规经济、性别平等、工作中的基本权利、绿色经济和劳动法（ILO，2013a）。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TVET）以及更具体的学徒制培训，也是社会对话旨在解决的问题。

5.2　社会对话与高质量学徒制

社会对话在高质量学徒制培训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中起到尤其重要的作用。其实，ILO 早已经形

成共识，其成员国应“与社会伙伴共同制定教育和培训的国家战略，并为国家、地区、地方、行业

和政府层面的培训政策建立指导框架”1。一项针对 12 个国家的国家技能开发政策的比较分析研究发

现，集体谈判可以培育一种学习文化，确保工作场所学习的质量（Aggarwal，2013）。

在经合组织国家，“社会伙伴的参与（雇主、工会和专业化组织）十分必要，能够确保职业培训

项目的组织与内容满足雇主、经济发展和学生的需求……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开发和确保政策充分实

施方面，社会伙伴的参与同样非常关键”（Fazekas and Field，2013）

社会对话和高质量学徒制培训之间的关系在各国以不同的方式得以体现。很多国家都设有三方

或两方机构，制定、实施并监督学徒制培训政策。类似的，学徒制培训也是政府和社会伙伴（或仅

仅是雇主组织和工会）之间谈判的主题。

在欧盟，欧洲各国跨产业社会伙伴大力参与欧洲学徒制联盟。2013 年，社会伙伴与欧盟委员会

以及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立陶宛）签署了联合宣言，通过《青年就业行动框架》参与到学徒制相关

工作中。社会伙伴在提高学徒制质量和有效性方面做出了努力，2016 年又发布了联合声明，通过这

些工作，社会伙伴为即将推出的《欧洲高质量有效学徒制框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5.3　三方和两方机构

5.3.1　国家层面　

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工会和雇主组织都是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三方委员会的正式成员，有着

平等的代表权。这一委员会负责研究解决学徒制培训政策设计与实施相关的问题。这些三方机构包

括： 

1　见 ILO《2014 年人力资源开发建议书》（第 195 号）第 5（a）段，网址：http://www.ilo.org/dyn/ normlex/en/f?p=NO

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R195 [accessed 28 Februa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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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加利亚——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

 · 塞浦路斯——学徒制委员会

 · 丹麦——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理事会

 · 法国——国家就业、职业培训和指导理事会

 · 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

 · 爱尔兰——学徒制理事会

 · 卢森堡——职业培训委员会（通过议会建立）

 · 荷兰——成立“职业教育、培训和劳动力市场合作组织”（SBB）

 · 西班牙——职业培训总理事会（ETUC/Unionlearn，2016 年成立）

挪威的社会伙伴（雇主组织和工会）在跨行业、行业和地区 / 地方层面学徒制相关机构中都有

代表，且经常是多数代表。这些机构讨论的问题包括总体质量、培训项目、课程大纲制定、职业生

涯指导以及评估（框 10）。

10. 挪威的社会对话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根据法律框架，社会伙伴在所有国家级和郡级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重要咨询机构中都派有

代表，且经常是多数代表：

 · 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理事会（Samarbeidsradet for yrkesoppl&ring - SRY），从总体层面就质量问

题提供建议；

 · 九个职业培训理事会（Faglige rad）针对培训项目结构、课程大纲制定和质量问题为专门行业群体

提供建议；郡职业培训理事会（Yrkesoppl&ringsnemnda）针对质量、职业生涯指导、地区发展和

该郡的法律规定为每个郡提供建议，满足地方劳动力市场需求；

 · 分行业考试委员会（Provenemnder）设于各个郡，负责行业及学徒期满工人的考试；

 · 国家和地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申诉委员会（Klagenemnder）负责接待未通过行业及学徒期满工人

最终考核的人员（挪威教育理事会，2014，p. 9）。

在世界其他地区，如非洲，南非的多个与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相关的三方机构都有工会和雇主

组织的代表。例如，国家技能署（National Skills Authority）为劳工部提供技能政策与战略及其实施

方面的建议，南非资格认定委员会（South African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负责监督国家资格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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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开发与实施，行业与职业资格认定理事会（Quality Council on Trades and Occupations）负

责监督职业资格的设计、实施、评估与认证（ILO，2017）。

在亚洲，印度的国家职业培训三方理事会也有社会伙伴代表，这一理事会针对课程大纲、教学

设备、课程时长、培训和认证方法等标准的设定，为印度劳工和就业部提供建议。印度中央学徒制

理事会针对学徒制培训计划的相关政策、规范和标准，为印度政府提供建议。

在拉丁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社会伙伴是国家职业培训机构国家专业技术培训学院

（INFOTEP）董事会成员。

5.3.2　行业层面

在行业层面，工会和雇主组织尤其活跃。无论是在初始职业教育与培训（IVET）或继续职业教

育与培训（CVET）方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下，由工会和雇主组织代表组成的行业机构在促

进和实施技能开发政策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情况在欧洲非常普遍，丹麦、法国、德国和荷兰

都有着非常成熟的模式。

在荷兰，行业机构的作用最近发生了变化。此前，共有 17 个行业层面的“知识中心”负责资格

和评估标准的制定、公司的认证和在岗培训的质量保证。这些中心现在已被更广泛的行业商会（包

括技术和建筑环境工程，移动、运输、物流和海事，医疗保健、福利和体育，贸易，信息和通信技

术以及创意产业、餐饮和招待业，商业服务，专业工艺）所取代，这些商会由职业教育、培训和劳

动力市场合作组织（SBB）进行协调。

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社会伙伴参与行业机构的例子。例如，在南非，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

（SETAS）为社会伙伴开展行业技能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了机构框架。巴西的社会伙伴参加了 S 系

统委员会，即国家产业培训服务局（SENAI），SENAC——商业和服务业，SENAR——农村工人，

SENAT——运输工人。它们还参与了国家产业培训服务局的行业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明确职

业概况从而开展课程大纲设计（ILO，2017）。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国家专业技术培训学院设有行业咨

询委员会，工人和雇主代表为双轨制培训的规划与管理献计献策。

5.4　社会对话战略与谈判

5.4.1　国家层面

在很多国家，社会伙伴也参与制定国家学徒战略。

德国的联邦和地区政府（Länder）以及社会伙伴商定了一项联合战略，即 2015-2018 初始和

继续培训联盟，该联盟认为有必要增加学徒名额（2014-2015 年增加 2 万个）、准学徒名额（增加

2 万个）和参加学徒制培训的青年移民的比例（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2017）。经政府和社会伙伴

讨论，丹麦于 2014 年通过了一项新的改革，即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改革。这一改革旨在提高学徒

培训中 16~17 岁人员的比例，提高完成率，提高培训的总体质量，加强对学徒培训的总体信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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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还从实际角度提出：在丹麦语和数学方面设置最低入学要求；通过将 12 个职业准入路线缩减到

4 个更宽泛的领域，并引入基础课程，逐渐加强学徒的专业化水平；为学徒提供相当于普通高中水

平的学历资格认证，从而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在南非，政府和社会伙伴于 2011 年签署了一

项国家技能协议，以拓展该国的技能。双方同意，雇用工匠的公司应培训足够的学徒，确保能够不

断补充熟练工人空缺，学徒制的目标应该纳入行业技能计划中。政府承诺，国有企业将至少招收 2

万名学徒和学习者。2017 年 6 月，美国劳工部宣布其正在建立学徒制扩展工作组（Task Force on 

Apprenticeship Expansion），制定促进学徒制发展的战略和建议，尤其针对学徒制项目不足的行业

部门。工作组成员包括雇主和工会的代表。

5.4.2　行业（部门）层面

在部分国家，行业层面的谈判可能涉及学徒制方面的问题。

在德国，社会伙伴间会签署协议、呼吁和发表意向声明，旨在维持和创造学徒制培训名额，

并在学徒成功完成培训后对其进行接收，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化学行业领域的社会伙伴同意在

2011 年、2012 年和 2013 年，平均每年为学徒提供 9000 个培训名额；德国电信公司（Deutsche 

Telekom）同意在 2011—2013 年将学徒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保持在 2.9%，相当于 13000 个培训名

额；大众汽车公司同意在 2010—2014 年共提供 1250 个名额。同时存在地区级的协议，例如在巴

伐利亚州和巴登 - 沃尔滕贝格州的塑料加工行业，社会伙伴同意在 2011 年将学徒人数增加 1.5%，

2012 年增加 2%，2013 年增加 3%；在下萨克森州的金属加工和电气行业，社会伙伴同意每年接收

1000 名学徒。很多行业的社会伙伴也同意在学徒成功完成培训后对其进行接收。例如，德国电信同

意在 2010—2012 年，向 4700 名学徒提供全职永久协议（Bispkink and WSI Tarifarchiv，2012）。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法国汽车服务业。2015 年，社会伙伴签署了一项关于汽车行业学徒制质量

和数量发展的国家级联合协议（accord paritaire national rélatif au développement qualitatif et 

quantitatif de l’apprentissage dans les services de l’automobile）。协议包含了一些教育和学徒

制方面的目标，其中指出：

 · 增加学徒制培训支出；

 · 确定每三年将培训的学徒人数；

 · 处理提前终止学徒制协议的问题；

 · 继续采取措施，促进就业率；

 · 每年增加经过培训的企业专职导师人数；

 · 增加女性学徒的参与；

 · 研究提高残疾青年参与率的方法；

 · 致力于无中学学历的青年人的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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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进信息、指导和学徒前培训；以及

 · 更直接地将培训与学徒的需求联系起来。

***

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在国家和行业层面，都拥有强有力的学徒制培训社会对话机制，但并非每

个国家都是如此。挑战在于如何确保能够听取不同国家的雇主和工会的意见，并为学徒制项目的开

发做出贡献。而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如何建立适当的制度框架来促进社会对话也是一种挑战。在一

些国家，由社会对话所产生的协议也成为了构建健全监管框架的基本要素，第 6 章将进一步就强健

的监管框架展开研究。

5.5　对照清单

您可以利用以下对照清单，评估所在国家学徒制体系的社会对话，从而确定哪些因素可以得到

加强，并判断您所在国家的体系是否属于高质量学徒制体系。

社会对话 是 否

在您所在国家：

·社会伙伴，即雇主组织和工会，是否享有结社自由和集体协商的权利？

·是否成立了三方和 / 或两方机构，制定、实施并监督学徒制培训的监管框架和战略？

·社会伙伴是否正式参与国家和 / 或行业层面的学徒制体系设计？

·社会伙伴是否正式参与国家和 / 或行业层面的学徒制体系实施？

·社会伙伴是否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参与国家和 / 或行业层面的学徒制培训社会对话中？

·社会伙伴是否正式参与培训机构的认证中？

·社会伙伴是否正式参与学徒培训企业的认证 / 登记中？

对于上述的任何问题，如果您的答案为“否”，那么您就有必要考虑如何加强您所在国家学徒

制体系方面的社会对话，包括工会和雇主组织在内的社会伙伴参与学徒制项目的设计、开发和实施，

将成为高质量学徒制成功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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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引言

高质量学徒制需要强健的监管框架，这样的监管框架为高质量学徒制的设计、实施、监控和评

估创造了总体条件。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主导模式，而是存在着根据不同的国家背景、从不同的治

理结构中产生的各种法律法规和决定。例如，在一些国家，学徒制的很多方面可能需要利益攸关方

进行谈判协商；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这些方面则可能由法律进行监管。

本章旨在是解释高质量学徒制监管框架的性质，并从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不同的角度提供良

好实践的例子。

监管框架的主要功能在于：

 · 明确定义学徒制；

 · 确定学徒（雇员或受训人员）的身份以及学徒的条款和条件，包括工作条件、报酬、社会保

护和申诉机制；

 · 建立学徒制的治理和管理制度机制，明确社会对话将如何发挥作用；

 · 规定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权利、作用和责任，包括雇主、学徒和其他机构之间协议的性质；

 · 规定学徒制所涵盖的行业和资格；

 · 明确说明学徒期时长、在岗和脱产培训的比例、学习评估和认证流程以及学徒期结束时发放

的资格证书或证书；

 · 指明确保学徒制培训质量和相关性的机制，包括培训机构和企业的资格要求；

 · 告知可持续、公平的学徒制经费安排，包括政府、雇主和学徒之间的成本分摊；

 · 就促进社会包容和性别平等提出建议措施；以及

 · 明确学徒制的监督和评估安排。

欧盟委员会认为，强健的制度和监管框架通常具有八种不同职能（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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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 制度和监管框架的功能——欧盟委员会

 · 制定主要培训和技能发展要求的标准，确保项目的学习内容和质量；

 · 清晰地概括了所有相关部门的权利、作用和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将关键行动者，特别

 · 是社会伙伴的具体作用制度化；

 · 规定学徒（如雇员、受训人员）的身份；

 · 列明与学徒相关的基本条款和条件，包括（如适用）获得报酬和其他福利的权利；

 · 明确培训的（最短）持续时间以及学校和工作培训之间的时间分配；

 · 明确质量保证机制；

 · 确定教育机构、雇主和学徒之间的合同安排，通常反映在学徒制协议和冲突解决机制中；以及 t

 · 为教育机构和公司内部培训师设定最低资格标准和专业工作年限。

来源：欧盟委员会，2013b.pp.14-15.

高质量学徒制的监管框架包括三个不同的运作层面。第一层面主要是国家或州 / 地区一级颁布

的法律，并通过法案、法令和法规等方式在整个相关管辖区内实施。第二层面主要包括行业机构作

出的决定和通过集体谈判达成的协议（见第 5 章）。第三层面主要包括雇主和学徒（和 / 或其代表）

商定的合同安排。

6.2　国家层面的法规

国家法律是管理高质量学徒制的主要法律文书。然而，各国关于高质量学徒制的立法方式有所

不同，表 4 总结了其中的一些差异。许多国家，如比利时（法语区）、印度、新西兰、美国和赞比亚

都制定了关于学徒制的专门性法律，作为管理这类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主要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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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徒制立法的类型

高质量学徒制立法 国家

高质量学徒制的专门性法律

·阿尔及利亚《学徒制法案》—1981 年颁布

·比利时《双轨制培训合作协议》—2008 年颁布，2015 年修订

·印度《学徒法》—1961 年颁布，2014 年最后一次修订

·新西兰《产业培训与学徒制法案》—1992 年颁布，2014 年最后一次

修订

·斯里兰卡《国家学徒制法案》—1971 年颁布

·美国《国家学徒制法案》—1937 年颁布

·赞比亚《学徒制法案》—1965 年颁布

·摩洛哥《学徒制法案》—2000 年颁布

包含高质量学徒制相关规定的法律

·意大利第 81 号法令第 41 至 47 条 -2015 年颁布

·印度尼西亚《劳动法》第 21 至 30 条 - 2013 年颁布

·德国《职业培训法案》-2005 年颁布

·丹麦《基本职业与培训法案》-2013 年颁布

·瑞典《职业与专业教育培训条例》-2003 年颁布

·突尼斯《职业培训法案》-2008 年颁布

在一些国家，某些更广泛的法律（如《劳动法》）可能涵盖学徒制方面的内容。例如，意大利关

于劳动关系的一般法令第 41 至 47 条对于学徒制监管框架进行了最新补充。印度尼西亚也有类似的

例子，学徒制相关的规定被纳入了 2013 年《劳动法》的第 21 至 30 条。菲律宾的《劳动法》涵盖

了学徒制培训的内容，该法正在进行修订，以鼓励雇主更充分地参与国家学徒制项目。

丹麦、德国和瑞士都拥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相关的一般法律，但是实际上这些法律主要是针

对学徒制而制定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学徒制是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普遍形式。

显而易见，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有立法，虽然立法本身也非常重要，而在于法律的实施。很多国

家都以法令等形式进行了二级立法，以确保一级立法发挥效力。

法国 2014 年颁布的《职业培训、就业和社会民主法》就有一系列的法令作为补充，这些法令

明确了学徒税相关内容的条款与条件。阿尔及利亚 1981 年颁布的《学徒法》以第 04-65（2004）

号法令作为补充，该法令规定了培训项目筹备所需的参与者、培训项目的内容以及企业专职导师的

提名。在巴西，学徒制受《劳动法汇总》的法律约束，该法于 2000 年、2005 年和 2008 年颁布了

最新版本，并进行了二级立法，如《国家职业学徒制注册行政规则》（2012）和规范学徒制申请检查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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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性说明》（2012）（巴西劳动就业部，2013）。在德国，有关部门为每一个经认证的职业发

布培训条例，为企业在企业内提供的初期职业教育和培训部分制定最低标准。

在印度，联邦政府通过中央学徒制委员会与州政府、雇主和工人组织进行协商，于 1961 年制

定了《学徒法》（2014 年修订）。此外，印度还制定了《学徒制规定》，指导利益攸关方实施该法案。

该法案的主要内容见框 12。

12. 印度《学徒制法案》主要内容 

学徒制的治理与管理

 · 设置监管机构和学徒制顾问，依法监督学徒制的实施

 · 规定违法行为和处罚方式

学徒培训的细节内容

 · 学徒的资格与年龄

 · 每个企业学徒的数量 

 · 为弱势群体保留培训名额

 · 雇主和学徒的义务

 · 经费来源

 · 学徒制协议以及协议终止的条件

 · 学徒制培训期限

 · 学徒的基本培训、在岗培训以及相关指导

 · 工作时间、加班、休假和假期

 · 学徒的健康、安全和福利

 · 雇主对伤害赔偿的责任

 · 行为和纪律

 · 学徒的身份（受训人员而非工人）

 · 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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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行考试、颁发证书和培训结业

 · 企业报告

 · 培训结束后提供并接受就业

来源：印度 1961 年《学徒制法案》，以及 2014 年《学徒制法案》修订版。

此外，学徒培训的法律法规也常受到其他法律的影响，这些法律涉及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其他方

面，包括经费、质量保证和行政架构。在爱尔兰，1967 年的《产业培训法》由以下法律得以补充：

2000 年《国家培训基金法》，部分规定了学徒制的经费来源；《资格和质量保证法案》，通过该法案

设立了质量保障和资格认证局（QQI）负责质量保证；2013 年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法案》，为实施

学徒制建立了新的行政架构。在澳大利亚，监管学徒制培训的基本立法是 2001 年的《学徒制和受训

制法案》，该法案与 2011 年《国家职业教育和培训监管机构法案》相补充，该法案确定设立了澳大

利亚技能质量管理局。这项立法推动制定了《注册培训机构（RTOS）标准》（2015）与《澳大利亚

学徒制支持网络行为准则》，旨在帮助学徒和雇主在明确理解彼此的义务和期望的情况下，签订培训

协议 1。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劳动法》（第 255 至 257 条）为学徒制提供了法律框架。该法律规定了协

议的条款内容、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酬，以及学徒制的监管机构。

学徒制培训相关的法律规定可简可繁。德国的《职业培训法案》（2005）就是较为详细的立法

文本。关于初始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部分包括如下内容：

 · 培训职业的认可

 · 初始培训关系的建立，包括学徒的义务、培训企业的义务、薪酬、初始培训关系的起止

 · 培训场所与培训人员的适宜性

 · 初始培训关系的登记

 · 考试

 · 意愿和表达，包括继续培训和再培训

 · 特殊群体的职业培训

1　《 澳 大 利 亚 学 徒 制 支 持 网 络 行 为 准 则》：https://www.australian appartiships.gov.au/programs/australian appartiship 

support network code conduct[ 访 问 日 期：2017 年 5 月 28 日 ]。The 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 Support Network Code of 

Conduct is available at: https://www.australianapprenticeships.gov.au/ programs/australian-apprenticeship-support-network-

code-conduct [accessed 28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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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某些

方面的责任，尤其是学徒制培训方面的责任，都下放到了州、地区或属地。然而，通常有国家层级

的安排，以确保资格的互认。例如，在加拿大，省和地区分别管理自身的高质量学徒制行业清单，

这些清单反映了各自在地理、人口、行业和经济方面的差异。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识到，技能认

证在各省和地区存在着差异，这就推动某些特定职业设立了国家认可的认证，即“跨省标准红印计

划”。这些“红印”职业由加拿大学徒制理事会进行管理，该理事会是联邦、省和地区政府之间的协

调机构（加拿大学徒制论坛，2017）。

在一些国家，由于与法律规定的联系较为松散，监管框架可能会以更灵活的方式加以确定，英

国（更具体地说，是英格兰）的情况正是如此。英国政府已在协商、报告和评论（《沃尔夫报告》和

《理查德学徒制评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学徒制培训的开发。英国政府在英格兰未来学徒制的实施计

划中，强调了《理查德学徒制评论》提出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构成了英国未来学徒制培训政策制

定的基础（框 13）。

13. 英格兰监管框架的近期改革提议

在 2012 年 11 月的报告中，道格·理查德（Doug Richard）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促进学徒制项

目的蓬勃发展，使其更好地回应雇主的需求，包括：

 · 重新定义学徒制，只针对刚开始从事某项工作或从事需要持续大量培训的岗位的人；

 · 关注学徒制的成果，即学徒完成培训后可以做什么，并放松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管理；

 · 确保可靠、独立的评估；

 · 将行业标准作为学徒制的基础，并将其与行业的专业登记相关联；

 · 要求所有学徒在完成学徒制之前，必须达到英语和数学 2 级水平；

 · 确保政府的资助为学徒制培训提供了恰当的激励，雇主仍然拥有学徒制培训投资的

 · 购买力；

 · 培训中更强的多样性和创新性，由雇主和政府保障质量（英国政府，2013，p. 6）。

6.2.1　学徒的身份与社会保障规定

在一些国家，学徒拥有雇员的身份，这使他们在薪酬、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享有一定的权利。

将学徒视为雇员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南非、美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

丹麦、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挪威。然而，各国学徒所享受的薪酬、福利和社会保障却

大有不同。有些情况下，学徒的薪酬低于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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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虽然享有薪酬或津贴，

但学徒并没有被视为正式雇员。在这些国家，学徒的社会保障或是缺失，或是不足。（见框 14 中印

度的案例）。

14. 学徒的身份—印度

印度的《学徒制法案》明确规定，一般意义上的学徒属于受训人员，而不是工人。然而，当学徒

在工厂或矿井接受培训时，《工厂法》和《矿井法》中的相关规定应该适用于学徒的健康、安全和福利

问题，在这里，学徒被视作此类法规所定义的工人。企业中的学徒也有权享受休假和假期。

如果学徒遇到由培训造成的或学徒制培训课程中的事故而受到人身伤害，其雇主有责任支付赔偿，

赔偿金额的确定和支付应该遵守《工人赔偿法》的相关规定（Pleaders，2015）。

2017 年 9 月，国际劳工组织在内罗毕举办了“高质量学徒制学习论坛”，来自非洲的全部 14 个

参与国均认为，各国的学徒拥有“受训人员”的身份，而非雇员。然而在肯尼亚，此类学徒则被视

为雇员。

在这方面，应该认识到学徒的身份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或传统而确定的，因此各国之间不能直

接进行比较。所以，某些国家的“受训人员”可能比其他国家的学徒获得更好的薪酬和保护，即使

根据当地法律，这些学徒可能被视为雇员。然而，如前文所述，国家的监管框架应确保学徒培训的

质量、报酬、工作条件（包括休假和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和卫生、工作场所伤害赔偿。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AC）国家，学徒制项目的正式工资取决于该计划的对象是在校青年还

是校外青年。工资还与协议类型相关，因为协议规定了学徒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在墨西哥，如果学

徒参加的项目被完全纳入了正规教育体系，那么雇主并不向他们支付工资，因为在法律上，他们被

视为学生而非雇员。然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学徒与其他工人享有类似的劳动权利，但在学徒工作时

间、“就业”期、假期和薪酬等方面需要遵守特别规定。例如在巴西，学徒可以获得社会保障缴费、

失业保险和储蓄基金 / 遣散费（Fundo de Garantia do Tempo de Servi_o-FGTS）以及在发生疾病、

购买房屋或突然终止雇佣关系时可使用的基金。有关学徒薪酬的更多详情，请见第 8 章。

社会保障规定

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其实都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面临着寻找正规工

作的困难，不得不依赖危险或非正规的工作。由于有限的缴费能力和不稳定的工作，将社会保障覆

盖范围扩大到青年人是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国家社会保障体系 1 通常将缴费型（包括社会

保险计划）和非缴费型（税收资助）相结合，如全面覆盖的儿童福利或社会援助。虽然税收资助福

利在确保社会保障基本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社会保险福利可以确保更高的保护水平。下文

1　在表示一系列协调统一的缴费型和非缴费型社保计划与项目时，“社会保护体系”（social protection system）和“社

会保障体系”（social security system）这两个术语可以互换。



36

高质量学徒制

系列工作

框

15

将探讨社会保障覆盖的要素。

健康保护和疾病补助：除非有国家卫生服务机构确保青年人获得有效的医疗保健，否则青年人

将需要健康保险，才能获得有效的医疗服务。由于健康保险是自愿的，许多青年人错误地认为他们

不需要健康保险，因此不会选择为自己投保（即使有保险补贴机制）。学徒制可以通过社会健康保险

或其他方式，提供强制性的健康保护，帮助他们克服这一挑战。此外，现金形式的疾病补助也是实

现疾病期间收入保障的重要手段。

工伤、残疾和养老金 :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加入养老金计划，对于青年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

样能够通过就业或学徒制为晚年的收入提供保障。在许多国家，缴费型养老金的福利水平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工作期间的缴费情况。由于许多青年人在实现正规就业前，往往从事不稳定的职业，导致

其晚年可能只获得基本收入。此外，许多养老金计划不仅提供养老金，还提供残疾、工伤和遗属补

助。有了高质量学徒制，青年人就可以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享受养老金和残疾补助，提高退休后

的收入保障和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

失业补助 : 虽然首次求职者通常不在法定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内，但有缴费记录的学徒可以享

受法定失业保险，为求职提供帮助。例如在德国，求职者在三年的学徒期后，有资格领取最多 12 个

月的失业保险金，额度约为上一年工资的 60%。

生育保护和家庭补助 : 生育补助以及子女 / 家庭补助也是重要的社会保护手段，保护那些拥有家

庭责任的学徒。

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的例子（见框 15）体现了学徒制体系如何与社会保障制度相联系。

15. 奥地利、德国和瑞士为学徒制提供强制性社会保险

在奥地利、德国和瑞士，所有的学徒和其他雇员一样，从就业的第一天起就加入了社会保险。他

们享受社会保险的全方面覆盖，包括健康、工伤、残疾、养老、遗属、生育、疾病和失业。社会保险

的缴费额与学徒的薪酬或工资成比例，通常由学徒和他 / 她的雇主共同分摊。 

在奥地利，学徒都加入了工伤保险，学徒和雇主都免除缴费。

在德国，如果学徒每月的收入低于 325 欧元，雇主将承担全部的社会保险缴费。其他的雇员需要

在投保 5 年后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但如果发生工伤和职业病，如有必要，学徒可以从第一天开始就

领取补助。

在瑞士，25 岁以下的学徒可免除二支柱养老保险的缴费。

来源：瑞士联邦社会保险办公室（BSV），2016；德国法定养老保险（DRV），2016；奥地利社会

保障（SV），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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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行业层面的监管

各国关于高质量学徒制的法律范围和详细程度各不相同。一些国家在国家、州或地区（适当情

况下）层面对高质量学徒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另外一些国家，社会伙伴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共同

承担责任，或是将责任下放给社会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行业层面作出决定。

第 5 章已经提及了荷兰的“知识中心”和“行业商会”在学徒制培训规则制定方面的作用。还

有其他行业机构的例子，例如丹麦的“行业委员会”和南非的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 / 行业教育和培

训咨询理事会（SETAs/SETABs），这些机构对监管框架都有重大影响。

在丹麦，约有 50 个由社会伙伴代表组成的“行业委员会”，共负责 110 多个学徒制项目。这些

委员会承担了很多监管责任，特别是：

 · 根据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关键能力，制定学习目标和考核标准；

 · 根据立法框架规定的项目的持续时间以及在岗培训与脱产培训之间的比例，确定不同课程的

监管框架；

 · 为有意接收学徒的企业提供认证；以及

 · 签发熟练工证书（Cedefop，2014a，p.37）。

在南非，根据 2008 年颁布的《行业技能发展法》，由社会伙伴和政府代表组成的行业教育和培

训机构（很快将改为行业教育和培训咨询理事会）在学徒制培训方面负有一定的责任。此类机构主

要负责在国家技能开发战略框架内制定和实施行业技能计划。

6.4　企业层面的监管

在企业层面，监管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由学徒和雇主签订的合同，此类合同明确了高质量学

徒培训的条款和条件。例如，斐济的学徒、雇主和国家培训与生产力中心主任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

（斐济国立大学，2017）。

卢森堡《职业教育和培训改革法》（第 20—40 节）中详细规定了此类协议相关的内容，相应的

行业协会也会准备协议范例。这些协议必须由雇主、学徒和学徒的法定代表（如适用）签字。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学徒制合同涵盖了不同的要素（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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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6 16. 学徒制合同的内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合同必须包括：

 · 协议双方的名称

 · 适用的法律法规

 · 培训时长

 · 培训内容

 · 工作 / 培训条件—工资和津贴、社会保障、工作和培训时间、休假权利、职业安全和卫生

 · 雇主、学徒和教育 / 培训机构的作用和职责

 · 考试和认证

 · 学徒协议终止期

 · 试用期

 · 争议解决

 · 保密条款。

在摩洛哥，学徒和雇主也要签署合同（框 17）。

17. 学徒制合同的内容—摩洛哥 1

学徒制合同包括如下内容：

 · 协议各方的身份、年龄与地址

 · 接收企业的活动领域

 · 接收企业的职工数量

1　摩洛哥：学徒制机构和组织相关法案（Loi No. 12.00 portant institution et organisation de l’apprenti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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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收企业所培训的学徒数量

 · 学徒所接受培训的工种或职业资格

 · 学徒期时长

 · 试用期

 · 学徒在学徒期后承诺留在该企业的时长

 · 企业专职导师的身份。

在澳大利亚，学徒制度的法律框架包括两类文件，即培训协议和培训计划。前者由学徒和雇主

签署，后者由学徒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签署（见框 18）。

18. 学徒制培训合同与计划—澳大利亚

什么是培训合同？

若希望参加学徒制或受训制，必须签署培训合同。培训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意味着雇主和学徒达

成了协议。需要达成一致的事项包括：

 · 通过学徒制获得的资格

 · 学徒期时长 

 · 每周培训和工作的时间

 · 学徒与雇主相互的义务

 · 若产生问题，如何解决

 · 脱产与在岗培训安排。

培训计划描述了学徒将在培训机构接受的正规脱产培训，这也是学徒制或受训制的一部分。

什么是培训计划？

培训计划可包括：

 · 作为职业资格的一部分，学徒所要做的核心与可选培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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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培训的培训机构

 · 培训将以在岗还是脱产的形式提供，或是二者兼备（一些受训制项目中，培训完全是在岗的）

 · 培训的地点与时间（Work Ready，2017）

6.5　质量保障体系

学徒制培训通常在企业和职业学校开展，但培训的某些部分可能要在其他地点进行。通常来说，

大部分的培训时间都是在工作场所的在岗培训，因此，与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相

比，培训的质量保证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学徒制需要各个方面的质量保证：包括制度层面，培训地点和流程（培训提供方）方面，以及

考核与认证层面。包括标准制定、学徒制实施的监督、学徒所获能力的评估与认证、培训的劳动力

市场关联性评估等形式。本指南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本节则将对质量保证体系进行概述。

德国和墨西哥学徒制质量保证的案例见框 19。

制度层面

制度层面的质量保证主要通过实施学徒制标准与规范，相关的法律、政策和法规，以及建立国

家三方机构来实现。社会伙伴在此类机构中的平等参与、运行中的问责制与透明性、博学多识的利

益攸关方的参与，这是确保此类机构流程质量的必要元素。

标准制定

高质量学徒制体系为所有的培训提供培训的标准和规范，以及劳动场所在岗培训工作条件的相

关规范。这些标准一般包括如下方面：

 · 企业培训人员以及学校教师的资格和经历

 · 培训人员和教师与学徒的比例

 · 学徒制的时长

 · 理论与实践工作的比例

 · 在岗培训与脱产培训的比例

 · 企业和学校的培训设施

 · 企业的认证 /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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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的认证 / 登记

 · 培训人员、教师和评估人员的认证

 · 教学（培训）法与培训的实施

 · 学徒日志

 · 检查和监督

 · 资格认证的学习成果

 · 评估和认证

工作条件方面的规范可以包括工作时间、假期和标准的社会保障规范。

学徒制的质量保证通常是一国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的一部分，指定特定机构开展质量保证工

作，负责确保企业、培训提供方和其他相关机构遵守此类标准和规范。

学徒制实施监督

也可以通过对院校和岗位学徒制培训的监督实现学徒制质量的保障。主管部门根据监管框架

（例如德国各行业协会负责企业培训，州政府负责院校培训；印度的中央和州政府的学徒制董事会）

对院校和企业开展监察工作，检查其学徒制培训是否符合各项标准。劳动监察员也负责检查学徒制

培训是否遵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在这一过程中，工作日志或记录也是一个重要工具。 .

考核与认证

各国采用一系列考核方式，包括使用形成性和总结性方式 1，根据资格认证所要求的学习成果，

考察学习进展与成绩。对于成功通过考核的学徒，将为其发放国家认可的资格证书。关于这一问题

的具体情况请见第 9 章。

评估

相关的追踪研究以及雇主和学徒的反馈，提供了培训质量和相关性方面的信息。澳大利亚每

两年对雇主展开一次调查，确认雇主是否采用并认可经国家认证的培训，包括学徒制（Fazio et al. 

2016）。英国则对通过学徒制获得资格认证的个体与通过其他学习途径或未接受教育的个体之间的工

资和就业情况开展了终身比较研究（同上）。具体情况请见第 9 章。

支持服务

高质量学徒制体系本身拥有支持服务，对提供学徒制培训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能力开发，包括针

对各利益攸关方（企业培训者、企业导师和院校教师）的指南 / 手册和培训日程、针对学徒的学习

材料、针对考核人员的考核工具以及良好实践的案例研究。

1　译者注：formative sum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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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9 19. 德国和墨西哥的学徒制质量保证

德国

《职业培训法案》和培训相关的法规规定

了企业岗位培训的质量保证法律框架。其中重

要的内容之一在于社会伙伴的制度化参与。院

校方面的质量保证由联邦各州负责。

制度层面的质量保证

《职业培训法案》明确了学徒制的总体目

标，制定了企业岗位培训的框架，规范了社会

伙伴的参与。培训相关的法规则针对每个职业

制定了培训企业需要满足的国家通用最低标

准。这些法规由社会伙伴提名的专家参与细

化，具有法律效力。社会伙伴根据公平参与的

原则，参与各级制度的治理。

2005 年修订的《职业培训法案》明确针

对各行业协会下设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制

定了实现职业教育和培训质量持续发展的任

务。

企业岗位培训的质量保证

企业岗位培训的质量保证是根据相关法律

要求而确定的，提供培训的企业必须：

 · 证明其符合培训地的条件；

 · 根据职业的培训法规，细化每一个学徒的企

业培训计划；

 · 聘请拥有所需个人和职业资格的岗位培训人

员，（职业资格通过相关行业协会的考试获得

认证）；并确保学徒进行持续记录。.

主管行业协会负责对这些要求进行管控，

也就培训相关事宜对企业进行指导建议。行业

墨西哥

通过在正规职业教育体系中纳入质量保证

的内容，并开展基于能力的培训，实现学徒制

的质量保证，因为某种程度上，很容易明确哪

些能力可以在学校获得，哪些可以在工作中获

得。

项目实施

每个学徒都拥有个性化定制的培训计划，

规定了学徒需要参与的全部学习活动，课堂指

导（学徒期时长的 20%）和工作导向学习（学

徒期时长的 80%）将穿插进行。每项活动都

针对特定的岗位背景，细化学习要求、岗位技

能、预期学习成果、学习背景以及开发这些能

力的具体时间表。学习计划包括在企业内不同

部门工作岗位之间的轮换，当然，这些岗位应

与学徒所选择的学习或职业领域的课程大纲内

容相关。根据教育机构学习计划而进行的岗位

培训应该是贯穿始终的。某些情况下，学徒可

能需要在两至三周的时间内，集中接受课堂学

习，主要针对在企业中没有得到开发的领域，

或加强雇主指出的依旧薄弱的技能。

考核

评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课堂指导和

工作导向学习期间进行。对工作导向学习的监

测，主要通过对学习目标和轮岗计划既定目标

的完成情况进行持续测评而实现。

为此，每周都会有报告详细记录学徒基

于轮岗计划的岗位学习进度。学徒每周按要求

提交报告，详细记录本周所进行的活动以及获

得的学习。这些报告由企业指定的培训人员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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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管框架

协会下设的独立委员会负责最终的考试，这一

委员会包括雇主、雇员和职业院校的代表。

很多企业都设置了内部质量保证制度。除

此之外，还开发了一些岗位培训的质量保证工

具，例如定期的学徒自我考核。

自 2010 年 起， 联 邦 教 育 和 研 究 部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BMBF）资助了一项三年期的试点项目—“在

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开发与保障”。项目

主要针对中小企业，使其能够系统、持续地解

决质量问题。

职业院校的质量保证

职业院校的质量保证由联邦各州负责。课

程大纲框架通常直接由各州通过批准，或纳入

各州职业院校特定的课程大纲。

来源：学徒制工具指南，2017a。

字以及院校指定的导师审阅后生效。当学徒达

满足了学习计划（包括学校的学分）的全部

要求，基于所提交的评估和报告，学徒才可

获得相应的学习认证（技能高中学位，upper 

secondary technical degree）。

质量保证

该项目由各参与院校的技术教育团队执

行。团队领导人由外联关系经理担任，负责与

参与企业互动，与院校导师（负责对学生的学

习进度进行持续监督）和企业培训人员（专门

接受培训，监督学徒的岗位学习）进行联系。

每个企业统一实施质量保证流程，旨在跟踪学

生岗位学习的质量。这一流程能够跟踪学生在

每个岗位或学习活动中的表现和进度。每周进

度报告将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记录和评级，

提供必要信息，记录学生学习进度。质量保证

的关键在于公共教育机构，特别是院校导师。

他们有责任确保学习计划符合基于能力的课程

大纲框架的要求，与企业商讨轮岗计划的具体

顺序并确保企业为学徒提供发展路径，监督学

生和企业遵守学习与轮岗计划，在企业培训人

员的配合下，收集学徒表现的每周报告。

来源：Fazio et al.，2016。

在欧盟层面，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证（EQAVET）网络提供了工作导向学习质量保证在

线指南，主要基于六个关键步骤：设计、完善、回应、沟通、培训和考核 1。

***

高质量学徒制体系需要监管框架，为高质量学徒制项目的设计与实施建立基本的法律和合同条

件。但是，监管框架的成功有赖于多个利益攸关方的支持和参与，并明确各方的作用与责任。第 7

章将会对此详细阐释。

1　见 http://www.eqavet.eu/workbasedlearning/GN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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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对照清单

您可以利用以下对照清单评估您所在国家的学徒制体系监管框架，从而确定哪些因素需要得到

加强，并判断您所在国家的体系是否可以算作高质量学徒制体系。

监管框架 是 否

在您所在国家：

·是否有国家法律规定了学徒制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监管框架是否明确概述了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权利、作用和责任？

·该法律是否规定应成立监督或监管机构，确保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都遵守对其作用和责任进行管

理的法规？

·此监管机构中是否有社会伙伴代表（雇主组织和工会）？

·此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成功完成学徒制所需的培训和技能开发要求的相关标准？

·此监管框架是否明确了学徒制的最短和最长期限？

·此监管框架是否明确了在岗培训和脱产培训的最短和最长期限？

·此监管框架是否规定，雇主和学徒之间，或雇主、学徒和培训机构 / 行业协会 / 中介机构之间

应签署书面协议？

·此监管框架是否列明了学徒相关的条款和规定，包括有权获得？

·是否有薪酬？

·是否与其他工人有相同的休假？

·是否规定了安全和卫生措施，以及工伤赔偿？

·目前的监管框架是否规定了 TVET 教师和培训者的最低资格认证要求？

·在成功完成学徒制培训后，学徒是否会获得 TVET 资格认证？

·此监管框架是否明确了政府和雇主之间的经费安排？

·此监管框架是否明确了质量保证机制？

·此监管框架是否制定了政策措施，促进学徒制中的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度？

对于上述的任何问题，如果您的答案为“否”，那么您就有必要考虑如何加强您所在国家学徒制

体系的监管框架。学徒制体系的各元素能够建立在一套明确的法律法规之上，这是高质量学徒制实

现成功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



45

7．作用和责任

7.1　引言

很多利益攸关方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高质量学徒制体系和项目的设计与实施中。这种广泛的

参与培养了一种普遍的共识和集体的精神，将整个体系凝聚在一起。正是利益攸关方之间紧密而持

久的协作，才带来了高质量学徒制体系的成功。显而易见的是，当各利益攸关方无法进行合作时，

情况就会恰恰相反。因此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

本章旨在介绍高质量学徒制涉及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并阐释他们的作用与责任。本章还将明确

利益攸关方如何参与，解释整个体系的各个部分如何进行互动。应该注意到，本章中对于作用和责

任的阐释都只是指向性的，并不代表着僵化的模式。每个国家的体制机制不同，因此主要利益攸关

方的作用和责任也各不相同。本章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利益攸关方（见图 5）：

 · 青年人和学徒

 · 企业和雇主

 · 企业中的工人代表

 · 企业培训人员 / 主管 / 导师

 · 提供高质量学徒制课程的 TVET 机构

 · TVET 教师和培训人员

 · 地方 / 行业合作支持服务

 · 雇主组织

 · 工会

 · 负责教育和就业的国家部门和公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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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直接参与高质量学徒制的主要利益攸关方

7.2　青年人和学徒

最为明显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当然是青年人和学徒本身。在加入高质量学徒制之前，他们必须深

入考虑，从而更好地理解其内容、其他的选择方式及其所需的活动与承诺。在某些未完成 / 提前终

止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一点尤其重要，产生问题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学徒的期待与学徒制项目所提供

的内容不匹配 。

该利益攸关方的主要作用和责任在于：

 · 收集关于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信息，以及潜在的就业信息，从而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中做出

深思熟虑的决定；

 · 了解不同培训路径的目标、优势和弱势；以及

 · 了解其他利益攸关方期待学徒承担的义务。

一旦录取，学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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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勤奋认真地了解其所在行业；

 · 根据日程安排参加脱产培训和在岗培训；

 · 根据培训的进度，充分履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 认真遵守安全指南，保护企业和 TVET 机构的设备设施；

 · 遵守岗位主管和培训人员的所有合法指导；

 · 与企业导师以及 TVET 机构的教师和培训人员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

 · 履行协议中涵盖的学徒义务；

 · 定期完成作业以及计划内的考核；并

 · 在培训完成时，明确就业选择。

相关的公共机构逐渐开展专项工作，让未来的学徒关注到他们的责任，例如框 20 中爱尔兰的案例。

20. 学徒的责任——爱尔兰

作为学徒，您的责任与其他的工人相同。您必须利用技能认真开展工作，遵从雇主合理、合法的

指导。

您有责任做到勤奋、诚信，不蓄意破坏。同时，必须关注自身与他人的职业卫生与安全。

学徒应完成所参与学徒制的全阶段培训和所有考核。

确保您：

 · 在录取后两周内，由雇主进行学徒身份注册；

 · 参加计划中的脱产培训；

 · 完成所有尚未完成的脱产培训考核；

 · 及时反馈在岗培训阶段的结果；

 · 知晓并遵守学徒制行为规范中所规定的义务。

来 源：http://www.apprenticeship.ie/Documents/ApprenticeshipCodeOfPractice.pdf，2017 年 2

月 28 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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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企业和雇主

企业和雇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企业和雇主无法看到学徒制培训的有益之处而无意录用

学徒，那么学徒制体系也就不复存在。

一般来说，接收学徒的企业必须经过“培训和学习场所”的认证，确保其符合培训规定和工作

条件的相关标准。在某些国家，企业（尤其是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无法提供能够产生所需学习效果

的培训机会，这些企业将会联合起来，共同为学徒提供场所，或为“团体培训机构”聘用的学徒提

供培训，这类“团体培训机构”主要负责其学徒在不同岗位间的轮换工作。

企业和雇主的主要作用和责任在于：

 · 聘用并培训学徒，填补目前或预期的岗位空缺，让拥有新鲜想法与现代技能的青年人走上工

作岗位；

 · 出于社会利益而培训学徒，例如，高质量学徒制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技能工人的供给；

 · 根据合同范例，与每一名学徒签订高质量学徒制协议；

 · 根据所指定的标准为学徒支付工资或薪酬，并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福利；

 · 指定适当的企业导师 / 培训人员 / 主管跟进学徒的学习进度，为其提供必要的资助、工作时间

和自主度以开展这一工作；

 · 遵守所有使用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法规；

 · 根据与其他高质量学徒制合作方共同制订的培训计划提供在岗培训，并与合作方联系，监督

和评估学徒的学习进度；

 · 允许学徒离岗参加脱产培训，包括参加列入培训计划中的考核，并支付薪酬；

 · 若学徒未满劳动法规定的年龄，则要遵守青年人劳动相关的规定（如无夜班、无加班）；

 · 确保学徒受到保护，不遭受任何形式的虐待和骚扰；并

 · 为有学习困难、残疾和其他限制的青年人提供一定比例的学徒制名额，采取必要措施满足其

需求。

在吸引雇主参加学徒培训计划的宣传活动中，公共机构通常会详细说明雇主的作用和责任，例

如框 21 中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案例。



49

7. 作用和责任

框

21 21. 雇主的责任——澳大利亚昆士兰

在学徒制或受训制期间，雇主必须：

 · 按照培训计划协商的内容提供培训；

 · 提供或安排提供培训计划中明确的设施和系列岗位，确保学徒或受训人员得到特定人员的充分监督；

 · 支付工资，并提供相关劳资关系文件中明确的权利；

 · 允许学徒离岗参加脱产培训，包括参加列入培训计划中的考核，并支付薪酬；

 · 履行雇主的所有合法义务，包括与工作场所卫生与安全相关的义务；

 · 定期更新培训记录，每次间隔不超过 3 个月；并

 · 若由于培训机构变化或培训协议的转让而使当前的培训计划终止，应在 28 天内协商新的培训计划

（昆士兰政府，2015）。

7.4　企业中的工人代表

企业中的工人代表负责：

 · 在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学徒制体系中代表学徒的利益，确保学徒合理的工作与培训条件（如职

业安全与卫生、工资和补贴、工作时间）；

 · 防止以培训为幌子而进行的剥削行为；并

 · 在拥有工会学习代表（ULRs）和 / 或劳动议员（works councillors）的企业，为学徒提供培

训活动相关的建议。

英国咨询、调解和仲裁服务中心（The Advisory，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Service）指出，

英国的工会学习代表（ULRs）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体现在政策实施方面（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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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2 22. 工会学习代表：他们是做什么的——英国 

工会学习代表是工会学习的推动力，能够有效帮助工会成员、代表和其他专业人员寻找并提供学

习机会。他们提高了人们对终生学习价值的认识，尤其是对那些过去受教育机会有限的人们。

他们的作用并不止于招募新成员并让他们参与工会学习，或与潜在的教育提供方进行匹配。工会

学习代表还会在学习项目期间为学徒提供支持，代表他们就各种学习问题进行发声或协商。

工会学习代表是工会代表，与其他工会代表有着同样的法定权利。他们可以拥有合理的休假

时间来参加培训、履行职责，并受到保护，不因其参与工会学习代表相关的工作而被不公平地解雇

（ACAS，2013）。

7.5　企业导师 /培训人员 /主管

企业导师 / 培训人员 / 主管直接负责与学徒互动，进行实践培训，并在在岗培训阶段引导学徒接

触相关岗位。他们的主要作用和责任在于：

 · 确保学徒在协议所明确的岗位进行工作与学习；

 · 计划、组织和实施企业中的高质量学徒制培训；

 · 监督、考核并记录学徒获得技能的进度；

 · 作为高质量学徒制项目的核心，与企业中的其他部门和工人，以及参与培训的外部合作伙伴

（如 TVET 机构、教育和就业公共机构）进行协调；

 · 通过双方约定防止和解决冲突，若未有此类约定，则遵守既有的冲突解决程序（如企业员工

条例、集体协议、劳动法）；

 · 为有学习困难、残疾和其他限制的学徒提供特殊照顾；并

 · 确保学徒在工作中的安全。

下面是企业导师 / 培训人员 / 主管的作用在突尼斯的体现，见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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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3. 企业导师 / 培训人员 / 主管的作用——突尼斯

如何组织企业在岗培训——实用信息单

迎接

首日对于学徒的成功融入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天应该对学徒进行了解，确定其之前的学习程度，

询问其对所在企业及其相关流程的了解程度，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同时，还要带学徒参观企业，

向同事介绍新学徒，展示工作岗位、工作预期和整体工作环境。

培训

按照既有的培训协议方式以及分配给学徒的职位向学徒提供培训。提高对监管和安全问题、与职

业和工作场所行为相关的价值观的认识。培训学徒使用公司软件。

指导

赞赏学徒的工作。学徒需要知道他们的表现是否与预期相符。为此，有必要积极评估学徒所做的

工作，并进行鼓励——同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向学徒提供行为方面的建议。如果出现困

难，必须立即与其进行讨论并了解原因。

定期与学徒进行后续讨论，了解每周需要做的事情。确保任务与既有的培训计划相关，评估所获

得的技能，处理可能出现的行为问题和技能获得方面的潜在问题。开发执行培训计划所需的工具。定

期与 TVET 机构沟通（通过学徒手册和导师 / 培训人员 / 主管手册）。

评估

根据专业行为评估指南，逐步提出评估形式。与学徒一起明确需要评估的行为，并要求学徒进行

自我评估，然后比较和解释结果。最终，开展考核，编制评估文件。根据最初设定的目标对实现情况

进行考核。对学徒取得的成绩进行点评。与 TVET 机构共同开展考核（欧洲培训基金会（ETF）与突尼

斯职业培训和就业部，2017）。

7.6　TVET机构提供脱产培训

TVET 机构拥有一系列的作用和责任，尤其是：

 · 实施高质量学徒制项目中课堂学习的部分；

 · 协助设计和制订学徒培训计划；

 · 根据学徒制项目的总体目标，支持合作企业制订有效的企业在岗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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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强负责培训和学徒评估的教师与培训人员的能力建设；以及

 · 指定一名 TVET 教师或培训人员作为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协调人。

相关法律或 TVET 监管框架规定了职业培训机构的质量要求，也可能规定了上述的作用和责任。

在瑞士，这些作用和责任就是由法律规定的，见 2002 年 12 月 13 日出台的瑞士《职业和专业教育

与培训法》（Swiss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t，VPETA）第 21 条（框

24）。

24.《职业和专业教育与培训法》第 21 条——瑞士

TVET 机构应负责 TVET 项目的课堂指导，包括专业科目和一般科目。

TVET 机构应具有独立的教育义务，完成以下工作：

 · 协助学员在参加专业科目和一般科目课程的过程中，培养个人和社会技能；

 · 协助学员开发特殊才能，并根据有特殊才能和有学习困难的学员的需求，提供特殊课程；以及

 · 在 TVET 项目的设计中，注重切实促进真正的性别平等和反对歧视残疾人。

TVET 机构课程的学习是必修部分。

TVET 机构可以组织岗位相关的职业教育培训初始或继续课程。TVET 机构可以与专业协会和企业

合作，组织面向企业和其他培训提供方的课程。

TVET 机构可以开展协调工作，让 TVET 的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合作（瑞士联邦，2017）。

7.7　TVET 教师和培训人员

TVET 教师和培训人员的作用和责任如下：

 · 在 TVET 机构中，以学徒制总体项目为框架，计划、组织并提供脱产培训；

 · 与合作企业中的对应人员进行互动，确保培训项目的脱产和在岗要素之间实现最佳的协调；

 · 定期监督学徒的学习进度和技能培养；

 · 更新自身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和素养，定期调整培训手段；

 · 借鉴合作企业的工作经验，以更新自身对不同职业技能需求的理解，并亲身体验学徒在企业

的学习环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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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有学习困难、残疾和其他限制的学徒提供特殊照顾。

为了履行这些作用和责任，TVET 教师和培训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资格，如果该学徒制相关的职

业是需要进行认证的，则需持有必要的专业资格。框 25 给出了奥地利所需的资格情况。

25. 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教师和培训人员的资格——奥地利

职业院校兼职教师需要在高等教育机构接受为期 3 年的学士课程的培训。学习的第一年和第三年

采用非全日制学习方式，第二年则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毕业生会获得教育学士学位（BEd）。

职业院校兼职教师的类别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种：

 · 第一类，普通教育学科教师和商业管理教师；

 · 第二类，专业理论教师；

 · 第三类，专业实践教师。

获得第一类和第二类职业院校兼职教师文凭的前提条件是获得高中教育证书和职业教育培训学历

证书（该学历证书提供进入专业化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学资格）、高中结业证书或能够

提供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资格的证书。满足以上条件的技能工人和三年制或四年制全日制职业教育培训

机构以及相关培训的毕业生，都可以获得相关文凭。

第三类教师则必须提供相关工艺大师证书或同等资格证书，以及普通大学入学资格。除个人能

力外，还需要至少 3 年的相关工作实践经验，才可能获得高等教育学习项目入学资格（Tritscher-

Archan，2015，p. 28）。

7.8　地方 /行业合作支持服务

商会和行业协会、工匠协会和职业协会（如律师、建筑师或电工），可以提供地方 / 行业合作支

持服务。

另一方面，这些服务也可以由团体培训机构（GTOs）提供。此类机构直接聘用学徒，管理其培

训，支持其需求，并安排其到企业工作——尤其是不具备提供完整学徒培训的中小企业。

虽然各机构由于制度不同，作用和责任也有很大差别，但是其主要的作用和责任可以包括：

 · 协助企业与 TVET 机构的合作；

 · 提供企业与 TVET 机构的合作协议模板、学徒制协议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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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调参与高质量学徒制的利益攸关方；

 · 与负责监督 TVET 机构的地区行政部门、考核与认证机构建立并保持紧密联系；

 · 鼓励并促进高质量学徒制企业培训和 TVET 机构培训的质量完善；

 · 在各阶段对高质量学徒制计划进行指导，包括由地区和地方合作伙伴开展的高质量学徒制设

计、试点以及正在进行的项目；

 · 推广学徒制，支持中小企业参与学徒制计划；以及

 · 确保所开设职业的课程落实到位，确保每家参与企业和 TVET 机构已就培训计划达成一致。

在德国，这一角色由法律所定义的“主管机构”（competent bodies）担当，也就是支持并监督

企业在岗培训的机构（框 26），而在澳大利亚，则由团体培训机构担当这一角色（框 27）。

26. 协作机构—“主管机构”——德国

各州将企业在岗培训的监督任务转交给《职业教育和培训法案（2005）》所规定的“主管机构”。

各商业和行业协会及手工业协会负责监督在德国开展的大部分双轨制培训。

根据《职业培训法案》，主管机构承担以下任务：

 · 监督职业培训的准备、职业培训和再培训；

 · 维护学徒信息（在工匠领域，这指的是“学徒注册”）；

 · 聘用培训咨询师，为企业提供培训问题的全方位咨询；

 · 对受过培训的培训人员进行注册，对培训人员的能力进行考核；

 · 评估培训设施的质量；

 · 开展期中和期末考试或临时检查；以及

 · 监督并支持学徒和学员在国外的流动期（学徒制工具包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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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7. 团体培训机构——澳大利亚

团体培训是指团体培训机构（GTOs）聘用学徒和受训人员并将其安置在接收企业的一种制度。团

体培训机构承担雇主的责任，包括：

 · 选择并聘用学徒和受训人员；

 · 承担雇主责任，包括工资、补贴、退休金、劳动者补偿、病假 / 休假工资以及其他就业福利；

 · 对在岗和脱产培训进行质量和持续性管理；以及

 · 为学徒提供额外照顾和持续支持，成功履行学徒制 / 受训制培训协议（澳大利亚政府，2017a）。

7.9　工会

无论是国家级跨行业工会还是行业工会，都在高质量学徒制培训体系的开发与实施中起到重要

作用。

工会的作用和责任如下：

 · 参与社会对话，积极参与高质量学徒制相关政策制定，尤其是在行业技能委员会的各行业层

面；

 · 在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信心和信任；

 · 在适当情况下，将高质量学徒制纳入集体谈判和集体协议的议程；以及

 · 支持高质量学徒制的设计、实施、监控和评估，包括能力和资格标准的制定，并参与能力考

核。

7.10　雇主组织

无论是跨行业联合会还是行业组织形式的雇主组织，都在高质量学徒制培训体系的开发与实施

中发挥着领导作用。

雇主组织的作用和责任如下：

 · 参与社会对话，积极参与高质量学徒制相关政策制定，尤其是在行业技能委员会的各行业层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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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信心和信任；

 · 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协助会员企业；

 · 告知并鼓励企业提供高质量学徒制职位；

 · 在适当情况下，将高质量学徒制纳入集体谈判和集体协议的议程；

 · 支持高质量学徒制的设计、实施、监控和评估；

 · 协助职业能力和资格标准的制定；

 · 参与考核认证流程；以及

 · 为企业提供培训，使其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在岗培训。

如第 5 章和第 9 章所述，许多国家的雇主组织和工会通常在行业技能委员会中会面。在法国，

由雇主组织、工会和公共机构代表组成的“专业咨询委员会”在各行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框

28）。

28. 专业咨询委员会——法国

“专业咨询委员会”主要就以下方面提供咨询：

 · 职业发展对职业资格的要求；

 · 职业资格的内容；

 · 国家教育资格（National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在职业资格框架中的定位。

他们的职责包括在国家职业资格注册体系（National Register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RNCP）内进行职业资格注册。

目前，共有 14 个由主要专业行业组织的咨询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拥有 40 名成员，分别来自 4 种

背景：雇主组织、工会、公共机构和获得职业资格的专业人士。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由雇主组织代

表和工会代表轮流担任（Eduscol，2012）。



57

7. 作用和责任

7.11　负责教育和就业的国家部门和公共机构

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无论是教育部、劳工部还是社会事务部，其作用和责任的重要

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包括：

 · 制定并通过国家战略，与社会伙伴（雇主组织和工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协作推广高质量学

徒制；

 · 适时将高质量学徒制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 / 或国家就业政策；

 · 通过正式合作机制，促进高质量学徒制方面的社会对话；

 · 与社会伙伴共同协商，制定并实施相关法律和监管框架；

 · 监督高质量学徒制培训经费安排的实施，例如，税收收入和补贴激励支出；

 · 根据既有的质量标准，监督 TVET 机构和项目认证的实施，监督公共和私营部门 TVET 机构的

管理情况；

 · 监督 TVET 教师和培训人员实施培训项目；

 · 参与推广学徒制培训；以及

 · 检测并评价各学徒制项目。

各国政府可以将部分责任分配至国家机构，如爱尔兰的 SOLAS（SOLAS，2015 年）、斯里

兰卡国家学徒和工业培训局（National Apprentice and Industrial Training Authority in Sri Lanka，

NAITA，2017）、印度国家职业培训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Vocational Training in India）（印

度政府，2017b）和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Federal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BIBB），见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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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9. 负责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的国家部门和公共机构—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德国

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的基本任务是在联邦负责部门的指导下，“参与起草培训法规和其他规

定”（《职业教育和培训法案》第 90.3.1 条）。职业培训研究是制定、修订和调整培训法规以适应经济、

技术和社会的前提。1972 年，联邦政府和地区（Länder）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规定了相关的程序，

以整合职业培训法规和框架课程大纲的程序。第 9 章将介绍详细内容。

除此之外，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还负责：

 · 协助编制由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发布的《职业教育培训报告》；

 · 协助汇编由联邦统计办公室发布的职业教育培训统计数据；

 · 支持并资助试点项目，包括配套研究；

 · 参与 TVET 领域的国际合作；

 · 代表联邦政府承担其他行政任务，促进 TVET 的发展；

 · 为跨企业培训中心提供支持，并协助其规划、建立和持续发展；

 · 维护需要正式职业培训认证职业的官方注册情况；以及

 · 承担《远程教育参与者保护法》所规定的任务，通过支持和资助开发项目，帮助提高职业远程教育

的质量和数量。

来源：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2011，p. 18。

***

可以看到，许多利益攸关方都参与高质量学徒制培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它们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确保学徒制培训符合学徒、雇主和国家的需求。此外，家庭和社区也会影响青年人对学徒

的认知，并有可能影响政府和企业提供高质量学徒制。如何将各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不同的协商机构

中，是一项重大挑战，同时，确保该体系能够得到利益攸关方以及提供资助的受益人的支持（第 8

章的主题）也十分重要。

7.12　对照清单

您可以利用以下对照清单评估您所在国家的学徒制体系各利益攸关方的作用和责任，从而确定

哪些因素可以得到加强，并判断您所在国家的体系是否可以算作高质量学徒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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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利益攸关方的作用和责任 是 否

在您所在国家：

以下利益攸关方是否参与了学徒制的设计？

·青年人和学徒

·培训学徒的企业

·企业中的工人代表

·企业导师 / 培训人员 / 主管

·提供脱产培训的 TVET 机构

·TVET 教师和培训人员

·地方 / 行业合作支持服务

·工会

·雇主组织

·负责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的国家部门和公共机构

以下利益攸关方是否参与了学徒制的实施？

·青年人和学徒

·培训学徒的企业

·企业中的工人代表

·企业导师 / 培训人员 / 主管

·提供脱产培训的 TVET 机构

·TVET 教师和培训人员

·地方 / 行业合作支持服务

·工会

·雇主组织

·负责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的国家部门和公共机构

以下利益攸关方的作用和责任是否得到了清晰的界定？

·青年人和学徒

·培训学徒的企业

·企业中的工人代表

·企业导师 / 培训人员 / 主管

·提供脱产培训的 TVET 机构

·TVET 教师和培训人员

·地方 / 行业合作支持服务

·工会

·雇主组织

·负责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的国家部门和公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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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的任何问题，如果您的答案为“否”，那么您就有必要考虑如何明确您所在国家学徒制

体系各利益攸关方的作用和责任。对于学徒制体系内部各方作用与责任的共同清晰理解，是实现高

质量学徒制成功和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



61

8．经费安排

8.1　引言

公平、最优的经费安排是设计高质量学徒制体系的核心。谁来分担财务支出，如何确定相关利

益攸关方之间的成本公平分配？在设计财务模型时，要考虑到高质量学徒制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如

何将这些成本和收益在学徒、雇主和政府中进行分配。

本章旨在概述高质量学徒制培训的成本与收益，这将有益于经费安排的后续探讨和协商。与

经费安排相关的问题，是如何激励雇主和学徒，促进其参与学徒制。根据技能开发的社会经济背景

和预期的政策成果，各国政府可提供财政激励，促进雇主参与高质量学徒制项目，还可以向弱势群

体、妇女和残疾人提供津贴和额外支持。也可由纳税人（支持高质量学徒制的公共支出）和 / 或雇

主（从雇主税收基金中拨款）提供激励措施的资金，分配给学徒和 / 或培训学徒的雇主。

成本分配安排多种多样，但是最常见有如下类型：

 · 雇主承担在岗培训的成本、工资 / 补贴和社保缴纳；

 · 学徒接受的薪酬 / 补贴低于技能工人；

 · 政府出资支持 TVET 机构的脱产培训、计划管理以及雇主激励。

8.2　高质量学徒制的成本 -收益结构

高质量学徒制的成本和收益（包括财务和非财务的）对于各利益攸关方（企业、学徒和政府）

是有差别的。显而易见，由于实施的学徒制体系的类型不同，很多在某些国家适用的成本 - 收益的

因素，在另外一些国家并不适用。更重要的是，需从较长时间段的角度来看待高质量学徒制的收益

与成本，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学徒期，虽然这样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因为，培训的积极影响可能在

短期内有所显现，但重要的还是其长期影响。除此之外，一些非财务和潜在的收益和成本也很难量

化。

表 5 总结了在高质量学徒制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企业和雇主、学徒自身以及公共机构的成

本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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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质量学徒制各利益攸关方的成本收益一览

成本 收益

企
业

高质量学徒制期间 ·工资 / 津贴

·社保缴纳

·企业导师的时间成本

·培训材料、空间、设备成本

·录取和管理成本

·促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补贴和激励

·从培训基金中的支出

·通过参加学徒制培训，提高企业声誉

·

完成高质量学徒制后

*

·节省了招聘和岗前培训的成本

·更高的生产率和质量

·更为忠诚的雇员

·劳动力离职率降低所节省的成本

·创新

·工资的稳定性

学
徒

高质量学徒制期间 ·在非职业岗位工作的机会成本 ·工资 / 津贴 

·社保覆盖

·免费学习并获得资格认证

·获得比课堂学习更高质量、更相关的培训

·

完成高质量学徒制后

*

·就业力得到提高

·更高的工资

·工作满意度提升

政
府

高质量学徒制期间 ·补贴和激励

·在公共机构提供脱产培训的成

本

·监管机构的成本

·政府负责青年人的教育和就业前培训。与在院校

开展的 TVET 相比，学徒制可为政府节省巨大的成

本 **

·学徒缴纳的税款

·节省了就业项目（例如积极的劳动力市场项目）以

及失业人员津贴方面的成本

完成高质量学徒制后

p*

·更高的税收

·节省了就业项目（例如积极的劳动力市场项目）以

及失业人员津贴方面的成本

注：斜体表示非货币性或潜在成本或收益。

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

* 若雇主在学徒期满后聘用学徒为雇员。

** ILO《2014 年人力资源开发建议书》（第 195 号）。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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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学徒制项目在许多方面（例如，持续时间、在岗和脱产培训的比例、技术复杂性、学徒

参与生产过程或提供服务的程度、地理位置）各不相同，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考虑其成本和效

益。然而，虽然基于有限国家，大量研究证明了学徒制会给学徒、雇主和政府带来积极的回报。

8.2.1　企业

总体来看，在高质量学徒制的早期，由于培训的初始支出（例如工资 / 津贴、社保缴纳、企业

导师的时间成本、培训材料等）超过了学徒对商品、服务、生产的初始贡献，企业就会产生一定的

净成本。然而，随着学徒学习技能并提高生产力，成本和收益开始趋于平衡，雇主在培训中的初始

投资就会获得回报。图 6 中的高质量学徒制期间和完成后的成本 - 收益分析图可以体现这一点。一

些雇主在学徒期内就会获得积极回报，而另一些雇主只能在收回离职率、招聘成本和初始培训成本

后，才能看到投资的回报。

图 6：企业参与高质量学徒制的成本和收益

来源： Lerman，2014b，p. 1。

关于学徒制项目成本和收益的最新研究大部分重点关注德国和瑞士的企业，并从两国看到了截

然不同的结果。从表 6 可以看出，瑞士的总成本更高，但企业在培训学徒时获得的平均收益明显更

高，相当于每个学徒在三年内产生了 2739 欧元的净收益。而在德国，企业的总成本较低，但收益

也明显较低，这使得每个学徒在三年内产生了高达 22584 欧元的净成本。此外，60% 的瑞士培训

学徒企业实现了正净收益，而 93% 的德国培训学徒企业承担了净成本。以下三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

差异：，德国学徒的相对工资高于瑞士；工作任务存在差异，例如，瑞士学徒会做更多的生产性工

作（瑞士学徒为 83%，德国学徒为 57%）；瑞士学徒的岗位工作时间高于德国（Wolter and Ryan，

2011）。在三年的时间里，瑞士学徒的平均工作时间为 468 天，而德国学徒为 415 天。瑞士学徒仅

有 13%~21% 的时间不为企业产生直接价值，而德国学徒达到了 31%~57%（Lerman，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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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国和瑞士培训学徒（三年项目）企业的净成本（2000 年，单位：欧元）

总成本 收益 净成本

德国 46608 24024 22584

瑞士 54393 57132 -2739

来源：Wolter and Ryan，2011。

另一项基于 100 家德国企业样本的学徒制研究表明，大多数企业能够在培训期间收回投资。然

而，净成本差异却很大，有些企业的收益超过 10000 欧元，有些企业却只获得了净成本。研究还发

现，净成本与学徒制的质量成反比：培训质量越高，在培训期间收回成本的可能性越高（Rauner et 

al.，2011）。

一项针对加拿大四年制学徒制的研究预计，平均总成本从厨师专业的 78000 加元到建筑电工专

业的 275000 加元不等，学徒制的平均收入则从厨师专业的 120000 加元到建筑电工专业的 338000

加元不等。这意味着雇主在培训期间的学徒投资获得了正回报：平均收益是平均成本的 1.38 倍（加

拿大学徒制论坛，2006）。

另一项研究则针对印度这一发展中国家，研究基于 1961 年《印度学徒法》的定义，对短期和

长期正式学徒制的成本和效益进行了研究，并对轻型和重型制造业、零售业和酒店业进行了有限数

量的案例研究。该研究得出结论，“这些案例再次表明，学徒制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同时，投资实

际上是在学徒期内，或是在学徒被留用的第一年内收回的”（国际劳工组织，2014b，p.viii）。

最近，某个欧洲雇主协会的联合组织发表了一项比较研究，即《学徒制计划的成本效益——学

徒制的商业化发展》。研究得出了以下关键结论：

 · 在运营良好的学徒制中，通过更好的技能匹配，并在培训期间有针对性地激活学习者的生产

力，企业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回投资。如果学徒随后实现了在企业中的正式就业，那么企

业就会在学徒毕业后立刻产生的生产力、企业文化培养和更高的员工忠诚度方面获得额外回

报，这也使学徒制成为一种有效的招聘手段。

 · 当学徒制计划主要是由需求驱动制定，且雇主可以选择候选人、参与课程设计和提供部分培

训时，企业就将提前获得学徒制的投资回报。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型企业来说，学徒制

计划的成本 / 效率也取决于其他因素，如计划的持续时间和在企业中花费的时间、学徒的留

用或行政管理方面的支持（欧洲商业联合会，2016，p.3）。

这些研究都是针对已经实施学徒制的国家。通常来说，在没有学徒制培训经验或经验很

少的国家，由于净成本未知且 / 或无法计算，雇主并不愿意开始类似的尝试。贝塔斯曼基金会

（Bertelsmann Foundation）的一项详细研究为缺少学徒制培训经验的西班牙提供了答案。研究建立

了三种模式：一种接近由瑞士模式转型的西班牙模式，持续三年（模式 1）；一种接近现有西班牙模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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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持续两年（模式 2）；模式 2 的拓展模式，持续三年（模式 3）。研究将这几种模式用于西班牙六

个行业的十种不同职业。此外，研究还包括两种不同的工资变量：每月 300 欧元和每月 530 欧元。

结果表明，所有职业的培训项目都能在培训期结束前为雇主带来净效益，关键变量是学徒工资水平、

学徒期时长和企业规模（Walter and M_hlemann，2015，pp.74-75）。 

8.2.2　学徒

对于学徒来说，高质量学徒制带来的最重要的收益，在于所获得的相关知识、技能和能力可以

实现更好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前景。在财务方面，即使在培训期间，学徒也会获得一些工资 / 津贴，

而单纯进入 TVET 机构和 / 或大学学习的青年人则可能需要支付费用。

表 7 列出了八个不同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英国、德国、荷兰、挪威和瑞士）的学

徒可能获得的一些收益。八个国家的学徒在职期间都能够获得工资。除澳大利亚和挪威外，其他国

家的学徒在脱产学习期间也能够获得工资。根据具体的项目年份，在奥地利，学徒的工资是技能工

人工资的 50%；在丹麦，为 30%~70%；在英国，为 63%（以金属加工行业为基础）；在德国，为

25%~33%；在挪威，为 30%~80%；在瑞士，为 20%。在奥地利、德国、荷兰、挪威和瑞士等地，

企业承担学徒的社会保障支出。

7. 各国学徒工资和社保缴纳的差别

国别 学 徒 在 岗 期

间 是 否 获 得

工资

学 徒 脱 产 学

习 期 间 是 否

获得工资

学徒工资与技能工

人工资的比较

哪一机构来确定最低学徒

工资标准

雇 主 是 否 为 学

徒 缴 纳 社 保 费

用

澳大利亚 是 否 — 根据具体项目，工资标准

由国家和地区层面的行业

部 门 来 确 定。 一 些 情 况

下，由具体实施的企业来

决定

—

奥地利 是 是 平均为技能工人工

资的 50%

地区层面的行业部门确定 是， 但 各 州 承

担 部 分 社 保 支

出

丹麦 是 是 根据具体的项目年

份，为技能工人工

资的 30%~70%

由行业确定 否

英国 是 是 平均为技能工人工

资 的 63%（金 属 加

工行业）

由各企业根据国家规定确

定

否（25 岁 以 下

的学徒）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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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学 徒 在 岗 期

间 是 否 获 得

工资

学 徒 脱 产 学

习 期 间 是 否

获得工资

学徒工资与技能工

人工资的比较

哪一机构来确定最低学徒

工资标准

雇 主 是 否 为 学

徒 缴 纳 社 保 费

用

德国 是 是 根据具体的项目年

份，为技能工人工

资的 25%~33%

由地区层面的行业部门确

定

是

荷兰 是 是 — 由行业确定 是

挪威 是 否 根据具体的项目年

份，为技能工人工

资的 30%~80%

由国家层面的行业部门确

定

是

瑞士 是 是 根据具体的项目年

份，平均为技能工

人工资的 20%

由各企业确定，但雇主 /

专业协会提供建议，因此

各行业学徒的工资有所不

同

是

来源： Kuczera，2017，pp. 27-28。

在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学徒的工资根据法定最低工资按比例发放，根据学徒的年龄和进度而

定。截至 2017 年 1 月，18 岁以下的学徒第一年的工资为 370.07 欧元，21 岁以上的学徒第三年的

工资为 1154.61 欧元（表 8），工资数额在这一区间内各有不同。

8. 学徒最低月工资占最低工资比例（单位：欧元）——法国

（截至 2017 年 1 月 1 日） 18 岁以下 18-20 岁 21 岁以上

第一年 25% 41% 53%

第二年 37%~547.70 欧元 49%~725.33 欧元 61%~902.96 欧元

第三年 53%~784.54 欧元 65%~962.18 欧元 78%~1154.61 欧元

来源：L’apprenti，2017。

在印度，行业学徒每月可按初级工人最低工资（表 9）的比例（70%~90%）领取一笔津贴，该

比例随培训进展而变化，使学徒能够负担日常开支。津贴不随年龄发生变化。行业学徒津贴由雇主

承担（印度政府，2017b）。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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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业学徒津贴比例——印度

学徒培训期 津贴比例（每月）

第一年 初级工人最低工资的 70% 

第二年 初级工人最低工资的 80% 

第三年和第四年 初级工人最低工资的 90% 

拉丁美洲国家中，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 1 不向学徒提供工资；巴西和秘鲁根据各自国家的最低工

资向学徒提供工资；秘鲁要求雇主向学徒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 50% 的月工资；智利为学徒提供高于

最低工资的工资。在哥伦比亚，学徒获得的津贴各不相同，且与失业率成反比（在课堂培训阶段，

为最低工资的 50%；在岗培训阶段，当国家失业率高于 10% 时，为最低工资的 75%，当国家失业

率低于 10% 时，为最低工资的 100%，（Fazio et al.，2016）。

综上所述，大多数国家都建议随着学徒期的进展（学徒生产力的进展）增加学徒工资 / 补贴占

最低工资的百分比。几乎没有国家将年龄和失业率作为衡量标准。图 7 给出了一些国家的工资动态

分析。

图 7：学徒工资占国家最低工资的百分比

注：* 哥伦比亚和德国的学徒薪酬随项目阶段变化而增加。

** 秘鲁的数据来自试点项目。

来源：Fazio et al.，2016，p.43。

1　虽然哥斯达黎加的学徒制立法提议并没有将学徒制完全融入教育系统，而是主要针对非学生人口，但议会目前的

辩论表明，学徒将被视为学生而非就业者。因此，学徒将不会获得工资（根据目前最广泛接受的法律项目 19.019规定）。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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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的另一项经济收益来自于未来的收入。有证据表明，学徒未来的收入要高于 TVET 学生。

以学徒和 TVET 学生获得相同价值的同一资格认证为前提，荷兰做了较为明确的比较。学徒（4 级）

入门级工作的总时薪为 13.4 欧元，但对 TVET 学生（4 级）而言，总时薪为 10.05 欧元（荷兰政府，

2014）。这些反映工资差异的数据也体现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短期内（即入学后第六年），学徒制

参与者的收入平均比非参与者的收入高 6595 美元（Reed et al，2012）。此外，该项研究预计，在

其职业生涯中，完成学徒制项目的参与者的收入平均比非参与者的收入高 240037 美元（若包括福

利则为 301533 美元）（同上）。

8.2.3　政府

政府在学徒制中的成本和收益更难计算，因为学徒在 TVET 机构的支出通常不会在 TVET 培训总

成本中单独计算。由于高质量学徒制通常会降低失业率，并提高青年工人的收入，政府还节省了社

会保障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相关的支出（如失业福利），并且能获得更多的税收（如工资税、增

值税）。虽然这种节省的规模取决于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福利计划的成本，但最近的研究证实，政府在

高质量学徒制方面的投资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回报。

在前文的美国案例中，对五个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密苏里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德克萨

斯州）已注册学徒制计划进行管理，各州和联邦产生的总成本约为平均每个学徒 131 美元，TVET

机构（社区大学）相关的成本估计为每个学徒 587 美元。如此计算，每名学徒的平均总成本为 718

美元。在一名技能工人的职业生涯中，这项投资预计带来的税收优惠平均为 19875 美元，也就是

说，每投资 1 美元就可获得 27.7 美元的回报。如果考虑到其他潜在成本（失业保险、食品券、福利

和管理成本），则投资 1 美元的总收益应为不到 36 美元（同上）。

法国开发署（ French Development Agency，AFD）对布基纳法索不同 TVET 提供方式的成本

进行了研究，研究清楚地表明，与中心培训或提供企业实习的中心培训相比，双轨培训的学徒制成

本最低（见表 10）。

10. 职业培训中心 1 年度培训成本比较——布基纳法索

培训类型 期限 入门水平 培训成本（非共体法郎）

学徒制或双规培训理发师

（CFA）

2 年 小学或未受教育 35 000（具有读写能力）

50 000（不具有读写能力）

脱产培训理发师（CCP） 2 年 最低小学毕业 200 000

脱产培训理发师（CACP）+

实习

2 年 四年制大学 350 000

来源：Richard and Boubakar，2010。

1　CAMA = 职业培训中心（Centre d’apprentissage des métiers de l’artisanat）

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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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质量学徒制是开发劳动力技能和促进青年人从学校向劳动世界顺利过渡的一种经济有效

的方式，各国政府都有着充分的政策理由，在财政上对雇主给予鼓励和支持。如果雇主不愿意提供

学徒制名额，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激励措施来推广学徒制，包括财政（直接补贴或税收优惠）或非

财政（在行政流程方面对雇主提供支持）的方式。但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一些雇主会因能

获得政府补贴的廉价劳动力而对雇佣学徒更感兴趣，而不是雇佣其他工人。

8.3　推广高质量学徒制的激励措施

正如前文所述，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高质量学徒制更具经济意义，但短期内并不一定会实现

收益。强调其短期优势可能会阻碍企业对高质量学徒制进行投资，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如此。在德国，

高质量学徒制非常健全，除了向培训弱势工人群体（如残疾工人）的企业提供补贴外，没有其他的

奖励计划。但在其他一些国家，政府会向企业提供免税、补贴或与征税计划相关的资助等形式的激

励措施，鼓励企业接收学徒。

各国同时向学徒和雇主提供激励措施，以促进其参与学徒制项目。针对学徒的激励措施通常包

括学习材料、离家学习津贴、以津贴形式提供的食物和交通，以及对弱势群体、妇女和残疾人的额

外支持。另一方面，那些直接针对雇主的激励措施旨在减少在岗培训和社会保护成本，以鼓励雇主

遵守国家的劳动法规，并减少其税收负担（Fazioet al.，2016）。

如表 11 所示，各国采用了多种财政机制。一般来说，一些国家并没有免税政策，例如英国。在

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奥地利，免税政策已经被逐步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补贴。例如，在丹麦，

既没有税收补贴也没有其他补贴，而是通过征税计划（雇主补偿基金）获得资助，所有雇主都必须

支付该基金。然而，加拿大接收学徒的雇主可以从税收抵免中获得收益。税收激励作为“创造就业”

的奖励，有效地降低了培训学徒的成本。

一些激励计划是通过针对雇主征收的税收来进行资助的（例如，为了资助技能开发活动，对工

资进行一定比例的征税）。巴西、丹麦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都实行技能开发税。在英国，2017 年

的情况是学徒制征税制度正在实施。

加拿大向符合条件的学徒提供“学徒制激励奖金”和“学徒制结业奖金”。在澳大利亚，学徒可

以以优惠条件获得贷款。事实上，成功完成学徒制培训可减少 20% 的借款。当学徒正式工作后，其

收入高于最低工资时候，则开始偿还贷款。英国的一些大城市向学徒提供实物支持，如当地交通卡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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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企业的财政激励

税收激励 补贴 征税计划

澳大利亚 根据项目最终可

获得的资格类型

提供税收激励

在特殊情况下补贴，例如受训人员

有残疾

无 1

奥地利 2008 年废除了税

收激励，由具有

针对性的补贴所

代替

自 2008 年起，每名学徒享有具有针

对性的补贴（数额取决于学徒制具

体 年 份）， 用 于 额 外 培 训、 导 师 培

训、奖励考核出色的学徒、支持有

学习困难的学徒、支持男女平等的

学徒制通道

所有地区的建筑业以及一个省（福

拉尔贝格）的电子金属业设置了征

税计划，具体由雇主和工会协商确

定

比 利 时（弗 拉

芒大区）

工资减税 根据学徒数量和项目时限确定的直

接补贴

无

丹麦 无 无 所 有 企 业（包 括 公 共 部 门 的 企 业）

根据全职雇员的数量向雇主补偿基

金（AER）缴纳资金。金额为每名

全职雇员 492.50 丹麦克朗，每年四

次。学徒在职业教育机构学习期间

的开支（即工资、交通费）将退还

给接收学徒的企业。雇主补偿基金

也会提供资助，以激励建立额外培

训场所的雇主

英国 无 缴纳税款的雇主所提供的资金将配

套 政 府 10% 的 资 金， 为 向 16 至 18

岁青年人提供学徒制培训的企业和

教育培训机构提供资助

统一的征税标准，为工资的 0.5%，

适用于工资总额超过 300 万英镑的

部分

德国 无 无 在建筑行业存在，由雇主和工会协

商确定

荷兰 减税（2014 年废

除）

2014 年 起， 按 每 个 学 徒 每 年 最 高

2700 欧的标准向提供学徒制的雇主

发放补贴（具体数额取决于学徒制

的时限以及争取补贴的企业数量）

无

来源：Kuczera，2017，pp. 19-20。1

1　 2017 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成立澳洲技能基金（Skilling Australians），该基金将由“由于企业人员变动而不断增

加的针对特定子类签证的征税”进行资助（Fowler and Stanwick，2017）。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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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0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激励可能是有条件的。那些在学徒成功完成培训项目后给予的奖励（例如

加拿大的学徒结业奖金）就是条件限制的案例。政府可以针对某些特定的职业，通过提供激励措施，

以解决优先部门的技能短缺问题。例如，澳大利亚为雇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激励措施，如框 30 所

示，尤其是为那些在明显缺乏技能工人的优先职业中接收学徒的雇主。此外，作为区域就业政策的

一部分，政府也会出台激励措施，鼓励企业接收成年人、代表性不足的社会群体和有残疾的青年人。

30. 澳大利亚学徒制激励项目概览

澳大利亚学徒制激励项目的目标在于培养高技能和高相关性的澳大利亚人才，支持经济的可持续

性和竞争力。 

这一目标通过如下激励方式实现：

 · 鼓励提供技能培训和雇员开发的机会；以及

 · 鼓励人们通过澳大利亚学徒制参与技能培训。

国家技能需求清单（National Skills Needs List ，NSNL）确定了存在国家技能短缺的职业。这一

清单用于确定澳大利亚学徒激励项目下的拨款是否符合要求。该项目旨在通过向从事优先职业的澳大

利亚学徒提供额外资助，扩大澳大利亚相关国家技能的人才基础。

符合条件的优先职业为老年护理工作者、儿童护理工作者、残疾护理工作者和登记护士。

 · 开始 / 重新开始 / 结业——国家技能需求清单职业

 · 开始 / 重新开始 / 结业——优先职业中的非国家技能需求清单职业

 · 澳大利亚成年学徒支持

 · 农村和地区技能短缺奖励

 · 提名的特殊群体启动激励计划

 · 干旱地区开始及结业奖励

 · 老年工人开始及结业奖励

 · 澳大利亚残疾学徒援助

来源：德勤经济研究所（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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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1

在拉丁美洲，政府和雇主之间学徒制成本的分配取决于该项目的目标是校外青年还是在校青年。

校外学徒制项目的受益者，特别是资源有限的受益者，可以从政府获得津贴或奖学金，以支付包括

交通费、食品费和学习材料费在内的成本费用。雇主承担在岗培训的费用，包括与学徒作为雇员身

份（工资、休假、交通、社会保障）有关的成本，以及与培训有关的成本（专门用于培训、监督、

指导、考核和认证学徒的，以及为学习提供足够设施的员工时间）。国家培训机构为非在校青年提

供课堂培训，由雇主的工资税进行资助。因此，雇主也间接地为课堂培训提供资金。就在校学生的

学徒制培训而言，例如在墨西哥，政府承担课堂培训的费用，并向学生提供月度津贴（Fazio et al.，

2016）。框 31 详细说明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为推广学徒制而提供的激励措施。

31. 拉丁美洲国家推广学徒制的激励措施

在拉丁美洲，针对学徒的主要公共激励措施是政府补贴，用于支付其参与项目的开销。而针对企

业的主要激励措施则包括减税优惠、降低解雇成本、培训和工资补贴。在巴西及类似的学徒制法律体

系中，企业必须雇佣其 5% 的劳动力作为学徒，以支付违规罚款的形式作为负面激励，罚款最多可达

到 5 名未雇佣学徒的最低工资，若再次发生则罚款加倍。这种负面激励也可以成为一些企业聘用学徒

的激励因素。同样，在哥伦比亚，除公共和建筑行业的企业外，雇员总数超过 15 人的企业必须雇佣学

徒，违规的企业必须支付的罚款为全职员工总数的 5% 乘以最低工资。

针对学徒的激励措施

墨西哥：学生在学徒制期间获得每月津贴。

针对雇主的激励措施

减免 / 减少学徒作为雇员的劳动力成本

巴西：将紧急遣散费基金（Fundo de Garantía do Tempo de Serviço）占工资的比例从正式工

人的 8% 降低至学徒的 2%。

减免解雇成本

智利：最低为每月工资的 50%，最少 6 个月，最多 1 年。

减税优惠

巴西：为雇佣学徒的大中型企业提供减税优惠。

负面激励

哥伦比亚：法律规定，除公共和建筑行业外，雇员总数超过 15 名的企业必须雇佣学徒。如果企业

未能履行此项义务，必须支付罚款，用于资助创业基金（用最低工资乘以全职雇员总数的 5%）。

来源：Fazio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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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制订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即到 2020 年，印度的学徒制机会将增加 20 倍。同时启动了一

项全国学徒制推广计划，激励雇主接收学徒。政府将分担所规定津贴的 25%，最高为每个学徒每月

1500 卢比，并与雇主共同分担基本培训费用（印度政府，2015）。

***

尽管需要更多的研究，但已有证据表明，总体来看，企业和政府对学徒制的资助收益大于成本。

事实上，这些成本是对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投资。在一些国家，政府确实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提供

激励，以鼓励雇主和学徒参与学徒制体系。最后，对于学徒本人来说，他们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显然

是积极的。如果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看到长期的收益，也许在某个时间点，我们将不再需要激励措

施来推广学徒制。

8.4　对照清单

您可以利用以下对照清单，评估所在国家学徒制体系的经费安排，从而确定哪些因素可以得到

加强，并判断您所在国家的体系是否可以算作高质量学徒制体系。

公平的经费安排 是 否

在您所在国家：

·是否推行计划，计算企业在学徒制培训中的财政和非财政成本与收益？

·是否推行计划，计算学徒在学徒制培训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成本与收益？

·是否推行计划，计算政府在学徒制培训中的财政和非财政成本与收益？

·政府是否资助脱产培训？

·政府是否为雇主提供激励措施用以接收学徒？

·雇主是否资助在岗培训？

·雇主是否为学徒在岗培训期提供补贴？

·雇主是否为学徒脱产培训期提供补贴？

·目前的经费安排是否足以维持学徒制培训？

对于上述的任何问题，如果您的答案为“否”，那么您就有必要考虑如何明确并支持您所在国家

学徒制体系的经费安排。公平的学徒制体系经费安排，是实现高质量学徒制成功和可持续性的关键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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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即劳动力市场中雇主所需的技能与 TVET 机构或大学毕业生所

拥有的技能不匹配。雇主的一些岗位出现招工难的现象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往往并不是因为技能

工人的缺失，而是其他的各种原因，包括工资和工作条件差、地方不吸引人、职业发展机会有限、

合同不稳定等。但技能缺口（skills gap）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正如国际雇主组织（IOE）所

指出的：

“许多研究人员指出，劳动力市场不匹配是就业趋势疲软的原因之一。有时，雇主无法获得所需

要的技能，仅仅是由于该国的教育体系薄弱或没有反映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教育和培训体系可能不

足以实时满足新劳动世界的需求，因为新的劳动世界要求新一代的技能工人拥有完全不同的一套技

能”（IOE，2015，p.5）。

在巴西，国家职业学徒制论坛提出了 10 条建议，以提升学徒制项目的质量与关联性，包括：开

展国家和州级培训实践评估；开展行业劳动力市场分析；成立行业第三方委员会或其他协调机制；

开展技能需求分析；对职业院校教师和企业培训人员进行培训；设计相关的课程大纲；制定成本分

担的注资计划；建立法律框架；完善监管、考核与认证；测评项目影响力。

本章旨在介绍如何对当前和未来的技能需求进行评估，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指导学徒制项

目的制订。本章还将介绍如何对学徒所获技能进行评估和资格认证。

9.1　技能需求评估和预测

高质量的学徒制被公认为一种能够缩小技能缺口的有效且高效的方式。然而，只有在了解技能

供求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定各行业部门需要哪些技能，以及社会伙伴可

以如何共同合作提供这些技能。一个国家的技能体系应具有“技能需求评估和预测”的子体系 / 机

制，该子体系 / 机制与高质量学徒制度共同发挥作用，确保学徒制项目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ILO 称技能需求评估和预测（国际劳工组织，2015）为“利用连贯、系统的方法，以战略的方

式评估劳动力市场未来技能需求的活动”。技能需求评估和预测旨在向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参与者提供

信息，了解当前和潜在未来技能的需求和失衡情况，以便参与者能够做出决策、制订措施并采取行

动，以满足需求并避免失衡。这种评估和预测可以在地区、国家和 / 或行业层面进行。

作为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的一部分，可以将技能需求评估和预测分解为几个关键元素，包括：

数据、方法与工具、分析能力和机制（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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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技能需求预测的关键元素

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2015a，p. 4。

有几种方法能够进行技能需求评估和预测。ILO 将社会对话视为所有方法的基础：社会对话在

从劳动力市场参与者处获取信息、做出明智的决策以及实施调查结果和建议方面至关重要。因此，

社会对话需要融入到各机构的结构和程序中。如图 9 所示，ILO 所倡导的方法在于明确相关的数据

和工具；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指标、趋势和方案；分析结果并直接与社会伙伴制定战略；通过系统的

社会对话，建立有助于匹配技能需求和供应的机制。

图 9：国际劳工组织倡导的技能需求评估与预测的方法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15a，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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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9.1.1　机制框架

每个国家都有很多机构参与技能需求预测，例如劳动和教育部、国家技能 /TVET 机构、行业技

能机构、技术办公室、就业服务、教育和培训机构以及雇主和工人组织。每个机构都会带来一些核

心优势和资源，从而补充其他机构的作用。例如，行业技能委员会的任务通常是收集特定行业的技

能需求和供应数据；公共就业服务部门收集岗位空缺和求职者的数据；统计办公室收集和分析所有

统计数据；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相关技术人员则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同上）。

然而，各国都需要有一个“牵头”机构，以确保所有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从 ILO（与

CEDEFOP、ETF 和经合组织联合）对 61 个国家进行的一项更广泛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教育和劳工

部以及其他公共机构（通常是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通常是技能预期工作的主要机构。但是，社会伙

伴的参与程度非常高——参与调查的国家中，75% 的高收入国家和 96% 的中低收入国家的雇主组

织和工会（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曾参与结果讨论，而 79% 的高收入国家和 92% 的中低收入国家

的雇主组织和工会曾参与政策回应方面的咨询。国家和行业一级的参与程度尤其高（Kriechel and 

Velter，即将出版）。

有些国家已作出政策决定，以改善和加强参与技能需求评估的各机构之间的合作，特别是职业

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合作。例如，时任法国总统在 2013 年社会议题会议期间，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

实现 2017 年之前将学徒人数增加到 50 万的目标，同时决定建立就业和技能网络（见框 32）。

32. 就业和技能网络——法国

2013 年 6 月，法国的社会议题会议决定将若干不同的相关机构纳入就业和技能网络的监督，目的

在于：

·增强总体观察和预测能力：网络工作旨在创造一个平台，加强参与岗位和技能观察与预测的机

构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为未来培养共同的技能专业力量。同时向经济发展、就业、职业培训咨询和指

导机构的代表与参与机构传播推广这项工作。

·对未来的技能进行预测，从而支持职业变革和开发高质量的工作，使接受初级职业教育培训的

青年人、雇员和求职者的技能适应经济的需要，促进职业转型，这些都是竞争力与就业的决定性因素。

预测和预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协助劳动力市场参与者做出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终身学习方面

的选择（France Stratégie，2006）。

9.1.2　方法和工具

有一系列的方法可以用来收集和分析技能需求方面的数据，例如：

 · 基于宏观经济模型且按行业和职业划分的定量就业预测，称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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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括核心小组、圆桌会议、专家访谈、预测和方案制定等在内的定性方法；

 · 雇主调查，也就是针对机构或企业进行的调查；

 · 针对院校 / 培训毕业生的追踪研究和学校到工作过渡的调查。

工具是指相关的指南和文书，提供使用技能需求预期相关方面的数据、方法和良好实践手段。

ILO 已经开发了许多工具，其中一些工具可以与 CEDEFOP 和 ETF（见框 33）共同使用，但没有一

种可以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方法和工具。为了获得可靠和有意义的结果，在特定情况下需要结合不同

的定量和定性方法（ILO，2015a）。

33. ILO 技能需求分析和预期工具

《适应贸易与经济变化的技能：实践指南》

对促进贸易战略和出口产业中的技能需求进行预期。

《预测绿色工作的技能需求：实践指南》

介绍技能需求分析与预测的方法，促进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技能与岗位预期和匹配指南》

一系列指导与协助工具，指导并协助方法、文书和机制化解决方案的设计，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

技能与工作匹配方面的挑战：

 · 第一卷：使用劳动力市场信息

就主要数据类型、数据源和指标提供指导，回应关键的政策问题，解决或防止技能与工作不匹配

现象。

 · 第二卷：进行技能前瞻、制定方案和预测

介绍在宏观经济层面实现对未来技能需求的预期和预测的定量和定性方法。

 · 第三卷：行业层面的工作

介绍行业层面技能的认定与预期方法、流程和体制机制。

 · 第四卷：就业服务供应方的作用

介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私营就业机构在技能预期和匹配方面的作用，包括相关劳动力市场信息

的收集与使用。



79

9. 劳动力市场关联性

框

34

 · 第五卷：制定并开展企业技能调查

就雇主问卷调查（企业）的实施提供指导，调查内容包括技能短缺和缺口、招聘困难和培训方法。

 · 第六卷：开展跟踪研究

协助培训供应方和分析员设计并在毕业生中发放关于其就业能力、技能应用方式以及技能与劳动

力市场缺口相关性的调查。

9.2　技能需求信息的使用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ETF 和 CEDEFOP 对 61 个国家进行的上述联合研究，大多数国家在制定

政策、更新职业标准、制定学徒制项目、修订和设计培训项目以及培训人员技能提升方面，都使用

了技能需求的信息（Kriechel and Veiter，即将出版）。这项研究也体现了社会伙伴使用技能需求信

息的程度。一般来说，社会伙伴主要将其用于影响教育和劳工部的政策，以及为集体谈判提供资料。

但是，也有 34% 的雇主组织和 57% 的工会将其用于制定和资助学徒制（或实习）项目（同上）。例

如，在澳大利亚、北爱尔兰和土耳其，技能需求评估的一个直接用途就是在对技能劳动力需求更大

的职业和行业中推广学徒制。

一些国家设立了负责技能预期工作的机构，并将这些信息用于 TVET 培训，尤其是行业层面的

培训。如框 34 所示，在加拿大，行业技能委员会负责提供关于技能需求的行业具体信息，从而协助

学徒制项目的修订和开发。

34. 行业技能委员会的职责——加拿大

加拿大行业技能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a）以行业研究、劳动力市场预测和分析的形式提供劳动力市场情报

（b）制定技能档案和国家职业标准，促进技能标准化

（c）制定技能开发工具、职业信息和青年实习方案（CEDEFOP，ETF，ILO，2016，p. 106）。

例如，巴西已建立国家学徒制服务（针对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农村工人和运输工人）机构，

在行业层面提供各种 TVET 服务。SENAI，即国家工业学徒制服务机构，参与技能预期实践，旨在从

定量和定性的角度，确定工业中的技术和组织变化及其对未来培训和资格认证需求的影响，同时提

供包括学徒制培训在内的 TVET 产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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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将技能需求转化为培训和认证

从前文所述可以明显看出，技能评估和预测的实践促进了 TVET 政策和项目的发展，包括学徒

制培训的政策和项目。接下来一部分将研究如何将技能需求相关的信息转化为培训和认证。

例如，丹麦就通过国家级的初始职业教育和培训咨询委员会、行业层面的“职业委员会”以及

地方培训委员会的顾问角色，在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学徒制培训开发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框 35）。

35. 从技能预测到技能认证——丹麦

从确定新技能需求到引入新职业资格的过程涉及到许多利益攸关方。这在丹麦法律中有正式的规

定，即职业资格的内容应尽可能基于对职业资格需求的分析和预测。

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参与者和活动：

 · 初始职业教育和培训咨询委员会就新职业资格的要求和根据劳动力市场数据总结和 / 或修订现有职

业资格向教育部长提出建议。

 · 为支持咨询委员会的工作，全国贸易委员会每年编制一份关于劳动力市场发展情况的报告，该报告

内容与所报告行业内各职业未来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有关。

 · 此外，职业委员会和教育部可委托其他机构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某一行业或职业的未来技能需

求，或是与机器人技术或横向技能发展有关的跨行业发展。

 · 地方培训委员会担任着地方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顾问角色，也是地方培训课程大纲的共同制定者

（学徒制系列工具，2016）。

在德国，整个培训过程的关键是职业培训条例，依法规定了如下内容：培训职业的指定；学徒

期时长；培训职业情况简介——简要描述职业的典型技能、知识和能力；总培训计划——教授所需

技能、知识和能力的教学大纲结构及时间分配；考试要求。这是一个复杂而全面的过程。澳大利亚

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机制安排，制定学徒制培训条例。

图 10 简要地总结了德国职业培训条例制定的三个阶段，如下所示：

 · 明确参数范围

 · 起草和协作

 · 发布培训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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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参数范围

一般来说，当社会伙伴发现需要创建新职业或修改现有职业时，他们会根据技能预期计划制定

参数，并向负责发布培训条例的部门提交提案。

图 10：制定职业培训条例——德国

来源： 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2011。

起草和协作

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所（德语为 BIBB）要求雇主和工会的下设组织提名专家，这些专家将

与 BIBB 共同合作，起草制订新的培训条例或修订现有条例。培训条例分为两部分：一是规定部分，

包括职业选定、职业简介和评估要求；二是附件部分，包括总体培训计划。

通过条例

各方达成一致后，由联邦—地区（州）职业培训条例 / 框架课程大纲协调委员会批准培训条例

和框架课程大纲，并在整个国家生效（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所，2011）。

爱尔兰的相关流程也是复杂而全面的。爱尔兰的技能认证需要遵守严格的 10 步流程，并以职业

资格的发放——高质量学徒制培训的基础——作为技能认证的形式，而这 10 步流程正始于对技能需

求的预期，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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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国家学徒制资格认证的关键开发路径——爱尔兰

来 源： 继 续 教 育 和 技 能 服 务 局（An tSeirbhís Oideachais Leanúnaigh agus Scileanna，SOLAS）（SOLAS，

2017a）。

这一过程始于对技能需求的预测。之后则是职业简介、标准、课程大纲和考核计划的制定与审

批。接下来，是对学徒制项目有效性及质量保证的验证。最后，学徒制准备就绪。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爱尔兰的学徒制是由雇主主导的，行业联合会需要根据对技能需求的预期，提供学

徒制计划需求的依据。

第二步——在由雇主组织、工会和培训提供方组成的学徒制委员会的支持下，教育和技能部需

要对学徒制开发提案进行评估和审批。

第三步——继续教育和技能服务局（SOLAS）作为主管学徒制培训的公共机构，与高等教育部

（the Higher Education Authority，HEA）和学徒制委员会共同批准项目计划并拨付经费。

第四步——行业联合会进行项目开发，包括对职业情况的概述；项目和标准包括课程大纲与考

核方式、在岗和脱产培训的质量保证以及学徒制项目的管理。此外，行业联合会需要提供关键文件，

例如专业奖项的类型、有效性认定政策和标准以及学徒制质量保证指南。

第五步——学徒制委员会审核并批准职业简介，确保不与现有的学徒制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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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爱尔兰质量保障和资格认证局负责高等和继续教育与培训的外部质量保证，就学徒

制项目的有效性和质量保证进行审批。

第七步——SOLAS 发布行业培训命令。

第八步——SOLAS 和高等教育部批准计划和预算的实施。

第九步——SOLAS 批准由雇主进行的学徒注册。

第十步——行业联合会启动学徒制项目。

9.3.1　技能考核与认证

“技能考核与认证”是质量保证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考核学徒是否获得了某一职业资格相

关的所有规定学习成果。为学徒提供资格认证，能够提高他们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并使得通过学

徒制项目培养的技能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它还为未来的雇主提供了更大的信心，因为学徒已达到

特定职业所需的能力水平。

许多国家规定，要同时进行形成性考核和总结性考核，还应向成功通过考核的人员颁发国

家认可的资格证书。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将学徒制资格与国家资格框架（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NQF）相匹配（如有）。这有助于学徒制毕业生在教育和培训体系中的纵向和横向流

动。在德国，两年学徒制已与国家资格框架中的三级水平相匹配，而三年学徒制则与国家资格框架

的四级水平相匹配。

由于高质量学徒制项目还涉及到教育和培训机构，技能认证的考核过程中通常也有这些机构的

参与。基于能力的培训和评估方式要求更加注重工作任务的执行能力以及实现行业所认定的执行特

定工作或职业的能力。一些国家设置了独立的考核中心，对学徒的上述能力进行测评（例如南非和

马拉维的行业测试中心）。

在印度，学徒培训期结束后，行业学徒将参加由国家职业培训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Vocational Training，NCVT）为学徒举办的印度全国行业考试（All India Trade Test，AITT）。成功

通过考试的学徒将获得国家学徒证书（National Apprenticeship Certificate，NAC），这也是国家认

可的就业资格（印度政府，2017a）。在德国，行业协会通常会建立独立委员会，由雇主、雇员和职

业学校代表组成，对学徒进行终期考试（学徒制度工具框架，2017a）。

9.4　指导、咨询和支持服务

高质量学徒制度应提供关于职业选择和就业前景的有利信息，同时在青年人参加学徒制之前、

期间和之后向其提供咨询和指导。这有助于青年人根据其技能、才能以及各种职业的要求，对其可

能参与的学徒制培训和职业生涯做出明智的选择。高质量学徒制还有助于减少性别隔离，有利于弱

势群体和残疾人的融入。结合个性化支持，这种指导和咨询服务的有效性将提高。然而，欧洲工

会联合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整个欧盟 15-24 岁的青年中，只有 14% 的人收到了指导顾问的建议



84

高质量学徒制

系列工作

框

36

（欧洲工会联合会 / 学习联合体（Unionlearn），2016 年）。

咨询服务通常由公共就业服务（PES）机构提供。在一些国家，PES 将提供信息和支持，帮助

青年人找到学徒职位，并提供就业后咨询，协助学徒寻求就业机会。相关服务还包括培养核心能力

的培训、面试技巧、简历准备和撰写求职申请的培训。

在岗位和院校学徒培训期间的引导和指导能够提高培训的完成率。例如，丹麦《基础职业教育

和培训法》（Erhvervsuddannelsesloven-EGU）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为学徒提供了有效的支

持和指导，以及针对不同学徒学习需求和能力构建的个性化方法（欧盟委员会，2013b）。

企业中的主管和培训人员也需要指导和支持服务，从而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指导和监督学徒

在岗位接受的实际培训。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建立了专门网站 1，以方便快捷地获取有关澳大利亚

学徒制的信息。信息包括：

 · 澳大利亚学徒制培训网络供应方（Apprenticeship Network provider）（框 36）

 · 澳大利亚学徒制项目

 · 雇主激励措施

 · 学徒创业的信息与支持

 · 学徒制培训期间为学徒提供的支持和协助

 · 为有意参加学徒制的在校人员、毕业生和成人提供支持和建议

36. 澳大利亚学徒制网络

澳大利亚学徒制支持网络（学徒制网络）将提供建议和支持服务，以满足雇主和学徒在整个学徒

期（从开始前到完成）的需求，通过：

 · 针对所有雇主和学徒的普遍适用的服务，提供必要的行政支持、付款处理和定期联系；以及

 · 为雇主和个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作为完成学徒制所需要的额外支持。

将为目标客户提供学徒制开始前的服务，包括筛选、测试和工作匹配，让恰当的学徒参与恰当的

雇主所提供的恰当的学徒训练。具有针对性的培训支持服务，例如指导，将帮助学徒和雇主在面对无

法完成学徒制项目的风险时，解决问题和困难。学徒制网络供应方也可以向那些不适合参与学徒制的

个人提供帮助，以确定其他培训途径。

来源：澳大利亚政府，2017b。

1　https://www.australianapprenticeships.gov.au/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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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立陶宛职业激励政策的一部分，立陶宛普通教育学校的学生会参观企业，熟悉真实的工作

场所。职业教育培训供应方将组织职业日和访客日，其间，职业院校的学生将向普通教育学校的同

龄人展示职业教育培训的优势。

欧洲工会联合会就指导和咨询提出了以下质量标准建议：

 · 学徒是否能够获得由合格专业人员提供的职业指导和咨询服务？

 · 公共机构是否提供统计数据来显示学徒制的完成率？（欧洲工会联合会 / 学习联合体，2016）

9.5　评估

学徒制项目的评估提供了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具有关联度的信息，政策制定人员和项目开发人员

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完善相关体系和项目。评估方法包括毕业生跟踪研究、雇主反馈和成本效益分

析。国际劳工组织学徒制系列指南第二卷将介绍这些方法和样本工具。

跟踪研究是对学徒制毕业生进行的调查，从而评估就业结果、收入水平以及该项目与其工作的

关联性。该调查收集了参与者劳动力市场经验（求职时长、求职方法、就业状况、继续深造的情况、

收入水平等）的反馈信息。跟踪研究应：

 · 对较大范围的利益攸关方具有价值；

 · 涵盖就业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 解释职业成功 / 就业成果的原因；以及

 · 分析教育各种特征的影响，从而获得基于实证的改进建议（Schomburg，2016）。

从雇主角度来看，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关于雇主对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

应用和看法的调查。它重新整理了雇主对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意见，及其在满足所需技能方面的有

效性。这项调查使衡量雇主对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成为可能。2015 年，该中心调查

了全国约 9000 名雇主（表 12）（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2015）。

12. 雇主对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满意度（2015 年）

雇主的满意度

雇主认为职业资格培训能够给雇员提供岗位所需的技能（百分比） 76.2

雇主认为学徒和受训人员获得了岗位所需的技能（百分比） 81.7

雇主认为国家认证的培训能够给雇员提供所需技能（百分比） 84.0

来源：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2015 年。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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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分析为学徒、雇主和政府提供了有关学徒制成本和效益的信息，构成了公平经费机制

的设计基础——如何确定利益攸关方之间公平的成本分配？

***

从确定技能需求到设计并实施学徒制，再到验证学徒所获得的能力，这一过程确保了学徒制培

训符合雇主的需求，为青年工人就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在社会伙伴的密切参与下，这一具有

包容性的过程提供了一种认可，这对于质量保证和招聘来说都非常重要。来自雇主和学徒制毕业生

的反馈将有助于提高培训的质量和劳动力市场关联性。

9.6　对照清单

您可以利用以下对照清单，评估所在国家学徒制体系的劳动力市场关联性，从而确定哪些因素

可以得到加强，并判断您所在国家的体系是否可以算作高质量学徒制体系。

劳动力市场关联性 是 否

在您所在国家：

·是否建立了技能需求的评估和预测体系？

·如果您的回答是“是”，社会伙伴（雇主组织和工会）是否正式参与到了评估和预测流程中？

·是否建立了相关机制，将技能需求转化为学徒制和职业资格的开发？

·如果建立了相关机制，社会伙伴是否正式参与了项目开发？

·社会伙伴是否参与监督学徒制的实施？

·是否建立了学徒技能考核体系？

·社会伙伴是否参与了学徒技能考核？

·成功完成高质量学徒制，是否能够获得国家认证的职业资格？

·是否建立了相关体系，为学徒和雇主提供指导、咨询和支持服务？

·是否定期开展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是否对学徒制培训项目的改革产生影响？

·是否定期开展雇主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是否对学徒制培训项目的改革产生影响？

对于上述的任何问题，如果您的答案为“否”，那么您就有必要考虑如何使得您所在国家的学徒

制培训更加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关。劳动力市场的关联性，是实现高质量学徒制成功和可持续性的

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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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1975 年人力资源开发建议书》（第 195 号）呼吁各国促进以下人群平等获得教育、培训

和终身学习的机会：

 · 拥有国家认可的特殊需求人群，例如青年人、低技能人群、残疾人、移民、老年工人、原住

民、少数民族群体和社会排斥群体；

 · 中小企业、非正规经济、农村和自雇经济的工人；以及

 · 男性和女性。

高质量学徒制应制定专门的政策措施，以确保所有人群拥有平等的代表性。本章旨在测评妇女、

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在学徒制项目中的包容性水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使这类人群更容易

参与高质量学徒制项目。采取行动促进学徒制计划的多样性需要制定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认识、

设定目标 / 配额、提供多样化服务、扩大职业选择和解决负担能力问题。在解决特定群体所面临的

特殊劣势时，有针对性的措施至关重要。

10.1　高质量学徒制和性别

在学徒制项目中，女性的代表性普遍不足。其中，牙买加（2014 年）为 46.5%；丹麦（2015

年） 和 意 大 利（2013 年） 为 43%； 德 国（2014 年） 为 40%； 荷 兰（2013 年） 为 37%； 法 国

（2013 年）为 33%；比利时（视学徒制类型而定）占 20-33%；爱尔兰（2014 年）为 1%，远远

落后其他国家（欧洲工会联合会 / 工会学习，2016，pp.51-71）。在欧洲之外的国家，例如加拿大，

2014 年的数据为 14%（加拿大统计局，2017）。在澳大利亚，2015 年开始工作的学徒和受训人员

中，女性占 34%（Torii and O’Connell，2017 年）。在埃及，2012 年的数据为 15%（国际劳工组

织和世界银行，2013a）。

极少数国家（如英国）的学徒制中，女性占大多数（表 13）。然而，“虽然学徒制总体上似乎是

性别平衡的，但实际上，男性和女性在明显不同的行业接受培训，这反映并突出了劳动人口中普遍

的职业隔离现象。”在工程等高质量行业中，女性的代表性明显不足。而在儿童保育等低收入行业

中，男性的代表性则明显不足。参加学徒制应是减少职业隔离的一种方式，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学

徒的组合变得更加多样化（Newton and Williams，201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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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09-2010 年度以来英国学徒制性别分布情况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水平（千人）

女性 139 246 276 279 233 265 269

男性 141 211 244 231 207 235 241

占总数百分比（%）

女性 49.6 53.8 53.1 54.7 52.9 53.0 52.8

男性 50.4 46.2 46.9 45.3 47.1 47.0 47.2

来源：下议院图书馆，2016，p. 11。

这种差别也反映在丹麦和德国。在丹麦，“男孩比女孩更有可能选择职业培训项目，在培训项目

中，不同性别之间的选择也有明显的差异”。在“技术、工业和运输”领域，2014 年，男生占学生

总数的 90% 以下，而在健康和教育领域（报告 / 观点和行动计划，2016）男生仅占学生总数的 14%

左右。2015 年，德国年轻女性选择的五个最受欢迎职业分别为办公室管理职员、医疗助理、销售人

员、售货员和牙科护士。年轻男性的选择则是汽车机电技术员、电工、售货员、工业机械装配工和

工厂卫生、供暖和空调系统技工（联邦教育和研究部，2016，pp.32-33）。这些差异产生了非常具

有影响力的经济后果。德国“男性主导职业”中三年级学徒的平均工资为每月 795 欧元，而“女性

主导职业”中三年级学徒的平均工资为 698 欧元（德国工会联合会，2016，p.28）。

10.1.1　高质量学徒制体系中的性别平等障碍

女性参加学徒制项目的可能性较小，原因有很多。虽然其中很多原因也可以解释职业技术教育

与培训中同样的问题，但有些原因是学徒制项目所特有的。

文化和传统性别角色

文化和性别角色对女性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参与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学徒制培训中，

选择了传统意义上男性主导职业的女性，通常面临着较强的阻碍，而选择了传统意义上女性主导职

业的男性则可能会受到嘲笑。这种根深蒂固的态度，通常由于来自家庭成员的压力而得以加强，使

得年轻女性在很多职业中，难以继续职业道路。

在性别角色非常明显的社会中，社会规范也可能限制男女之间的互动方式。这可能会限制年轻

女性往返于企业或 TVET 机构的交通选择、与男性学徒和主管的互动，或在同一教室与男性学徒共

同参加课堂学习。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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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刻板印象、自我限制和自我选择

性别的刻板印象会导致来自雇主和职业顾问的歧视，以及年轻女性的自我约束。即使在丹麦、

英国和德国等男女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青年男女的职业选择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偏见。

在许多传统意义上女性主导的职业中，如美发师或美容师，其工资水平与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相

比通常相对较低，职业发展机会也更为有限。这些潜在局限性的相关信息应作为青年人职业指导的

一部分，以便他们在探索职业和高质量学徒制途径时加以考虑。

职业生涯指导的缺乏

青年人会受到不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其中最重要的，

是家庭成员、朋友、学校、社区和媒体的影响。然而，这些有影响力的群体在向女孩和男孩提供职

业建议时，可能会反复强调现有的性别和职业刻板印象。在许多国家，职业指导服务并不发达，青

年人往往在相关信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做出职业和学徒制选择。

安全问题、性骚扰和性别暴力

年轻女性在参加学徒制项目，特别是男性主导的职业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她们的

安全，避免遭受骚扰和性暴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的一份政策文件指出，教育和培训机构中的

性别暴力行为影响着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这种暴力行为可能表现为学徒、同事、教师、培

训人员、雇主、企业导师或主管的欺凌、身体侵犯和性骚扰。性别暴力也可能发生在往返 TVET 机

构或工作场所的途中。由于学徒制通常在企业和 TVET 机构这两个地点提供，可能会有更大的风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

家庭责任

一些学徒，尤其是年轻女性，可能有着家庭责任，使其参与学徒制变得更加困难。

可获得的高质量学徒制职业

在很多国家，学徒制的职业选择往往是有限的，通常集中在传统行业和工艺上，其中许多职业

被视为“男性职业”。有些学徒制职业与艰苦的体力劳动（建筑工人、砖匠、机械师和焊工）有关，

许多年轻女性并不考虑将其作为职业选择。

爱尔兰尤其如此，正如前文的统计数据所示，女性参与率非常低，原因在于学徒制提供的大部

分职业都是建筑、电气、工程和汽车等行业的工艺学徒。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认识，爱尔兰目前正在

设计和启动一批新职业学徒制。

10.1.2　提升学徒制对青年女性包容性的步骤

英国青年女性信托基金会（Young Women’s Trust in England）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

以改善学徒制培训对青年女性包容性——采取积极行动，增加学徒制项目的多样性；改进报告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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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7

责制；使学徒制更加灵活、更容易负担；以及完善建议和支持（框 37）。

37. 让青年女性参与到学徒制中——英国

采取积极行动，促进高质量学徒制中的多元化

如果学徒制中女性参与率极低，雇主可以采取积极措施增加女性参与率。

 ·  制定目标，增加女性在目标行业的参与；

 ·  提高女性对目标行业就业机会的认识；

 · 为女性预留培训课程的名额；

 · 与当地学校、TVET 机构合作，并直接与女性合作，邀请她们参加开放日、推广活动、观摩活动和体

验日；

 · 为对目标行业感兴趣的女性提供指导；

 · 为负责招聘的员工提供特定的多元化培训；

 · 明确在广告和营销材料中欢迎女性进行申请；以及

 · 调整广告中的语言和岗位 / 学徒制的描述，以确保吸引男性和女性候选人。

雇主和公共部门机构应制订具有多样性的行动计划。

改进报告和问责制

 ·  提供学徒制的组织应公布其雇用的学徒人数、完成率和最终目标，并按年龄、性别、种族、是否残

疾、学徒制登记和作用进行细分；

 · 雇主应公布男女学徒比例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

 · 公共部门雇主应带头制定性别目标。

使学徒制更加灵活、更容易负担

 · 政府和 / 或社会伙伴应致力于实现所有年龄群体的统一最低工资，无论其学徒制状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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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在与其他工人同样的基础上，为学徒提供支持，负责儿童看护方面的支出；

 · 应该提供更多的兼职和灵活学徒制。

完善建议和支持

 · 应重新开始重视学徒期之前、期间和之后给予学徒的建议和支持；

 · 各规模的雇主应提供体验日、实习和导师，特别关注鼓励性别多样性；

 · 信息、建议和指导的提供者应获得培训和鼓励信息，从而提供对性别刻板印象具有挑战性的建议；

 · 应广泛宣传职业服务，确保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能获得持续的职业建议；以及

 · 在男性主导行业担任学徒的年轻女性应获得导师和额外支持。

来源：青年女性信托基金会，2016。

各国正在采取积极行动促进性别平等。在爱尔兰，指定工艺学徒的雇主每录用一名女性学徒，

可获得 2667 欧元的补助金，以促进女性参与该工艺的学徒制项目。德国采取了一项名为“女孩日”

的政策措施，鼓励年轻女孩和女性参加职业培训项目。每年四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各企业允许她们

参观并了解各种职业，尽早与培训负责人联系。

10.2　高质量学徒制和残疾人

由于其实用的手段和有效的知识转化，高质量学徒制项目在造福残疾人方面有很大的潜力。这

类项目给残疾人提供了向雇主证明其能力的机会，并为雇主提供了衡量残疾人潜力的可能性，使他

们能够进入企业工作（ILO，forthcoming）。这对学徒和雇主都是有利的。对残疾人具有包容性的学

徒制项目可以成为这一弱势社会群体与生产性就业之间的重要桥梁。

残疾人，尤其是残疾青年，在就业方面面临着许多障碍——偏见、缺乏工作经验、技能不匹配、

与社会隔绝、教育水平低、学习方法不充分、剥削和交通。表 14 体现了高质量学徒制如何有助于解

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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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残疾人具有包容性的学徒制如何填补技能与就业之间的缺口

残疾人在技能开发和就业中面临的挑战 高质量与具有包容性的学徒制有助于找到解决方案

偏见：雇主默认残疾人生产力较低，适应的过程代价

高昂

-> 学徒制为残疾人提供了机会，展现其工作潜力以及

可为企业做出的贡献

工作经验的缺乏是青年人就业的主要障碍，对残疾人

尤其如此

-> 学徒制是走出“无经验陷阱”的方式。通过企业培

训，学徒将会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

孤立于社会之外：在隔离的培训项目中，残疾人无法

练习就业所需的社交技能

-> 在学徒制期间，学徒每天都会练习社交技能，包括

岗位关系、客户维护、沟通和问题解决

低教育水平：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残疾人接受教育

的机会和时长都较少

-> 学徒制可以促进补偿性教育：如果能够在岗位进行

运用，基础技能（数学、识字等）的获得则将更加容

易

学习方法不充分

课堂为主的技能开发通常无法充分根据个人的学习需

求进行调整

-> 岗位为主的学习“植根于”一对一的基础，并受到

监督——因此很容易根据个人需求和学习节奏进行调

整

剥削：在隔离开的学校和工坊中，劳动实践通常不受

国家劳动法的约束（工资、福利等）

-> 高质量学徒制尊重国家劳动法和青年法的规定，包

括社会福利、薪酬和参加工会的相关规定

交通：当培训机构较为偏远时，残疾人，尤其是生活

在农村的残疾人将面临着通勤的挑战

-> 学徒制可以在地方企业开展。雇主通常会支付通勤

费用，或由学徒用薪酬来支付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17。

许多雇主不愿意雇用残疾人，因为对他们的能力缺乏了解，并担心自己有责任提供合理的食宿

条件。然而，由于招聘和培训成本较低，雇主也会从雇佣残疾人中受益，因为这些残疾人也是具有

生产力、有能力的工人，且在同一岗位就业的时间更长。此外，在很多情况下，雇主可以因雇佣残

疾人而获得税收、工资补贴和其他福利（残疾人世界，2015）。

由于调查通常不会对诸如残疾等个人特征加以记录，因此很难获得高质量学徒制和残疾人项目

相关的统计数据。一般来说，残疾人学徒比例较低。2015 年，德国共有 8851 份新签约的“残疾人

学徒制合同”（联邦教育和研究部，2016，p.75）。从表 15 可以看出，在英国，2015 至 2016 年度，

共有 50000 名学习困难 / 残疾人参与学徒制培训，占总人数的 9.9%，但这仅为残疾人口占总人口比

例的一半（19.5%）。

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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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为有学习困难 / 残疾的群体开设的学徒制——英国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水平（千人）

有学习困难 / 残疾 26 37 40 43 38 44 50

无学习困难 / 残疾 251 417 474 461 396 449 443

不明 3 4 7 6 6 7 10

占总数的百分比 %

有学习困难 / 残疾 9.4 8.0 7.7 8.4 8.7 8.8 9.9

无学习困难 / 残疾 89.6 91.2 91.0 90.4 89.9 89.8 88.5

不明 0.9 0.8 1.3 1.2 1.4 1.3 1.5

来源：下议院图书馆，2016，p. 12。

10.2.1　提高学徒制对残疾人包容性的步骤

实施包容性的学徒制需要地方进行实际和制度安排，还需要最高级别的政策措施。这种影响更

有可能通过各级机构之间的协调行动来实现。在实践层面上，通过专门的地方机构进行全面协调，

将有助于顺利实现包容性的建设（ILO，2017，forthcoming）。

包容性的学徒制需要有利的环境、政策和法律，使《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提出的原则得

以实施，并在 TVET 中为残疾人的主流化奠定基础。只有通过政府、社会伙伴、残疾人组织和 TVET

机构的代表共同参与，才能够制定有效而恰当的政策。

政府

各国政府在建立支持性的立法和社会政策框架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残疾人的平等应作

为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间的一个跨领域问题纳入主流讨论。在学徒制方面，政府机构在协调、创造有

利的政策环境、提供服务和支持以及经费支持方面发挥着作用：

 · 协调——协调与各社会伙伴，以及 TVET 机构、具体雇主、残疾人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之

间的关系。除了促进这些机构之间的实际联系外，各国政府还可以提升对解决残疾人问题的

共同理解，并监测这些解决方案的成功水平。

 · 实行包容性政策——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的残疾问题，确保高质量学徒制框架具备融入残

疾人的条件。

 · 提供服务和支持——TVET 机构和雇主需要做出调整，以实现改变，政府机构和政策可以提供

指导方针、法规、激励措施和技术支持。

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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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9

框

38

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激励措施案例见框 38。

38. 支持澳大利亚残疾学徒

一系列援助得以提供，支持澳大利亚残疾学徒，包括向雇主拨付的澳大利亚残疾学徒工资支持

（Disabled Australian Apprentice Wage Support，DAAWS），以及为学徒提供辅导、翻译和导师服务

的援助。澳大利亚残疾人学徒工资支持是澳大利亚政府给予的激励措施，用于奖励雇佣了符合残疾认

定标准的澳大利亚学徒的雇主。

来源：残疾人世界，2015b。

TVET机构

TVET 机构应将残疾人纳入全部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中，让残疾人融入其他学徒中。开发具有包容

性的技能开发体系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涉及通过政策、预算、基础设施、思维方式改变以

及培训本身进行改革。除此之外，还应采取以下措施将残疾人纳入主流：

 · 开展外联活动——鼓励并协助残疾人参与岗位培训；

 · 做出实际调整——调整课堂和岗位培训，确保残疾人可以有效参加；

 · 鼓励雇主参与——TVET 机构，尤其是与雇主有着既有关系的机构，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鼓

励雇主接收残疾学徒；

 · 建立伙伴关系——TVET 机构可以与残疾人组织和其他伙伴共同合作，获得所需的专家力量和

资源，实现改变。

39. 国家产业培训服务部（SENAI）包容性行动项目——巴西 

巴西产业培训服务部（SENAI）下设了专门机构——包容性行动项目（PSAI）。这一项目支持

SENAI 在包容性提升方面的工作。此外，SENAI 的每个地区部门都指定了残疾人问题协调人，协助包

容性学徒制的实施。他们定期接受 PSAI 的培训，并形成了相互支持的网络。此外，教师和培训人员都

要接受残疾人包容性培训。SENAI 还招收残疾教师和导师，其中许多人以前都曾接受过 SENAI 的培训。

SENAI 接受所有类型的残疾学徒，原则上，所有职业都开放培训。每个候选人都可能根据其个人

能力和局限性获得考虑。必要时，PSAI 成员与相关候选人一起评估其掌握特定职业的可能性和可行

性。在完成个人评估的基础上，学徒的食宿将由培训中心和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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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40

根据国家立法，课程大纲、教材、培训时长和考试可以很容易地调整，并且可以雇用手语翻译。

为使现有的培训中心（并建立新的培训中心）能够充分开放，已做出大量的调整工作。残疾毕业生获

得与非残疾受训者相同的、国家认可的证书，同时将注明该毕业生在完成特定任务方面所存在的限制。

以系统的眼光逐渐实现包容性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设施与设备、课程大纲、考试方法和人们

的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同时得以解决。包括经理和主管、教师、培训人员，甚至秘书和食堂工作人员

在内的各层级能力建设得以开展。协调人网络也是公认的有益方式。此外，明确的目标和指标及其持

续的监测也是关键要素，有助于广泛传播所取得的成果。

更多信息可见 SENAI 网站：http://www. portaldaindustria.com.br/senai/en。

雇主和雇主组织

雇主和雇主组织有机会在残疾人融入学徒制这一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其他利益攸关方都需

要确保雇主有意愿让残疾人参与岗位学习。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 分享经验——分享雇佣残疾人的最佳经验和可能性。在很多国家，雇主网络和残疾人组织都

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 接收残疾学徒——以适应性的方式开始这一进程，使雇主和学徒能够互相学习，形成更持久

的包容性；

 · 创造对残疾人更具有包容性的工作环境——通过制定残疾管理战略和采取其他措施提高工作

环境的便利性和包容性，对实现残疾人包容性做出强有力的承诺。

40. 雇主实现包容性学徒制的系列工具

英国有专门为雇主设计的系列工具，主要针对那些希望提供更具包容性和更容易获得的学徒制的

雇主。系列工具提供了实用信息、支持来源和激励性的案例研究，这些案例中的雇主都因雇佣和支持

多元化背景的学徒（包括残疾人士）而受益。

来源：学习与工作研究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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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机构

致力于提升工作环境包容性的专业机构，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和残疾人组

织，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以如下方式提供协调和协助：

 · 为青年残疾人提供建议——提供职业指导和岗位指导，支持向劳动力市场的过渡；

 · 与企业协调——明确愿意或有潜力培训残疾学徒的企业，协助青年残疾人寻找培训企业，完

成招聘流程，并就便利性提供建议；

 · 指导 TVET 院校——调整大纲、培训方法和考核方式，并就便利性提供建议；

 · 扮演咨询台的角色——在出现申诉的情况下进行调节，避免歧视、剥削和骚扰；

 · 开展评估和追踪研究。

在南非，残疾学习者在培训中会获得更密集的指导、辅导和支持。需要适当的计划才能使这一

过程获得成功。企业需要确保足够的支持架构，例如，企业导师和岗位指导人员，他们可以帮助学

习者掌握技术、实践技能。

工会

工会可以在其成员中提倡对残疾人的包容性，并制定全工会范围的战略，促进技能开发对残疾

人的包容性。他们可以在企业劳动委员会（如适用）和卫生与安全委员会中，从政策和行业层面积

极代表和保护残疾学徒的劳动权利。他们能够从独特的立场出发，促进同事之间积极、包容和尊重

的态度，告知残疾学徒他们的权利，并在申诉时对他们进行指导和支持。

10.3　其他弱势群体

女性和残疾人不是唯一的弱势群体。移民、难民、原住民、少数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早期

辍学者、社会排斥群体、农村人口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通常在高质量学徒制中代表性不足。在英

国，2015 至 2016 年度，10.5% 的学徒来自黑人、亚裔或少数民族（BAME）背景，这大大低于英

国 16 至 64 岁该类群体占总人口比例，即 15.6%。参与度较低的原因包括个人、父母和社区对学徒

制的负面看法、针对不同职业“适合性”的观点、良好榜样的缺失，以及该类群体大型聚居地区相

关机会的缺失 1。南非也存在着基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不平等现象（框 41）。

1　http://www.employer-toolkit.org.uk/ethnicity-3/ assessed 24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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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41 41. 弱势群体的不平等机会——南非 

在学习制和学徒制的学习中，其中一个主要限制在于这些制度不能使所有参与者，特别是弱势群

体以及那些在种族、性别和阶级方面经历社会不平等的群体，平等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学习制和学徒

制的地理分布有限，集中在三个人口稠密和富裕省份的大都市地区。近 60% 在豪登、西开普和夸祖

鲁—纳塔尔省提供。在较为贫困的省份，则很少有类似的项目机会，而这些省份往往最需要此类机会

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与高级技能学习的人群以及注册就业的人群往往是白人男性。各行业之间的性别和种族差异仍

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职业模式。一个关键的制约因素在于，对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人

群、非洲原住民、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以及地位较低的职业和行业来说，几乎不可能获得积极的就业

成果。

来源：Kruss et al.，2014。

高质量学徒制应提供一个安全而有促进性的工作环境，不对任何人歧视。各种研究已经证明，

多样性的劳动力能够推动创新、提高盈利能力。多样性的劳动力能够协助雇主找到最适合相关岗位

的人，使企业的员工实现不同方面的平衡。此外，劳动力的多样性能够反映多样性的客户群和雇主

所服务的社区，从而使企业受益 1。

在教育学中有必要使用创新的方法，实现课程大纲的灵活性，根据需要制定学习方式和经费安

排，以吸引弱势群体，满足他们完成学徒制和就业的要求。

很多成功企业都拥有较高的多样性和战略，也对少数群体具有高度包容性（新美国经济伙伴关

系，2011）。约 90% 的财富 500 强企业禁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其中近 60% 的企业会

向员工的同性伴侣提供福利（Decenzo et al，2016，p.74）。

TVET 机构和企业还可以制定多样化的目标，积极增加少数或弱势群体学徒的数量，并 / 或为他

们预留名额。例如，印度 50% 的学徒培训名额是为弱势群体的候选人保留的，从而使社会弱势群体

的青年融入主流。公共部门的工作也有所预留，根据残疾人的人口比例确定配额。

10.4　中小企业

中小型企业在高质量学徒制中所占的比例明显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其缺乏符合标准的综合设施

和训练有素的导师，也可能是由于相关的行政和程序要求对他们来说过于繁杂。很明显，中小企业

需要某种形式的支持来接收学徒。相关的中介机构可以通过管理招聘过程、制订教育和培训计划、

设定明确的在岗培训作用和责任、组织评估活动以及处理行政程序，来提供支持。

1　http://www.employer-toolkit.org.uk/ethnicity-3/ assessed 24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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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42

在德语国家，这种支持通常由包括奥地利不同省份的经济协会、德国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商

业与行业协会、瑞士各州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指导办公室在内的类似机构提供（Bliem et al，2017，

pp.14-16）提供。

此外，由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型企业，往往无法提供培训法规所要求的各方面的培训，这些

中介机构将会管理培训过程，并将在岗培训分配给一系列微型企业。在澳大利亚，这类中介机构被

称为团体培训组织，负责执行此类任务以及其他任务，见框 42（经合组织 / 国际劳工组织，2017，

p.25）。

42. 团体培训机构和中小企业

在澳大利亚，团体培训机构是一种非营利组织，接受政府资助并直接雇用学徒，管理他们的培训

和支持需求，并将其雇佣给雇主。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培训办公室拥有相关的知识，对学徒制体系

进行指导，对学徒进行支持。在澳大利亚的案例中，团体培训机构“ABN 培训”拥有一名专门的培训

经理，该经理能够通过学徒制项目，为学徒提供满足脱产培训和理论需求的教导关怀和实际援助。该

机构已成功将 ABN 成员的学徒制完成率提高到州和全国平均水平以上。

此外，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所指出的，“专门的激励机制，包

括税收减免、补贴、提供网络或安置援助，有助于提高中小企业对学徒制项目的参与度”（经合组织

/ 国际劳工组织，2017）。  

10.5　学徒预培训

高质量学徒制通常有入学资格标准，往往会限制弱势青年群体（包括辍学者）参加培训并最终

实现就业。在这种情况下，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减少了这些弱势青年群体在入学资格上的差距，有

助于将他们融入主流培训中。

学徒预培训项目有助于学徒候选人学术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并为学徒制做好准备。这类项目可

结合基本的识字、计算技能培训和企业的实践培训。政府可以在财政上支持为缺乏学徒资格的弱势

青年提供培训的企业。例如，德国联邦就业局就为缺乏学徒资格或社会弱势青年提供学徒预培训。

该项目结合了企业的职业培训和补贴就业，由社会保障基金资助（欧盟委员会，2015）。加拿大学徒

预培训项目的案例见框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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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43 43. 加拿大的学徒预培训项目——加拿大

加拿大安大略省为有兴趣在某行业工作，但没有技能或经验的人群提供学徒预培训项目。项目针

对以下青年或成人：

 · 高中毕业生；

 · 高中肄业生；

 · 失业或未充分就业人员（符合就业保险年龄和资格标准的人员除外）；

 · 原住民、加拿大新移民、女性、法语人口、边缘青少年。

培训由不同的机构提供，如大学或社区机构。包括教材、安全设备和工具在内的开支均免费。培

训时间最长为 52 周，可以在全年不同时间开始，涵盖：

 · 技术行业安全培训；

 · 提升技能知识的培训；

 · 基础学徒制课堂培训；

学徒预培训还包括 8 至 12 周的实习安排。

来源：安大略省就业计划，2016。

***

全球雇主都面临着发展和保留员工的挑战。同时，越来越多的雇主开始认识到雇佣代表性不足

的青年群体所带来的收益。具有包容性的工作场所让雇主能够更广泛地接触人才，并在员工和客户

中创造积极的企业形象。让高质量学徒制更具有包容性，使得雇主能够获得技能工人的新来源，也

给了青年人更多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

10.6　对照清单

您可以利用以下对照清单评估所在国家学徒制体系的包容性，从而确定哪些因素可以得到加强，

并判断您所在国家的体系是否可以算作高质量学徒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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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人人享有机会 是 否

在您所在国家：

·是否收集了学徒制和代表性不足群体的数据？

·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政策行动（如提高认识的宣传活动）鼓励代表性不足群体参加学徒制？

·政府是否为雇主提供了激励措施，接收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学徒？

对于上述的任何问题，如果您的答案为“否”，那么您就有必要考虑如何确保您所在国家的学徒

制培训提供人人享有的机会。包容性是实现人人享有的高质量学徒制成功和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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