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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注教育

长期以来，亚洲开发银行一直致力于为其发展中成员体拓展和加强教

育事业提供融资和咨询服务。亚行在新的长期战略框架《2020战略》

中重申了这一承诺，即开展教育部门业务，并为发展中成员体进一步

开发人力资本和培训熟练劳动力提供帮助。亚行期望确保其所有业务

都具有发展成效，以及其提供的援助必须具备相关性和针对性，并能

够增加价值。

《关注教育》丛书就许多重要课题展开研究，包括教育部门政策、融资

与提供服务；明确了重点关注的问题；提出了务实的见解。丛书的目标

受众是亚太地区教育部门的从业者。丛书参考了众多资料，包括有关亚

行教育部门业务经验的资料和亚行开展的专项研究。在亚行支持知识共

享和在教育部门实施《2020战略》的各项努力中，本丛书是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我们希望读者能在本丛书发现对其实践有益的信息。

姚先斌

区域与可持续发展局局长



序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TVET，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和技能开发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对于劳动力市场

迅猛发展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这一领域的事务常常由若干行政部门管

理。与教育部门的其他任何一个部分相比，它与正规和非正规劳动力市

场的联系都更加紧密。因此，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和技能开发毫无疑

问地成为教育部门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部分。

在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的许多发展中成员体内，政府身

兼政策制定者、监管者以及培训提供者多种职能，由于缺乏协作，以及

能力和资金不足，政府发挥这些作用的效率都很低下。使问题更棘手的

是，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和技能开发对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反应常常

很迟缓、不灵活、不充分而且代价高昂。因此，在许多发展中成员体，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错位越来越严重。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和技能开发的停滞会使年轻人失业的状况进一步

恶化，使该地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脆弱性风险。

亚行将协助发展中成员体政府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和技能开发加强

政策引导，完善监管框架，并逐渐将提供培训的职能转移给私营部门。

这将提高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和技能开发的灵活性、成本效益以及对

劳动力市场的应变能力，并加强与产业的联系。在经济低迷期，它还会

为经济的再平衡提供重要支撑。在促进和利用与发展中成员体的私营部

门和产业之间的合作方面，亚行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本最佳实践指南的目的在于为亚行教育部门的职员提供支持，帮助他们

与发展中成员体政府及其他教育方面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对话，并完成项

目任务。本指南提供了随着需求的增长而须优先开展研究的重点课题清

单。它开篇简要介绍了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和技能开发领域的定义、

范围和重要特点。

指南讨论了对技术开发进行投资的重要性和理由，强调了政策对话的战

略问题，并提出了投资规划问题，包括各种培训和融资形式的优缺点。



指南强调了汲取的经验教训，并对如何运用这些教训展开讨论。指南的

附件用于指导评估该领域的项目。

亚行的内部咨询专家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anson）编写了本指南草

案，并由亚行教育部门的员工进行同行评议后定稿。米拉·邦托（Myla 

Bonto）帮助进行了资料准备和协调，伊梅尔达 ·马奎兹（ Ime lda 

Marquez）提供了行政支持。斯蒂芬·班塔（Stephen Banta）进行了编

辑。本指南主要是为了支持亚行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和技能开发业

务而编写的，但与此同时，我们期待亚行发展中成员体的教育部门、机

构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也能够广泛使用这一指南。 

Jouko Sarvi

业务负责人（教育部门）

区域与可持续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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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简介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和技能开发进行了定义，解释了技术与

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范围，并指出了其重要特点。

定义

技能开发是指获取有关工作的知识和技能——从事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

或职业所必需的实际能力、专业技术和态度（即学习过程的成果而不考

虑具体来源）。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是获取技能的来源（即提供培训）。

 

技能的类型

基本技能包括读写、计算、解决问题、沟通、团队合作以及理解和执行

指示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能够接受培训”的前提条件。

职业技能是从事各种职业所须具备的广泛技能，如木工、机械工、信息

技术专家等的技能。

与工作相关的技能是指完成特定工作所需要的那些技能，如搭建建筑

物、加工阀门、设计网页等。

半熟练工是指那些接受过有关某项工作的短期培训或只学习过某项工作

部分内容的工人。

熟练工是指获得了从事某项确定工作或职业的充分资格的技工、手工业

者或熟手。

技师则是掌握了某一技术领域的普遍技术原理和相关的实践认识，或精

通技术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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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在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的业务中，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

训的内容涵盖了经济的第一、第二和/或第三产业，包括半熟练工、熟练

工和/或技师各个层级（表1）。

传授技能

人们主要从两种渠道获取技能——培训和实际工作。技术与职业教育和

培训机构、学校以及专门的培训中心提供相关培训课程。正规和非正

规的企业都可进行在岗培训。这两种形式常常被结合起来以取得最佳效

果，比如在培训中心和工作场所中交替进行。德国的“双轨制”学徒培

训就是一个著名的实例。

不同类型的机构安排实践（相对于理论）课程的比例有所不同。各类中

等教育机构可能会将15%–20%的时间分配给实践科目；技术与职业中等

学校可能会将40%–60%的有效教学时间用于实践课程；而职业或农村培

训中心则可能会将80%–90%的时间用于实践教学。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的特点

表2展示了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的一些特征。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在管理方面可以说是最具挑战性的领域，因为劳

动力市场的需求不断变化、客户类型多种多样、课程范围广泛以及其本

身的成本高昂等。

表1：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范围：按经济部分划分的职业层级

部门

第一产业：农业、

林业、矿业等。

第二产业：制造

业、交通运输业、

公用事业等。

第三产业：服务

业、商业、金融

业等。

职业层级 技师 技师 技师

熟练工 熟练工 熟练工

半熟练工 半熟练工 半熟练工

资料来源：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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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特点及其含义

特点 含义

目标：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是为了劳动

力市场上的工作而做准备。技术与职业教

育和培训的重点是工作（与此不同，普通

教育的重点是掌握学习、理解环境以及为

下一阶段作好准备的能力。）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中最重要的要素就

是培训产出与雇主和就业市场的关联。由

于需要与企业进行密切互动，技术与职业

教育和培训机构应当设置在靠近工作场所

的地方（与此相反，普通教育学校则应位

于人口居住地。）

需求的波动性：对培训类型和范围的需求

随着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必须要进行事前和事后评估，也就是说，

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行分析，并建立起

反馈机制来评估毕业生技能在生产工作中

的实际使用情况。

需求不透明：难以或无法提前预测技能

需求。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必须能够灵活

地应对需求的变化。实现这一点的方法之

一是选择短期课程和持续培训。另一种方

法是直到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再进行专业

化的培训。在完成普通教育之后再提供培

训效果通常会更好，因为能有机会更好地

了解市场要求，从而使培训重点更集中，

与进一步的教育相比，学员会对工作更有

兴趣。

职业学校谬误（福斯特，1965a）：在学

校里将理论性课程更换为职业教育并没有

减少失业（除教师以外）。同样，中等教

育的课程多样化也并不会使毕业生更“适

合被雇用”。

失业的原因与经济因素有关，而不是课程

内容。

多样性：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面对大量

不同的客户，包括年轻人、低收入者、工

人、妇女、残障人士、失业者以及移民

等——每种客户都有各自的特点、背景和

限制。

重要的是要明确区分培训的目标群体，提

供适用于他们的具体情况的技能开发。

获取技能的多种途径：有四种提供培训的

基本方式：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立机

构提供的以课堂为基础的培训，由正规和

非正规的经济体提供的以企业为基础的培

训（包括传统的学徒制）。政府提供只不

过是获取技能的四种途径之一。

公共资源可能只占培训供给的一小部分。

我们需要将眼界放宽，超越公共供给，而

着眼于私立机构和企业提供的培训。

惯性：培训机构倾向于向内看——不考虑

需求变化或实用性，只是为了避免教师、

建筑物和设备等闲置而年复一年地提供相

同的课程。

必须明确改变针对培训机构的激励措施，

以响应外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提高系统

的绩效。

下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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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含义

条块分割：特别是在前社会主义经济体

中，公共培训通常是由不同主管部门提供

的——教育、劳动力、高等教育、农业、

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

很难得到对于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公

共支出的确切情况，因为这些经费分散在

各种预算中。将培训提供者纳入一个共同

的框架或统一政策，能够在给定的支出水

平下取得更好的成果。

成本高昂：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比普

通教育的成本更高，而且往往高很多，

这是因为讲习班的规模较小，再加上设

备、生活费和物资的成本等。也有一些

例外情况，主要是会计和商业研究。服

务培训（旅游、餐饮等）也比传统行业

的培训成本要低些。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特别需要明确成

本、进行成本管理和确保财务可持续性。

a这是一个经典理论，到今天仍像当年发表时一样有效。
资料来源：研究组。

表2：（续）



原理

本章研究了两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对于亚行的发展中成员体而言技能开发很重要？• 

为什么应当对技能开发进行公共投资？•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技能开发对于亚行的发展中

成员体的重要性

简单而言，技能开发很重要有两个原因：它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从而提

高收入），而且它有助于消除贫困。当然这两个原因也是相互关联的。 

生产率 1

通过提高个人、企业及国家的生产率，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有助于经

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提高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率对于社会的好处表现为

提高竞争力和增加就业机会，或者使就业机会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

率部门转移。2

技能开发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但它只是生产率提高的几个必要因

素之一。只靠技能开发并不能提高企业和国家的生产率。同样的，其他

因素和政策的实施如果与技能割裂开来，那么也是不充分的。

技能对于经济结构调整而言非常重要。经济发展最基础的内容就是结构

调整进程。随着经济从相对依赖农业生产转向相对依赖制造业和服务

业，工人和企业必须能够学习新的技术、创业技能和社会技能。由于缺

1 本节引自《国际劳工组织2008a》。
2“生产率是产出与投入之间的一种关系。当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投入增加的比例，或以较低的投入实现相同的产

出时，生产率提高⋯⋯生产率可以通过生产所需的所有要素的组合（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劳动

生产率是指每单位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产出，以工作人数或工作时数来计算”（国际劳工组织2008b：1–2）。

对生产率提高的理解可以有不同层面。个人的生产率可能表现为就业率、工资水平、工作的稳定性、工作满意度

和跨岗位或行业的就业能力等。企业的生产率除了体现为每个工人的人均产出外，还可以根据市场份额和出口业

绩来衡量。任何层面上的生产率提高都可能是多种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如使用了新的资本设备、组织变革，在

工作中或工作以外学到了的新技能等。影响生产率的个人因素有健康、教育、培训、核心技能和经验等；企业因

素有管理、厂房和设备投资，以及职业安全与健康等；国家因素包括有利的国家宏观经济和竞争政策、经济增长

战略、保持商业环境可持续的政策，以及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公共投资等（国际劳工组织2008b：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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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机会而不能学习新的技能，将延缓所有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活动向高

附加值活动的转移。

从长期来看，生产率是收入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提高生产率能够增

加经济的实际收入，这种增加可以体现为工资的增长。低工资、低技能

的发展战略在长期中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也与消除贫困的发展主旨相

悖。对教育和技能的投资能够帮助经济发展转向高附加值的活动和动态

发展的部门（国际劳工组织2008a：3）。

至少在最近的经济衰退以前，技能需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已大

大增加。3“许多东盟国家都深受合格工人短缺之苦。这种短缺是指接

受过适当教育和具备适当技能的工人数量无法满足对这类工人的需求。

尽管技能的错位和短缺并不是个新问题，但随着该地区在最近几年来

经济蓬勃发展，这一问题越来越突出。技能短缺不再局限于某些跨国公

司——它也影响到了越来越多的正努力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和向国际市场

扩张的国内公司。技能短缺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

决，这可能会制约企业的竞争力，并给该地区未来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风

险。”4劳动力具备充分技能的国家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实现经济增长

方面具备竞争优势。

能够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能需求增长的四大因素是：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技能是互补的。各国物质资本投资增加在• 

某种程度上是吸收能力的函数，而这种吸收能力又依赖于人力资

本和其他制度因素。

新技术是知识和技能密集型的。因此，技术变化会使劳动力技能• 

的需求也相应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与技能

和教育需求的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

竞争的加剧，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促使许多公司对其内部• 

组织和工作方法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新的工作组织形式要求员

工负起更大的职责并具备更高的技能，包括解决问题、沟通技能

和承担多种任务的技能等。

贸易开放导致资本深化或技术变革，从而使得对技能的需求也发• 

生了变化。

3 “尽管亚洲经济蓬勃发展，拥有大量人口，但仍饱受技能严重短缺之苦。而且亚洲的人才匮乏局面还将进一步恶

化⋯⋯”《亚洲开发银行2008a》第24页，引自《经济学家》（2007）。
4 国际劳工组织，2008a：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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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是在全球经济中取得竞争胜利的关键所在

（Johanson，2004）。此外，技能短缺会妨碍生产率的提高，增加工资

成本，并常常需要外籍劳动力（亚行，2008a）。

贸易开放、技术变革和工作组织的变化导致对熟练工的需求增加，在技

能供给不足的时期和地点，这种需求增加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但是，额

外工资的增加会激励个人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开发，从而促进技能累积，

从供给方启动技术与技能升级的良性循环（Johanson，2004）。

尽管目前经济低迷，但一些企业对熟练工和技师的需求仍然很旺盛。目

前该区域内许多国家发生的大量裁员并没有减轻熟练工的短缺问题。那

些被解雇的劳动力通常缺乏企业所需要的技能；这种技能短缺的问题仍

在继续，并使本已低迷的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尽管经济活动已经放

缓，但人员短缺问题仍然存在。毕竟增长放缓应当意味着保持企业快速

增长的压力终于减轻了，找到并留住员工这个经理们最为头痛的问题应

当得到了缓解⋯⋯但经理们声称人员短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

（缺少熟练工）意味着熟练工的薪酬仍在继续上涨。原因很简单，没

有足够的人才以满足增长的需要。任何熟练工一旦遭到解雇，他们会

立即被其它企业挖走⋯⋯经理们必须应对熟练工工资上涨、缺少合适

的员工以及来自当地竞争对手的价格竞争压力等问题。”（《经济学

家》，2008年11月20日）。这种情况可能会随着目前全球经济形势的

进一步恶化而发生变化。但是，许多雇主倾向于在经济衰退期间储备

稀缺技能，同时减少用工。

在经济低迷时期对技能开发进行投资尤为重要：

由于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而失业的工人需要学习新技能。• 

打造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能够带来灵活性，当经济循环进入上升期• 

时，能够取得最大的收益。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在经济衰退期间的作用将在下一章末进行更加全

面的讨论。

技能开发对消除贫困的作用 

对于那些身处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者而言，技能开发是他们提高生产

率、产量和收入的重要手段。获取正确的技能能够消除贫困。人力资本

开发是迈向利贫增长的重要步骤。要提高经济弱势群体的收入，消除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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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对人的生产率和技能进行投资是基础。人们要获得可持续的谋生手

段，仅靠基础教育是不够的。技能开发是提高创收和减贫能力的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基础教育和技能开发并不能相互替代：它们应当是互补的。

亚行整体战略的特点是“共享式经济增长”——通过投资于教育和

培训，确保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能够参与并获益于经济增长（亚行

2008d：11）。“对于更具共享性的增长而言，投资和提供教育与职业

培训是至关重要的⋯⋯亚行将⋯⋯逐渐将重点放在提供更多更容易获取

⋯⋯和高质量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亚行2008d：20）。

简言之，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是缩小技能缺口和提高生产率与收

入——不论是个人（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的经济体中的劳动者）、企业还

是整个经济——的阳关大道。

支持和反对向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进行公共投资的

案例

技能当然很重要。但是为什么政府应当对技能开发进行投资？难道私营

部门应付不过来吗？本节介绍了一些关于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未作任何

修饰，完全真实。

反对向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进行公共投资的意见

从经济角度出发的观点如下：

雇主想要的是接受过普通教育并具备通用技能的人，技术与职业• 

教育和培训的背景并非必要。

雇主会对其员工进行必要的培训。 • 

如果有好的工作机会，人们会设法获得必要的技能。受训者将从• 

收入增加中获益，因此他们愿意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无需政府承

担。工人们会自己承担培训费用。 

私立培训机构（Private Training Providers，PTP）将会对需求做• 

出反应，因此政府不需要提供培训。有证据显示，有大量私立培

训机构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条件下依旧存在着，甚至在非正规部门

中亦是如此（传统的学徒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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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本—收益角度出发的观点如下：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成本很高，而收益率很低。• 

几乎没有毕业生能够实际应用其技能。因此，对他们的培训进行• 

投资是一种浪费。大部分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学员或者希望

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绕过了正常的垂直升学过程），从事与

他们接受的培训无关的职业，或者最终仍将失业。 

现实问题是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有效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尤其

是低收入国家，因为它们通常缺少购置设备和物资的资金，尤其是没有

足够的训练有素的教师。而且它们缺乏提供良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

训所必须的管理能力。私营部门通常比政府更能胜任管理培训机构。

基于以上因素，最好的职业培训可能就是良好的普通教育。 

支持向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进行公共投资的观点

从经济角度出发的观点如下：

所有国家都投资于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统计资料• 

表明，国家的收入水平越高，在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登记

入学的学员所占的比例通常也越高（亚行2008a：84–85）。他

们必须学些什么。 

成功的国家都将大力投资于技能开发作为一项发展的关键手段• 

（如亚洲四小龙以政策引导的发展——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

等。阿什顿等，1999）。 

外部效应： • 

获益者并不仅限于学员。社会也会得益于技术熟练的劳动力 

（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足够的临界量——技能储备——能

够吸引外国投资）。

训练有素的工人会向他们的同事传授良好的技能和纪律。相 

反，未接受过系统培训的工人会传播坏习惯，使劳动力素质

难以提高（卡斯特罗，2009）。

实际上，如果没有政府支持，雇主和私立培训机构将无法完全满• 

足技能需求。

雇主倾向于不提供通用技能。 

大型企业雇主不会对员工平等地提供培训，而是更偏向于高 

级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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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倾向于不对员工进行培训。 

一般而言，公司不愿意进行初级或入职前培训。长期培训和 

通用技能培训存在的被挖墙角或免费搭车的风险较高。这是

支持公共投入的经典观点。 

私立培训机构偏好低成本的课程，避免进入资金密集的领域，并• 

且会忽视农村和城郊地区。

从成本—效益角度出发的观点如下：

经济增长时，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经济回报率比其它层级的• 

教育高（如韩国、斯里兰卡和泰国）。 

一些职业课程（商业、计算机、会计、商务研究和创业）并不比• 

常规的中等学术课程成本更高。 

从公平角度出发的观点如下： 

技能可以提高非正规部门从业者的收入；但是，“雇主们”不会• 

这么做；低收入者通常无法负担获取技能开发的直接和间接成

本。因此，为了公平起见，国家应对此给予补贴。 

而且，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通常服务于低收入群体（如印尼的• 

高级中等职业学校）。

从实践角度出发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组织和提供技能

开发服务的有效方式，如巴西的全国工业徒工培训中心（Serv iço 

Nacional de Aprendizagem Industrial）、哥伦比亚的国家学徒服务中

心（Servicio Nacional de Aprendizaje）、哥斯达黎加的国家学徒学

校（Instituto Nacional de Aprendizaje）、斐济的培训与生产力学院

（Training and Productivity Authority）、新加坡各种各样的技能开发

课程，以及瓦努阿图技术学院的人力资源培训等。

表3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总结。

对技能开发进行公共投资的经济原理

要记住公共资助与政府提供培训是不同的，这非常重要。它们的意义并

不相同，经济原因也不同。在许多情况下公共资助可能都是合理的，但

政府提供培训的经济原因则更为有限。表4对此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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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关于支持和反对向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进行公共投资的观点汇总

反对公共投资 支持公共投资

雇主们想要的是“通用”技能和在工

作中进行学习的能力，而不是技术与

职业教育和培训提供的技能。

私营部门提供培训的范围和力度有

限。雇主们提供的培训通常不足。

如果需要技能，雇主们会培训他们的

员工。

如果没有政府支持，贫困人群将无法

获得技能开发服务。

如果技能会带来收入可观的职业，人

们会付费以获取技能。如果人们愿意

付费，私立培训机构就会对此作出反

应（供给反应）。

私立培训机构并不会自发地填补技能

缺口；它们关注的重点是城市里的低

成本职业培训。

对那些由于从事其他职业、继续接受

高级教育或失业而没有应用技能的人

而言，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高成

本是一种浪费。

在经济增长时，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

训的回报率很高。

由于缺乏资源和制度能力低下，在大

部分发展中国家进行良好的技术与职

业教育和培训很难。

存在外部效应——充足的熟练工储备

有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一些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运转

良好，关键在于做得正确（反馈、目

标锁定等等。见卡斯特罗，2008）。

资料来源：研究组。

表4：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进行投资的经济原因

公共资助可能合理的条件： 政府提供培训可能合理的条件：

存在外部效应（如人才猎取、技能缺

口）。 
私立机构培训能力很差。

存在市场刚性（如压缩工资）。 政府提供的培训在质量和成本上更具

竞争力。

资本市场失灵。

缺乏信息。

技能供给不公平。

资料来源：米德尔顿（Middleton）等，1993。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战
略问题

本章讨论了关于技能开发的一些基本战略问题，以用于指导政策对话。

政策对话应当在以下几个战略领域中寻求答案： 

政府的作用；• 

如何实现“对需求的响应”；• 

如何鼓励以私立培训和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enterprise-based • 

training，EBT）；

如何组织和管理技能开发；• 

如何保证质量；• 

如何实现平等供给；• 

如何以绩效更高的方式筹集和分配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资金； • 

能否以及如何使中等教育职业化；•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在经济低迷期间有何作用 。• 

政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如何保证政府投资的正确

方向 

政府可能会试图过多地介入有关技能开发的不同事项。用于技能开发的

公共资源受制于政府收入的缓慢增长，并且其他需要公共资源的领域也

会为获得资金展开竞争。在资金受约束的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所有的事

情都做。由于在本地区的许多国家里主要是由私立培训机构来提供培

训，政府应当成为推动者，将资源优先集中于私营部门不做或不能做的

事项上。

政府部门的重点事项包括

与社会合作伙伴和培训机构共同制定政策和标准；• 

公布有关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培训系统的信息——公共系统的业• 

绩，尤其是私营培训机构的范围、质量、成果和成本；对于改革

而言，消费者拥有充分的信息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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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问题出现了：谁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它是指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对员工的需求。有时社会需求或学生及其监

护人在培训机构内的需求也可以用来代替市场需求。但是这需要有充分的的关于就业率和各种职业薪酬的信息。

提供质量保证；• 

为公立和私立的所有培训机构提供服务，资助教学计划和教材的• 

编制，并对教师进行培训；

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标准和产出而不是控制投入来监管私立机• 

构，以确保质量；

资助经济和社会弱势群体接受技能培训，以及私营部门（尚）未• 

能涵盖的重要职业领域；

提供私立机构无法提供的技能培训，如对于私立培训机构而言成• 

本过高的特定地区或战略技能。 

政府不应重复提供那些非政府培训机构已经或可以高效提供的技能培

训。政府还应避免进入已经由私立培训机构课程充分占据的市场，以避

免对它们产生挤出效应。在非公立机构可以提供培训并且更具效率的领

域，政府可以通过资助其培训以使技能产出最大化。

如何实现“需求响应”——使技能的供给与需求相 
匹配 

对于“以供给为导向的”培训系统的批评很多。以供给为导向意味着培

训机构年复一年地培养出同类毕业生，而没有考虑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

需要。正如亚行（2004b：3）的一份项目文件所言：“很少会根据培训

效果指导所提供课程的技能和内容，其内容常常与需要和需求无关。”

因此，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响应需求”的培训系统。5

如何实现需求响应？需求相应需要三个条件：

关于市场需要何种技能的明确信号；• 

适当的激励措施； • 

灵活的培训供给反应。• 

下面对每个条件进行讨论。

生成关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明确信号——有关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的

良好信息——包括对劳动力的调查、对企业情况的调查、重要的信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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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的建议等等。尤其是应当定期对毕业生的最终去向进行调查，即关

于毕业生就业程度的调查。

雇主最多只能提前几个月预测对技能的需求，但他们最了解自己需要什

么样的技能以及什么样的技能是最难在市场上找到的。培训可能不会是

雇主脑海中排在第一位的事情，尤其是在低附加值的生产中，甚至也不

是排在第二位或第三位的事情。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开发市场、降低成

本和提高利润。必须说服他们将宝贵的时间花在培训事宜上。但是，当

企业向价值链上游移动面临质量和技术竞争时，公司的人力资源开发就

成为最重要的事了。

澳大利亚采用了一些措施以使其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更符合雇主

的需求。这些改革由提高行业和雇主的参与程度开始。行业组织与政府联

合成立了由行业组织领导的国家资格认证委员会（National Qualifi cations 

Council），负责批准所有新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课程，并对培训

结果提供质量保证。这意味着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是由行业主导

的。行业技能委员会代表了10个产业部门，并全部由业内人士组成，负

责制定各种职业的标准和资格条件。他们不断对技能定义进行补充和完

善（亚行2008a：94）。

信号只是一个起点；仅有信号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使培训机构

能够做出响应的激励措施。关键问题在于负责人（在系统管理层或培训

中心）对需求做出响应的成本和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按惯例行动是

安全的，推动变革的人会面临风险。因此，变革和响应能力是激励结

构的函数。必须对做正确的事给予奖励，而对不做正确的事应给予严

厉处罚。如果激励措施得当，那么培训供给就能够做出回应（卡斯特

罗，2009）。

灵活的培训供给可以由以下内容构成：

将专业化的课程推迟到学员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 

缩短培训时间，同时为在职者提供周期性的新技能培训；• 

为雇主安排学员和/或学徒，接受更专业化的技能培训；• 

建立反馈机制，如定期进行毕业生最终去向研究，以确定技能是• 

否仍有需求或已经饱和；

对教师实行合同聘用制，可以随着技能需求的变化而调整课程和• 

教师；

租用培训设备或使用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设备，以避免产生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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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技术沉没成本；

提供有条件的财政转移支付，鼓励根据需要提供培训；• 

将权力下放给培训机构，允许其缩短行政决策周期。• 

表5介绍了以供给为导向和以需求为导向的培训系统的特点。

表5：以供给为导向和以需求为导向的培训系统的特点

领域 以供给为导向 以需求为导向

市场反馈 不关注市场 依靠市场反馈，如追踪研究

主要的管理方式 行政管理，以政府为主导 最终用户——雇主参与

机构管理 对结果几乎不负任何责任 对结果承担实质责任

激励措施 遵守规则，取悦付薪者 通过在市场上出售服务而获

取收入

培训课程 每年都一样 根据市场需求而变化

教师 全职，通常按公务员任期或

有长期合同，很少流动；时

间全部用于满足培训机构的

要求

短期合同，使用兼职员工，

有时很快就进行调整；参观

企业以学习技能

学员 只在机构内接受培训 工作实践，到企业实习

设备设施 固定 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可能是

租用的

预算 不论业绩如何均有保证 必须自筹

资料来源：研究组。

如何从以供给为导向转向更加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培训系统？以下是若

干可以采取的措施：

在管理结构中强调雇主的作用。• 

机构定期进行追踪研究并据此调整所提供的课程。• 

对满足以市场为基础的业绩标准给予激励。• 

按预定的数量和质量标准，根据业绩付费，如培训课程的学员• 

数、达到能力标准的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毕业生等。

经理和培训机构就培训结果向由雇主主导的理事会负责。• 

要求全部或部分预算必须从市场上赚取。• 

给予培训机构自主权，在适当的保障措施和会计控制下，使机构• 

能够自行决策。

通过竞标签署合同，由私营公司管理公共培训中心；按业绩付费• 

（达到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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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培训场地和设备。• 

与教师签订（短期）合同。• 

如何激励雇主和企业参与培训

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

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EBT）能够对企业生产率产生巨大影响。对投资

竞争力评估（Investment Competitiveness Assessments，ICA）数据进行

的分析研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

（图1）。

资料来源：谭和巴特拉（1995年）；巴特拉（2000年），谭等，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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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百分比

199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众多

发展中地区，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相关，在

所有⋯⋯经济体内都是如此。”该报告认为这“应该可以消除[雇主所持

的]培训对生产率的有益影响的怀疑”（谭和巴特拉，1995）。

但是尽管对生产率存在着影响，但各地区和国家开展以企业为基础的培

训的情况相差很大（图2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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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鼓励企业扩大本企业的培训课程，包括为

企业提供培训助学金或贷款，以帮助它们支付或弥补一部分培训成本。

另一种扩大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的激励措施是在培训期间由国家提供工

资津贴。对一定比例的企业采用这些措施需要仔细地规划、执行和控制

（这是最难的部分），否则它们可能只是完成得到资助的培训项目，而

这些培训即使没有补贴企业也是要进行的（米歇尔，1998）。

新加坡技能开发基金采用了促使雇主提高工人资格条件的措施，即对月

收入低于2,000新元的工人征收1%的税。企业可以向该基金申请补助用

图2：各地区开展的以企业为基础的正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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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 =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 c, ECA =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LAC =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ribean, 
MENA =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资料来源：谭，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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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亚洲国家开展的以企业为基础的正规培训

PRC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资料来源：谭和巴特拉（1995年）；巴特拉（2000年），谭等，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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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种课程，而无需考虑其已支付给该基金的金额。中小型企业员工的

培训券、信息技术培训补助、企业综合培训计划、技能资格计划（建议

在3年内对企业至少三分之一的员工进行认证技能培训）、资深员工的

脱产培训计划以及在职培训资讯公司（国际劳工组织网站上新加坡政府

的介绍6，以及SWDA（ 2008））等。

鼓励开展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可能是亚洲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个重点事

项。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可能需要政府支持开展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由

于许多企业是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开展自己的培训的，因此应当避

免采用直接向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提供补贴的方式。但是，政府在支持

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方面要发挥积极作用。它应当：

提倡将培训作为企业内部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一种手段；• 

提高劳动力市场新成员的基本技能水平；• 

鼓励对受教育程度低和很少有培训机会的小企业的工人进行培• 

训；

培养职业和行业协会为其成员提供培训服务的能力。• 7 

公私合作 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

是联结教育与雇主的纽带。这个术语是一系列公共政策、融资系统

和课程框架的综合，是教育者和雇主进行密切交流的共同目标（霍

利，2007：2）。

在许多层面上都存在着公司协作，包括宏观（政策）层面、中观（部

门）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其涵盖的范围从雇主—工人参与制定国

家培训政策，到企业提供教材或为当地培训机构提建议等。这种协作可

以是垂直的，即当地合作伙伴与国家机构合作，也可以是水平的，即当

地机构或国家机构之间合作。公私合作可以采用合作伙伴的代表组成培

训委员会的形式，这样可以为政策问题、规划、课程设定、业绩评估和

质量控制等提供建议和咨询。在微观层面上，单个的企业和公共培训机

构可以进行合作，当地政府和包括志愿者组织在内的公私培训机构也可

6 www.ilo.org/public/english/employment/skills/hrdr/init/sin_2.htm
7 公司可能很少投资于一般的培训，因为工人的流动性可能会妨碍它们从此类培训中获得收益。因此，应当在行业

的基础上组织基本类型的培训，这样可以说服企业以行业协会成员的身份进行合作，使大量企业参与培训计划的

运转。
8 公私合作通常是指两件事：公共部门与雇主合作，以及为私立培训机构提供公共支持。本节仅对与雇主的合作进

行了探讨。对私立培训机构的支持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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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与合作。公共培训机构可以向企业寻求有关设定课程、制定质量标

准或评估业绩、提供关于培训需求和规划的信息、捐助设备、职业指导

与咨询、聘用合格的学员或组织工业实习以增加学员或教师的实践经验

等方面的建议和协助（米歇尔，1998：10）。

公私合作的形式很多。它们可以是正式和结构化的，也可以是非正式和

灵活的。它们可以包括国家对企业培训的投入、企业对公共培训的投

入、联合投入、公司联盟或政府机构在建立公私合作政策框架方面的联

盟等。还可以引入中介机构机制，通过中介机构在企业之间签署合同，

作为获得激励政策或公共融资的条件，提供符合公共政策、程序或重点

事项的培训服务（米歇尔，1998：11）。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像中国这

样的转型国家中，公共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与公共企业之间的合

作可能已经很成熟，但公共机构与私立机构之间的合作仍面临挑战。

建立有效和可持续的公私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准备将权力和职

责下放给私营部门的程度，以及国家对与私营部门共享系统的控制程

度。同样重要的是私营合作方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并能够承担下放的权力

和职责，这显然主要依赖于私营部门、雇主组织和劳工组织以及其他私

营合作方的实力和能力（米歇尔，1998：26）。

如何组织与管理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

简介中指出，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可能是在教育培训部门中最难以管

理的部分。那么如何对其进行组织和管理，公共部门又如何能够规划、

组织和经营培训机构呢？

制度管理

职责分割使得提供培训变得复杂，导致重复努力和分段提供培训。已经

出现了成立国家级协调与咨询机构的明显趋势。这类机构以合作原则为

基础，能够促进履行职责和达成共识。协调机构常常缺乏决策权。与此

相反，亚太地区内的某些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新加坡等）

选择半自治的培训权力机构作为替代组织类型，这是一种中介型的组

织，并取得了成功。有两个重要的教训： 

必须授予培训管理机构决策和控制资源的实际权力。• 

均衡的代表性是取得成功的关键，特别是要充分重视雇主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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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管理

集权组织的缺点在于决策过程长、离客户远以及难以变革。向培训机构

分权有助于培训对需求做出响应。在地方层面上，这种方式可能会更好

地调动资源，与就业市场的联系会紧密得多。全面自主意味着独立运

营——雇佣和解聘职员、决定给员工的补偿、设计培训课程、采购服务

和设备、出售服务以及获取收入的能力。其中也有失败和倒闭的可能

性。全面自主迫使机构要找到自己的市场和资源。但是在大多数情况

下，部分自主可能更有现实意义：培训机构可以在特定市场定位的指导

下自由提供新的培训课程，并获取相关收入。分权制并不是包治百病的

灵丹妙药。它需要花费时间，并且必须经过仔细地规划和监督。分权制

往往会扩大培训中心之间的差异。如果分权化措施没有仔细设计和高效

实施，位于偏远或落后地区的培训机构可能会停滞不前或落后于其他机构。

如何保证技能开发项目的质量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目标是提供与就业和创收相关的知识、技能和

能力。如果培训没有使学员掌握技能，也就是说培训质量不佳，那么资

金就被浪费了。通过注册、核准和认证可以保证机构的培训质量。通过

评估和测试则可以确保个人获取技能的质量。质量可以体现在投入、进

程和产出等方面。

在许多国家，缺乏关键性的投入使培训质量大打折扣。对于质量的首要

投入就是根据职业要求明确培训标准。有两项创新措施有助于落实适当

的标准：采用以能力为基础的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框架。新晋学员的知

识储备不足影响了培训效果。教师和实际工作中的培训师的技能和知识

水平是决定任何国家教育培训体系质量的关键因素。培训师的数量和资

格不足，特别是缺乏产业经验，是培训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公共行政

机构很少认识到需要根据产业经验来对培训师进行认证和付薪。设施、

设备和教材可能也供给不足或无法及时更新。

包括技能测试系统在内的质量保证流程可能也不够有效。制订的规范和

标准通常并不适用于具体的公共培训机构。此外，实践证明，对私立培

训机构进行认证是很困难的。

大部分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都未能根据受训学员所掌握的能力来

评估培训质量（详见亚行2008a：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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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技能测试和考试改革能够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产生强大的

有利影响，使其以职业分析为基础。许多职业培训系统僵化地将重点放

在了应付最终考试或行业技能测试上。而这些测试通常已过时，脱离了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雇主在雇用员工时可能不太注重正式的资格证书。

但是测试可以作为推动职业培训内容改革的有力措施。关键在于测试要

以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为基础，根据职业和工作分析来确定哪些能力进入

测试范围，并及时更新测试内容。最佳实践是雇主参与毕业生测试，就

像德国产业协会的传统做法那样。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

的改革方向是打造区域性的资格认证框架。但是对于某些国家目前的能

力而言，这些标准可能过于复杂了（DFID简报，2007）。

推广高品质培训的方法之一是特许合约。根据特许合约，技术与职业教

育和培训机构可以教授由其他机构开发的培训课程。受许方避免了开发

课程的成本，并能够通过提供这些课程获取收入。特许方可以通过向受

许方收费来收回课程的部分开发成本。这种做法对于技术与职业教育和

培训系统的好处在于将资格认证的供给扩展到了新地区。例如，斐济的

技术学院（Institute of Technology）允许本地学生不进入学院学习头两

年的课程。这比建立卫星校区更具成本效益（见亚行2008c中的斐济技

术学院；克斯考夫，2006：8.5节）。

澳大利亚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保证其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的质

量，并已构建起了以标准为基础的资格认证架构。以能力或单位标准、

对获得这些能力的情况进行评估的指导以及资格认证框架为基础，设置

了“培训套餐”。由行业确定要达到的培训效果，培训机构可以自主开

发培训课程以满足这些要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将行业从琐碎的课程

设置中解放出来，并允许培训机构在培训设计中发挥创造性和创新性。

此外，针对培训机构设立了质量保证框架——以确保全澳大利亚4,500

家培训机构能够满足提供和评估培训服务的最低标准。在澳大利亚的培

训资格认证框架（Training Qualifi cations Framework）下，培训机构按

照核心标准注册和接受审计（亚行，2008a）。

如何确保平等地提供技能开发服务

如前所述，“共享式”经济增长是亚行区域长期目标的核心（亚

行，2008d）。在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中，这意味着要促进平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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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开发服务，这涉及几个方面：总体情况、收入、所在地和性别。 

获得技能开发服务的总体情况

总入学率和净入学率是衡量初级和中级教育供给的指标。在技术与职业

教育和培训中不存在类似指标。但是，计算掌握了某些技能的离校人数

所占的比例将很有帮助。这可以根据比较一年内所有技术与职业教育和

培训课程的入学人数与从各级技术与职业教育体系辍学和最终毕业的人

数来计算。这种“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机会指数”通常低于20%，但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低于10%——这说明总体上技能供给严重不足（亚

行，2008c：表IV-1）。

收入

在许多国家，默认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最终将为低收入群体服务。受

教育情况往往与家庭收入相关：高收入群体会进入条件更好、设施更健

全、教师资质更高的学校，并且往往在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中取得较好

的成绩。选拔考试可能会无意中将来自低收入群体的学生分流到二等或

最差的教育机构，包括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潜在

学员可能需要辍学养家，即可能无法负担接受培训的直接或间接（机

会）成本。提供奖学金和以经济需求为基础的津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

消这种经济不利因素。9出于公平考虑，对接受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

学生提供经济支持的比率应相当于或超过对接受中等和中等以上教育的

学生支持。另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就近为弱势群体提供培训，并允许非全

日制培训，这样学员就可以在获取技能的同时继续工作。 

所在地

一般来说城市居民更容易获得技能开发服务，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也

不例外。农村地区很难获取。因为培训为了服务于现代部门的企业，在

地理上平均分布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并不能解决问题。发展中国

家有许多例子都证明，将培训机构设置在远离就业机会的地方会遭到失

败。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必须设立在工作机会较多的地点附近，

原因在第1章中进行了解释。提供住宿可以使来自偏远或贫困地区的学生

9 例如，2007年，中国制订了相关政策，每年为贫困农村的学生提供1,500元人民币（约220美元），用于支持其

接受10年级和11年级的中等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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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入学。前文所述的特许合约是为分散的人口提供适合的培训课程的

另一种方式。

性别

性别方面存在的供给不平等也很典型，培训供给会歧视女性。这通常是

最容易证明的不平等形式，因为统计资料通常会提供按性别区分的入学

情况。除了总人数上存在的不平等以外，不平等还表现为将女学员分流

到传统女性职业（如办公室工作、缝纫和餐饮等）的培训课程。这些职

业的薪酬往往低于以男性员工为主的职业。但是，将女性转入非传统职

业（如汽车修理、管道、土木建筑等）的尝试常常会在性别成见前碰

壁，并导致这部分学员受挫。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综合研究发现，女性

化的职业在全球范围内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非常符合社会对于

适合男性和女性的工作类型的性别成见（安加，1998）。仅靠技术与职

业教育和培训是无法改变这些成见的。但它可以着重为女性提供针对收

入相对较高的令人满意的工作的培训，如医药技师、信息通信技术、设

计等。在许多情况下，妇女可以接受服务部门职业的培训，因为其需求

正在增加。将更多女学生引入非传统职业的一个有效方式是在培训和招

募更多女教师。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通常深受培训师队伍性别极

不平衡之苦。

如何以绩效更高的方式来筹集和分配技术与职业教育

和培训资金

为技能开发付费包括两个独立的问题：

（1）如何调动用于培训的非政府资金；（2）如何向各种技能开发项目

分配资金以促进提高绩效。 

如何调动用于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非政府资金

以下5种方式可以为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筹集除政府补贴以外的资金：

企业出资，包括对雇主课征工资税；• 

学员及其家庭支付的学费和其他费用；• 

培训机构生产和销售商品与服务；• 

社会的支持和捐赠；• 

非政府培训机构扩张带来的间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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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式可以同时使用。此外，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资金也可以节省资

源，用于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培训税将在下一章进行介绍。

生产商品和服务主要是非政府培训机构筹集资金的方式，但也逐渐被公

共培训机构采用。根据经验，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运营成本能够通过生

产商品和服务弥补（齐德曼，2003）。这样做的优点是为学员提供了更

接近现实的实践经验。不利之处在于培训机构可能会剥削学员的劳动为

自身及其员工创收。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融资逐渐开始以受益人出资原则作为基础——从

培训中获益的人应当付费。获益人是雇主（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受训个

人（通过提高收入）。他们应当有分担培训成本的意愿和动力。但是当

贫困和支付能力存在问题，以及资本市场欠发达，无法以受训后的未来

收入为保证借款时，这种原则的应用会遇到障碍。

如何分配资金以提高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绩效

融资机制涉及的问题不仅仅包括资金分配。资金的分配方式至少与分配

的金额同样重要。可以运用财务和管理手段来提高公共培训的绩效。融

资机制改革是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改革的关键所在。 

资金通常按既定的规则分配给公共培训机构，而不考虑绩效。这种做

法纵容了浪费。融资机制可以是提高培训效果和效率的有力工具，尤

其是： 

实践证明培训基金是成功的（见下节）。• 

实践证明以培训机构就资金展开竞争能够有效建立起培训市场，• 

降低单位成本。 

培训券在一定情况下能够有效促进供给响应。例如，柬埔寨教育• 

部二期开发计划（Cambodia Education 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 II）中，在创收活动中向公社发放了培训券。公社管理

者将培训券发放给了居民，用于以社区为基础的培训、非正式的

学徒培训或以机构为基础的培训。初步结果显示，该计划在提高

参与者的收入方面取得了高度成功。

按结果付费可以提高支出效果。例如，美洲开发银行（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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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IADB）资助了几个青年培训项目，这

些项目获得收入的条件是保证为毕业生提供工作或实习机会（智

利的青年计划[Joven]与阿根廷的青年计划[Projecto Joven]）。这

些项目获得了成功。

标准融资关注产出和成果。• 

大部分亚洲政府似乎都具备运用这些融资方式的能力。

能否及如何使中等教育“职业化”

政府面临的一个战略选择是是否将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作为中等教育

体系的一部分。它可能采用几种形式：单独的职业或技术中等学校、中

等学校内独立的职业或技术序列，或江职业和技术科目作为普通中等学

校课程的一部分。后者有时被称为“多元化”或“综合”中等教育。

像其他地方一样，亚洲的许多父母和教育界领袖担心年轻人完成了初等

和中等教育后并没有学到任何直接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能，为此需

要经常进行调整，在课程中添加农业、商业研究或建筑业等方面的实用

职业技能，也就是说，在学术性的课程中添加一些实用课程。主要理由

如下：毕业生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立足的技能，以具备工作能力和赚取

收入。普通学校的课程并不提供足够的职业技能，许多毕业生都找不到

工作。因此学校课程应加以变动，增加职业预备内容，以使毕业生能够

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得更好。

以普通教育为基础的职业科目是可行的，因为只要有足够的经费，全面

教育的目标就包括为所有人服务，而且这些科目不会降低课程核心科目

的质量。但研究尚未证明这些科目是适合劳动力市场的。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研究证明在课程中添加少量（占三分之一的时间）实践课程能使

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严重低迷的条件下抢占先机。反对中等教育职业化的

观点如下：

职业化的成本高。与主流的普通教育科目相比，大部分职业化的• 

课程每堂课的生均成本都更高，主要是因为小班授课，而且设

施、设备和消耗品的花费也更多。除非一门课可以有一整个班的

学生来上（几乎没有能做到这一点的），否则运作成本将会是不

做实验的学术课程的两倍多。

某些类型的职业课程在招生时常常存在严重的性别偏见。有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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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文化上被认为仅适用于某一性别，例如家政和秘书技能仅适

用于女孩，而工艺技能仅适用于男孩。

职业化难以很好地落实。它需要受过专门培训的教师，而且最好• 

具备所教授技能的实际工作经验。很难招到并留住具备这样的资

格的教师。职业化需要对投入进行复杂的协调工作。

最后，花费在职业技能培训上的时间会冲减教授基础学术技能的• 

时间，而后者也是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所需要的。

要提高职业技能，最好是到专业化的培训中心，它们就是为了响应劳动

力市场而设立的。仅在以学术为主的课程中加入少量的职业课程是不够的。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职业化。首先是计算机的使用，它可以适用于各

种职业，本身也可以嵌入普通教育的各个科目。但这种做法成本很高，

资金不足制约了购置计算机的步伐。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性别偏好的低

成本课程，如农业、会计和商务研究等。这些课程适用于多种职业领

域。第三种情况是将创业作为正规教育和培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

种职业化的课程。该课程的目的是教授毕业生规划、启动和经营企业的

知识和技能，另一个目的是改变个体经营的负面形象。但是，在引入任

何实践科目时，重要的是要系统地而不是仓促地实施，要在大规模开展

之前进行分析和权衡成本，并且要评估学习结果和影响（约翰逊和亚当

斯，2004：86–88）。

总之，在研究对于将职业课程纳入学术性的中等教育如何作出适当的战

略反应时，需要回答几个问题：

职业化符合学生和家长的期望吗？各年龄组中等教育招生的比例• 

如何？如果入学率相对较低，比如只有该年龄组的一半，那么学

生可能希望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与此相关的事业，而不只是

一份工作。亚行的一项评估报告（1999年）批评了亚行对于马来

西亚高级中等技术学校的支持，因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

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了，也就是用于他们接受的昂贵中等技术教育

的资金大部分都是无效的。但是，如果中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占了

该年龄组的一大部分，那么许多学生并不倾向于学术，某些形式

的实践教学能够吸引他们。

在哪个层面实行“职业化”？在初中时将学生分流到职业领域并• 

不合适，因为这过早地限制了他们的选择。但是，在这一层级上

接受某些低成本的实践科目是有益的，如果这些课程成本合理而

且质量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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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职业化的成本有多高？职业化的中等教育在某些方面成• 

本是很高的：设备和场所所需的初始资本、供应消耗品和维持运

营的经常性费用，以及设备的维修和重置成本（一个经常被忽略

的因素）。此外，它还需要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这样的教师

通常数量很少（而且可能会要求比教育体制内部更高的工资）。 

可能的好处是什么？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卡拉波罗斯和洛士• 

利，1985）发现，（哥伦比亚和坦桑尼亚）多样化的中等教育并

没有使得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境况并比学术性的中等学校毕

业生更好，但生均成本却高得多，因此其成本效益要低于学术性

的中等学校。

国家能够负担扩大职业化中等教育的成本吗？许多依靠外部援助• 

的项目能够建立一些多样化的中等学校，但一旦援助停止，这项

改革就陷入了无以为继的境地，因为国家无法负担将这种项目扩

展到其他地区的成本。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在经济低迷期间能够发挥什么

作用？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在经济低迷期间会主动地还是被动地发挥作用？

就积极意义而言，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通常包括在经济衰退时对过剩的

劳动力进行再培训的资金。但是，这有用吗？理论上，技术与职业教育

和培训能够使人们有资格从过剩的工作转移到供给不足的工作中去。再

培训项目的效果可能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调整的类型、再培

训的时机、客户等。

有关在转型和发展中国家为提供失业人口培训的成效，并没有获得有利

的经验支持。大多数现有研究都只是关于发达国家失业情况的。但是，

有一项研究包含了对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人口培训项目的评估，其

结果见图4。

对发达国家的失业人员进行培训后，学员的就业率仅为38%，失业人员

收入上升的仅占23%。但是在这些统计数据中，妇女的培训结果普遍较

好，大规模裁员前启动的培训课程的效果也比较好。

转型国家的培训项目结果较好，至少保证了毕业生全部就业。这可能是

因为在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某些部门收缩而其他部门在增长），接受再

培训的毕业生获得新就业机会要比出现周期性失业的情况下更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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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周期性的失业时，整个经济所有部门的工作机会最终都减少了。在

发展中国家就培训课程对于就业和收入影响的10项评估显示，有60%的

项目成功帮助学员就业，但仅有30%的项目中参与者的收入上升。

培训青年失业者的情况如何？在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又是大部分以失败告

终，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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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按国家发达程度划分的失业人口培训课程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资料来源：贝切曼等，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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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国家对青年失业者的培训

资料来源：贝切曼等，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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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培训项目的成功似乎受到了始于拉美的“青年”项目（美洲

开发银行提供了部分援助）的挑战。这包括智利的“青年”和阿根廷

的“青年项目”（国际劳工组织，2003）。这些项目的目标是贫困青

年，将培训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并提供其他服务，如职业评估和心理

发展等。但是这些项目的成本很高，并且几乎没有进行过成本收益分

析。尽管“青年项目”的模式似乎很有前景，但还不能下定论，因为其

他国家对青年失业者进行培训的国家项目都失败了。一位研究者认为，

这些项目对就业的任何积极影响都可能会被其成本所抵消，资金最好用

于预防性的措施——在系统内提早对青年进行适当的教育和培训（戈弗

雷，2003）。

正如亚当斯（2007：26）所观察到的，“人们往往假设青年失业率高是

由于缺乏相关技能，这使得培训成为公共干预的优先选择。可观察的失

业的原因可能很多，如就业机会增速较慢、需求不足，与劳动力市场政

策相关的劳动力成本、部分首次求职者对工资存在不切实际的期望等。

因此，培训并不一定是促进青年人就业的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它

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劳动力市场计划提供了大量

服务，如咨询、协助求职、补习教育和直接创造就业等，这可能是更具

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

对失业人员进行培训和再培训的成效，首先取决于到培训结束时是否有

工作机会。在经济周期性收缩时，情况可能并不乐观。那么技术与职业

教育和培训机构是否应该在经济衰退时停止接收学员和裁员呢？这种措

施是短视的，因为通常要花费2–3年的时间才能培养出一名技能熟练的毕

业生，到那时衰退可能已经结束了。但培训的类型似乎很重要。正如许

和史密斯（2003）所观察到的（转引自亚当斯，2007：28），“在所研

究的案例中，培训类型对结果而言非常重要。许多工业化国家中的在职

培训表现出了积极影响，而课堂培训则往往对就业和收入都没有产生积

极影响。对外国工人的语言培训和可获得正规资格认证的专业培训都有

很大的积极影响，降低了继续失业的可能性。雇主赞助和在企业内进行

的培训计划往往表现更好。” 

一些证据表明，在经济衰退期继续对其员工进行培训的企业，能够更

好地为经济开始复苏时获取利润做准备。由英国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

（Cranfi eld School of Management）开展的一项名为《人才培育》

（Nurturing Talent）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关于员工培训的企业

案例，即使是在经济衰退期，“有效的培训能够降低员工的流动率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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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率，提振积极性，提高生产率，并帮助提升客户满意度。该报告还强

调了英国一些商业领袖对雇主们的呼吁，请他们抵御削减员工培训支出

的诱惑。在最近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工商总会（Chamber of Business 

and Industry）的理事长与贸易联盟委员会（Trade Union Council）的秘

书长共同敦促雇主们维持甚至提高对于培训的投资，‘现在正是保持对

我们的人们的技能和才能继续投资的时机。我们雇用的员工让企业渡过

难关。当市场萎缩、订单减少时，是他们的承诺、生产力和创造附加值

的能力使企业保持竞争力。现在为打造新技能而投资，将会使我们在经

济复苏时更加强大’”（布林克宏，2009）。10

从防御的角度看，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如何避免在衰退期间出现

问题呢？在经济衰退其间，政府预算通常会全面削减。此外，能够负担

得起标准费用的学员更少了。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特别容易受到削减

预算的影响，因为与普通教育相比其成本更高。通常首先被削减的预算

是非人员支出，如消耗品和教材支出，而这些又是对培训质量至关重要

的要素。这一难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可以考虑各种措施，如临时减少人

员工资、给合同工放假，或者实行大班授课和扩大讲习班的规模（从而

降低对教职员工人数的需求）。培训机构可以更加努力地吸收自费学

生，同时降低标准学费，以使其更加经济实惠。灵活性较高的机构能够

更好地应对经济紧缩。

10 此外，“新研究⋯⋯标明近九成的人力资源专家（88%）相信正确员工培训规划能够在应对经济衰退所带来的

挑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IMC学习，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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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的
设计问题

本章探讨了各种培训和融资方式的优势和劣势，包括：

公共培训；• 

非政府培训；• 

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 

非正规部门培训，包括传统的学徒培训；• 

培训税；• 

培训基金。•  

公共培训系统和机构

提供公共培训的方式很多，包括职业中心、技术中等学校、技术学院、

技术专科学校以及农村和社区的技能中心等。因此，提供培训的经验和

教训很难一概而论。

公共培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技能供给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亚太地区

也不例外；特别是在满足对经济至关重要的技能需求和提供可以广泛适

用的实验和创新方面，它们仍继续发挥着战略作用。但是，公共培训绝

大多数都是正规的，而正规的公共培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工资制的现代

部门就业岗位，在许多发展中成员体内，这可能只会吸引劳动力市场上

的少数人。此外，经济停滞和充足的公共资金严重制约了这些机构的培

训质量（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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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公共培训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 劣势

独立的职业培训中心不是正规教育体

系的一部分，这形成了它们的优势。

重点几乎全放在正规经济部门。

某些国家对中等教育后的技术教育需

求很高，如科技专科学校。

常常没有与就业市场建立很好的联

系。

公共体系在地理上往往比私立培训分

布更加均匀，具备平等优势。

惯性——脱离市场以及从中心到培训

机构的指挥链条过长。

员工是公共服务部门的成员，往往拥

有工作保障。

预算有限导致设备陈旧、维修不足以

及消耗品供给短缺——可能出现资本

短缺。

员工常常没有积极性，工资很低。

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如学员—员工比

率较低。

总之，通常不对成本和成果负责。

资料来源：研究组。

公共培训供给能力通常不足、服务缺乏相关性、效果差、效率低下。正

规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的重点几乎全放在正规经济部门，而且

常常无法为就业机会提供合适的技能。脱离实际的集中考试制度使培训

背离市场需求的现象更加严重。削减预算导致公共培训系统资本严重不

足，这给培训质量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高成本使得技术与职业教育和

培训的效率更加低下。管理层常常不关注成本和市场。 

“公共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反映了行业的培训传统，以及国家与私营部门

之间的分工。当私营部门强烈需要培训时，公共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在脱

产培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雇主们习惯于通过筛选体系从非熟练

工甚至临时工（如南亚）中选择培训学员的地区，正规的职业教育培

训并不为实业界所关注。由于提供以学校为基础的技术教育，在经济

增长并且有产业和技术政策支持时，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更加受欢迎”

（DFID，2007：6）。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改革公共培训体系，使它们更贴近市场，效率更高。

关键的设计问题是如何改变激励措施和明确责任。上一章所描述的管理

和财务改革是改革的主要手段。改革的主要制约因素通常不是经济或管

理技术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特定政府部门强制其他部门进行改

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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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培训体系私有化是解决的办法吗？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措施这可能

是合适的。但公共培训在国家拥有比较优势的一些领域内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战略技能方面也需要公共培训体系为私立培训机构提供模

板，以及作为实验和改革提供场所。但是不能再让低效的公共培训体系

继续在陈旧、没有市场的技能培训项目上浪费资金。应当使公共培训更

贴近市场，比如根据结果收费。 

非政府培训

有两种提供非政府培训的基本类型：非营利的和营利的。第一种在本文

中被称为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培训，第二种被称为私立培训。表7介绍了二

者的优势和劣势。

表7：非政府培训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 劣势

无需政府补贴就能够扩大技能培训的

供给，降低了技能开发对公共财政的

压力。

质量差异比公共培训大——许多未注

册和不受监管的终端培训机构质量无

法保证，浪费私人支出。

与公共机构相比，通常更贴近劳动力

市场，因为如果市场认为它们的服务

没有相关性或质量低下，私立机构就

无法获利或直接歇业。

不平等——收费常常限制了低收入群

体接受培训。

可以比政府机构更快地开始新培训课

程。

私立培训往往只集中于低成本课程，

如商业、会计、语言、信息技术等。

非政府组织机构可以提供诸如木工、

汽车修理、金属加工等成本较高的职

业培训。

在可持续性或扩大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方面存在障碍（因为这些活动依赖于

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能力和员工的承

诺，不容易复制）。

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往往以公共或私立

营利培训机构不会涉及的群体为目标

（如城市贫民窟或农村的贫困人口、

难民、感染HIV/AIDS的人，以及有特

殊需要的人）（DFID， 2007：8）。

缺乏信息和选择——选择范围不为公

众所熟知。

可用于检验创新。

许多国家的私人提供的高端培训质量

往往优于政府提供的服务。

HIV/AIDS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IT =信息技术，NGO = 非政府组织
资料来源：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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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培训机构主要在城市运作，提供培训成本较低的技能。

首先，政府要对私立培训进行监督，以尽量减少欺诈，但在这种监督不

应成为私立机构进入该领域或扩张的不必要的壁垒。如果存在此类壁

垒，政府应降低或取消它们。必须在管理和控制之间形成恰当的平衡。

过度的控制会扼杀积极性。政府常常会低估监督和管理私立培训所需要

的人员和其他成本。其次，政府应当明确标准，要求并监督私立培训的

保证质量。私立培训的质量差异要大于公共部门。还需要政府干预以解

决在信息方面的市场失灵，由政府提供更好的关于私立培训的规模和范

围、成本，尤其是业绩等统计数据。

还应考虑直接提供资金，打造公立和私立培训提供者之间的“公平竞争

环境”。政府能够通过制定标准和帮助私立营利培训机构达到这些标准

来提高培训质量，可以采用以下措施：

建立这类培训机构的行业组织；• 

以竞争为基础，直接帮助编制教学计划和资料、培训教师和管理• 

层，以及提供设备。

要证明对私立培训的补贴的合理性，需要证明这些资金分配给了高效率

的培训机构、“节省”了直接用于提供培训的公共资金、为低收入目标

群体服务、满足质量标准，以及提供了就业技能。但是过度的补贴会扼

杀积极性和创新，应注意避免。设计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通常很

容易，但要实现这种合作就很难了。通常难以使政府与私营部门分享资

金和市场，政府官员可能会认为这种分享意味着对其权力的削弱。

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适用于现代经济）

表8列出了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的优势和劣势。

鼓励企业增加在职培训的政策会根据企业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沿着

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结成企业联盟，为实现技能开发的规模经济提供

了机会，如联盟成员企业分担成本来降低单个企业的培训成本。价值链

中的主导企业设定技能开发的标准；开发课程和培训教材；在某些情况

下，还为培训提供设施和人员。这种安排可以提供与生产需求紧密联系

的高质量实地培训。劳动力技能也支持集群的出现——企业在地理上集

中以获取竞争优势。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专业能力都获得了提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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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 劣势

自立—不需要政府补贴或管理。 由于害怕被挖墙角，企业往往不愿进

行充分的培训。

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出，这种方式更符

合实际，和企业的需求紧密联系。

企业内部的培训往往是有选择性的：

对工人的培训进行投资的企业往往规

模较大、外资控股，可能从事出口业

务；企业挑选的接受培训的员工往往

是白领，从事技术性工作，并且受教

育程度较高。

将获取技能开发的服务范围扩大到没

有机会参与正规培训课程的人群。

中小企业没有时间或经费来组织员工

培训；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主要适用

于大企业。

可以更快地开展培训。

能够持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

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时，可以从普

通技能培训中获益，企业会同时对普

通和专用技能进行投资（阿西莫格

鲁与佩兹卡，1999；约翰逊和亚当

斯，2004：111）。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有针对

性的 E B T 对提高劳动力技能非常

重要（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

（DFID，2007：9）。

大量证据表明，企业愿意投资于

EBT，尤其是在东亚

资料来源：研究组。

集群内的企业带来了竞争优势（国际劳工组织，2008b：x）。

遵循高绩效工作场所（high-performance workplace，HPW）战略的企业

尤其重视技能开发。培训和技能开发是HPW战略的组成部分，并对其他

要素进行补充，如形成工作组织和分享提高生产率所带来的好处，员工

参与及对话（国际劳工组织，2008b：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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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业。它们在获取培训

服务和提高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与管理能力方面面临着特殊的挑战。

主要问题如下：

生产率、收入和工作条件往往会随着公司规模的缩小而恶化。• 

小企业有特殊的技能开发需求。它们的所有者常常需要有关创业• 

技能的培训。它们请不起专家（如营销或会计方面），因此员工

需要具备多种技能。

小企业在培训企业家和工人方面面临着许多制约。它们承担不了• 

培训成本。如果工人参加培训课程，它们会损失工作时间，业务

可能受到影响。培训机构可能无法提供它们需要的课程，或者不

太适应它们的需求。对印度北部10个企业集群进行的一项调查表

明，不了解培训机会而不是培训费用妨碍了工人提升他们的技能

（国际劳工组织，2008b：71）。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通过税收—补助基金解决了小企业参加培训难的问

题。它们自主进行培训需求评估，提前批准培训课程而无需进行成本很

高的申请和审查，并协助小企业利用大企业过剩的培训能力。

新加坡为员工数不足50人的企业提供培训券以支付培训成本。培训券

协助新加坡技能开发基金（Singapore Skills Development Fund），向

三分之二的员工在10–49人之间的小企业提供了帮助（广里，1997）。

非正规部门培训，包括传统的学徒培训

非正规部门也存在技能缺口。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和企业常常缺乏分析市

场、估算和记录投入成本、高效生产、保证质量、管理员工和销售商品

与服务的知识和技能。填补非正规部门内的巨大技能缺口，应该是低收

入和某些中等收入国家的重点事项。

非正规部门将继续吸收亚太地区（中亚、南亚、太平洋和东亚几个国

家）许多国家的大部分新就业者。非正规部门要提高生产率和收入，技

能是至关重要的。非正规部门的培训与为了针对正规部门的培训不同，

必须包含商务技能，如市场分析、定价和销售等。目前大部分技能培训

都是以正规部门就业为导向的，因此并不适合非正规部门。培训方式需

要进行巨大转变才能适应非正规部门的需求。培训本身并不是提高非正

规部门的生产率、收入和生计的充分条件，但能使小额信贷等其他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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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有效利用。

非正规部门培训中所存在的设计问题如下：

政府的一项重要作用就是帮助发展非正规部门的培训市场。扩大• 

非正规部门技能开发的途径之一是调整现有的培训机构。但事实

证明这样根本性的重组是很困难的，因为培训机构员工没有动力

去进行这种变化。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财务激励措施，由独立教员

（例如手工艺者）响应供给。

规模扩大的外部资助项目证明，非正规部门的企业可以通过技能• 

开发实现升级，促进增长、创新和提高生产率。但问题是如何大

规模提供这样的技能？尤其是非正规部门培训的财务可持续性难

以确定，很难支付培训成本，或要延期支付。

培训只是这个关系中的次要部分。下列非培训内容是取得成功的• 

关键：

从市场分析开始。对于非正规部门，这意味着对获取收入的 

可能性进行可行性分析。

将毕业生与后续商务建议和信贷服务联系起来。 

进行定期追踪研究，以确定已经饱和以及仍有需求的职业。 

传统的学徒培训是许多发展中成员体中非正规经济体从业者获取技能的

主要方式，特别是在南亚，中亚地区也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形式。传统

的学徒培训是由手工艺者对年轻人的技能培训，也就是非正规经济部门

企业的EBT（表9）。

完善传统学徒培训的战略包括以下内容：

改善学徒培训的形象。• 

从市场调查开始：确定哪些行业和技能拥有市场潜力，哪些技能• 

有需求，以及需要哪些配套支持。

帮助贫困人口筹措学徒培训费。• 

更新和提升手工艺者的技能。• 

通过协调人和培训券将学徒培训与专业培训中心联系起来。• 

建立非正规部门行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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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徒引入补充培训——学徒需要理论培训以掌握行业基本知• 

识，如测量、计算、阅读图纸等，还要扩大技术培训，如关于他

们的工坊里没有的设备。

评估和认证所学到的技能。• 

为培训后的支持做准备：营销技能、获得信贷的渠道、业务建议• 

等（约翰逊和亚当斯，2004：145–147）。

总之，非正规部门培训很容易浪费资源。因此，将这种培训安排在成功

机会最大的地方是至关重要的。以下几点会有帮助：

严格评估现有计划，是以合理的成本支持这种培训的首要要求。• 

表9：传统学徒培训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 劣势

自律：在没有政府支持、管理和控制

的情况下运转

缺乏监管，可能会出现对廉价劳动力

的剥削。

在许多亚洲国家里，尤其是南亚，是

技能开发的重要来源。

性别偏见——在以男性为主的职业中

更加普遍；很少会培训妇女和女孩。

男孩从小就可以接受这种培训。 没有系统的培训计划，没有明确的内

容和教材——可能会导致获取的技能

盲目和不完整。

经费自给：国家或社区不支付成本，

经费由学徒及其家庭承担。

通常是静态的内容，没有动态引入新

的产品设计；传统技术的延续；可能

更适合传统技能。 

不需要专门的培训中心和单独的工具

或设备。

质量波动很大——结果取决于工坊所

有者的能力和兴趣。

通常具备成本效益。 缺乏标准和能力评估程序。

内容很实用——基于实际工作，很好

地适应了现实条件。

学员无须具备公共职业培训所需要的

正规职业资格就可接受培训；往往只

针对农村人口和城市贫困人口。

对技术技能、商务技能、客户服务和

工作态度的培训常常结合在一起。

常常欠缺培训后的支持，如信贷、市场

准入、职业的稳定性和业务咨询等。

能够建立非正规部门业务网。 缺乏公认的认证，这限制了技能的可

传递性。

常常在同一工坊内就业。 如果要求预先付费，贫困家庭就被排

除在外了。

资料来源：约翰逊和亚当斯，2004：133–134；以及DFID， 20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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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非正规部门培训的最有效战略是以生产性部门的附加值最大• 

化为目标，尤其是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不是商业和贸易。

培训那些已经就业的人似乎比对青年失业者进行岗前培训成功的• 

机会更大。

在传统的学徒培训中，向特定的手工艺者提供业务和教育技能，• 

可能是一种比直接培训学徒更好的方法。

最后，通过非正规部门协会来开展工作，可能是对团队成员提供• 

培训服务的有效途径。 

培训税

企业往往不愿意为提升其工人的技能而进行投资，因为害怕被挖墙

角，“搭便车”问题是指不提供培训的公司（节省了培训成本）能够向

在其他公司获得技能提升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当员工离开时，“培

训公司”就损失了对他们的投资。

征收培训税是为培训融资和解决搭便车等市场失灵问题的常见手段。图6

描述了通过税收筹集培训资金的几种形式。 

企业融资

直接用于工人培训 用于培训的专项税

以产出为基础征税，如
根据产量或合同征税

工资税

奖励计划
（转移机制）

创收计划

支出 免税 自愿 法定

成本补偿 征税-拨款 返还 税收抵免

图6：税收资助的类型

Source: Johanso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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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资课征培训税基本上有两种类型：按收入征税和奖励计划。奖励计

划又有三种类型：成本补偿、征税—拨款，以及免税或返还。11但是培

训税这些类型之间的差异不应被过分夸大。很少有单纯应用一种模式

的情况，而且它们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例如，培训税起初只

是简单地按收入征收，现在已经混合了税收—拨款或返还等诸多要素。

基金也有了多种用途（要了解更多征税方式，见盖斯科夫，1994；亚

行，1997；及齐德曼，2003）。

培训税扩大用于培训的税基的巨大潜力使它得到了广泛应用

（UNEVOC，1996）。最近的一项评估报告指出，了大约有60个国家征

收或征收过培训税（约翰逊，2009），大部分位于拉美、非洲和欧洲。

目前东亚征收培训税的国家包括斐济（斐济培训和生产力局）、马来西

亚（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和新加坡（技能开发基金）。南亚或中亚国家

都没有开征培训税。

培训税的征收并不限于较大的国家。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如斐济、马

绍尔群岛等，也有这种制度安排。但是，征税的成功取决于规模足够大

的正规部门和合理的行政能力。这种制度在拥有较大规模正规部门，也

就是说税基较大的国家里更为有效，在非正规经济部门比重较高的国家

里不太有效。因此，征收培训税的几乎都是满足前述两大基本条件的中

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它并不适合低收入国家（达尔等，2003；齐德

曼，2003）。

部门或特定行业培训基金是可以替代国家（集中）融资模式。部门培训

税限定在特定的经济部门，如工业或交通业。部门基金的国家系统具有

灵活性的优势，能更直接地关注部门培训需要。它们可能更受雇主的欢

迎，因为具有更明确的行业定位，较少官僚气息，以及更强烈的主人翁

感。但它们并不促进资金在各部门间的重新分配，或资助与部门无关的

技能。部门基金可能导致重复工作，无助于培养适用于各个行业的通用

核心技能。

专项工资税可以被视为“收益税”，即对那些从培训中获得利益的主体

（雇主和工人）课税。培训税能够为培训提供稳定和受保护的经费来

源，尤其是在公共预算不稳定的背景下。但是，在财政压力下，政府可

11 税收抵免是另一种奖励形式，但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并不普遍，本报告没有对其进行讨论。它们需要在成熟或

接近成熟的经济体中才能成功运转。这种形式在巴西和毛里求斯的尝试并不成功。智利是目前仍在使用税收抵

免的主要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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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将培训税收入并入一般税收收入，用于非培训用途。工资税可能会

形成受到过分保护的资金来源，形成资金使用僵化、效率低下和人浮于

事的官僚机构（表10）。

表10：培训税制度的优点和局限

优点 局限

专项工资税可以被视为是“收益税”，

即对那些从培训中获得利益的主体（雇

主和工人）课税。

专项税不太符合稳健财政原则，并削

弱了统一国家税收体系的努力。

培训税制度能够扩大培训的资金基础。 工资税增加了雇主的劳动力成本，可

能不利于就业。

培训资金增加，相应会增加培训的

供给。

雇主可能会以降低工资的形式将培训

税转嫁给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

而不是雇主承担了税负。

培训税能够为培训提供稳定和受保护

的经费来源，尤其是在公共预算不稳

定的背景下。

收入不稳定：在财政压力下，政府可

能会将培训税收入并入公共税收收

入，用于非培训用途。

征税—拨款制度能够鼓励企业加大

培训力度，增强培训能力，提高培

训质量。

机会不平等：许多企业，尤其是小企

业，没有从该计划中获益；这滋生了

不满和反对，损害了培训税作为“收

益税”的作用。

从正规部门雇主课征的培训税可以用

作交叉补贴的工具，如补贴较小的雇

主，尤其是非正规部门的企业。

效率低：工资税可能会形成受到过分保

护的资金来源，形成资金使用僵化、效

率低下和人浮于事的官僚机构。

通过税收筹集的基金也可以通过集中

使用资金来调整培训供给失衡，如用

于培训社会弱势群体、失业人群和/或
非正规部门的人们。这种再分配可以

被称为“交叉补贴”。

文牍主义可能会成为企业获取资金的

壁垒。

三方管理的基金能够促进社会伙伴间

的合作，并推动制定适当的培训政策。

资料来源：齐德曼，2003；约翰逊和亚当斯，2004，CEDEFOP，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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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列出了企业奖励计划的优点和局限。 

表11：各种EBT奖励计划的优点和局限

奖励计划种类 优点 局限

成本补偿 • 支持行业的培训活动。

• 在一些国家改善了公司的

培训，如制定培训政策、

明确企业培训计划的要

求，以及对培训的集中咨

询指导。

• 管理和维持费用高，侵蚀了

能够返还给雇主的资金。

• 偏好常规培训而不是新课

程。

• 烦琐的管理程序妨碍了许

多企业的申请。 
• 在某些情况下，审批程序

烦琐，延误了企业内部的

培训。 

征税—拨款 • 有利于将资源分配到重点

培训项目上 
• 支持行业层面的培训活

动。

• 根据环境的变化灵活地调

整培训重点 

• 行政成本高。

• 需要有效的管理技能和能

力。

• 许多纳税企业没有获得资

助。

征税—免税 • 资金分配在企业内部进

行；雇主可以自由地规

划、管理其基金，组织开

展培训。

• 节约成本——不要求集中管

理资金；国家行政成本低。

• 促进雇主、学校和机构之

间的联系；促进培训机构

通过竞争获取雇主支付的

培训费（法国学徒税），

鼓励发展私立培训市场。

• 在某些情况下强制分配的

支出无效。 
• 不能更大范围的部门（或

国家）培训重点和活动。

EBT = 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
资料来源：改编自亚行（1997）和齐德曼（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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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培训税的设计问题如下：

税率。• 应适用什么税率？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验表明，税率过高

可能会导致未分配资金被官僚政治所消耗。（因此，一个教训是

要定期调整税率，以确保既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培训，也不会形成

剩余。）

全面征税还是分部门征收。• 国家按照工资统一征收要比分部门征

收更可行，因为前者有更大的能力将资金分配给最需要培训的地

方。另一方面，将从部门筹集的资金留在部门内部，能够提高对

培训的主人翁意识。

行业覆盖面。• 征税的范围应该尽可能地覆盖各经济部门，包括公

共企业。

公司规模。• 规模很小的公司应予以免税，因为它们往往无法获取

其中的利益。小公司和微型企业通常也被排除在外。问题是多大

规模的企业可以申请使用培训税。

税收征集。• 选择有效的代理机构。必须高效率地征集资金，由此

产生的行政费用不能超过征税额。与其他税或社保缴款一起征收

培训税通常是可行的；由培训机构单独征收常常不可行。

培训税收入的安全性。• 避免挪作他用，包括收入国库。

雇主认可。• 在推出征税计划之前，与雇主就其需求和利益进行广

泛磋商并达成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应当同意征税，它们常常

将培训税视为一项额外税，可以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来获得弥补。

资金分配。• 雇主和工人将在资金分配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允许

雇主对资金分配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会大大有助于获得他们对于

培训税的支持。如何确保透明度？如果有的话，应当指定资金中

的多大份额用于“交叉补贴”，如对非正规部门的工人进行培

训，或用于未缴税的小企业？（齐德曼，2003；约翰逊和亚当

斯，2004：153–154）

培训基金

“培训基金”是指一笔静态或动态的专项资金，它不属于正规的政府预

算，目的是开发工作所需要的生产技能。培训基金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为

企业和个人提供所需要的技能，提高生产率、竞争力以及企业和个人的

收入。许多培训基金的资金来自企业缴纳的培训税，但它们也可能依赖

公共捐款和外部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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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国家培训基金：活动框架

收入
政府预算• 
培训税• 
外部融资• 
其他来源• 

培训基金

用途：支出

对培训机构的核心资助• 职前培训

企业• 直接补贴
退税

微型企业/非正规部门• 中介机构

特殊目标群体• 失业者，弱势群体

治理 政策

资料来源：齐德曼，2003年：图5.1

国家培训基金已逐渐成为资助培训的通用方式。在全世界的许多国家

里，培训基金是资助培训的主要工具，成为筹集资金和向培训机构分配

资金的制度框架。

各类培训基金的功能可能有所不同，但目标、范围和运作方法都是相同

的。图7展示了培训基金的总体框架，描述了资金的来源和用途。

图7强调了融资来源的多样性——包括公共、私人和外部资源——以及受

益人的多样性。资金主要的最终用途类型有时被称为“资金窗口”。一

项基金可能无法涵盖所有目标。每种类型都有不同的目标客户，针对不

同培训需求和政策目标。 

用于培训机构内进行职前培训的核心资金是最基本也是最传统的• 

用途。这主要涉及正规部门的职业和职位。

第二种用途是对企业员工的培训，有学徒、在岗培训或工作场• 

所以外的培训等方式。通过培训税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这

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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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培训基金可以为微型企业和非正规部门的从业人员提供服• 

务，以提高他们的技能和生产率。由于这些人员的数量较少，通

常通过中介机构与他们联系，如非正规部门行业组织。符合微

型企业和非正规部门需要的培训在传统的培训计划中通常都被

忽视了。 

第四，培训基金可能会开启一个资金窗口，为失业或弱势群体提• 

供培训。这种培训在传统上一直被视为是政府的责任，但这种培

训的竞争性合同已成为为其提供资助的更好的选择。 

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必须建立独立于政府的培训基金。与

通过公共部门资助培训相比，培训基金拥有一些优势。它们能

帮助从企业和其他渠道筹集资金；• 

直接与雇主打交道，促进利益相关方和社会伙伴的合作；• 

通过雇主的积极参与，将培训供给与市场需求更好地联系起来；• 

对培训机构的认证和保持对绩效的要求，提高培训质量；• 

对培训合同进行招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关注被忽视的群体，如小企业和非正规企业、失业者和妇女等。• 

一般来说，国家培训基金用于统一培训资金的各种来源，增加培训资金

数量，并根据国家政策和发展重点分配资金。培训基金可能只有单一目

标，但大部分都具有多重目标。可能包括以下目标：

统一和协调各种收入来源，即汇集不同来源的收入。• 

调动资源，增加用于培训的资金。• 

建立职前培训体系和培训能力。• 

通过鼓励企业增加培训工人的投资，增加以雇主为基础的培训• 

数量。

为弱势群体提供获得培训服务的平等机会。• 

提高培训的相关性，例如按照雇主的偏好和市场需求分配资金。• 

提高培训质量，例如对培训机构进行认证，明确绩效标准。• 

高效使用培训资金，比如降低培训的单位成本。• 

开发竞争性的培训市场。• 

促进雇主的参与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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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目标可以划分出三类主要的培训基金：职前培训基金、支持工人在

岗培训的企业培训基金和以弱势群体为目标的平等基金（表12）。 

表12：培训基金类型

类型 激励措施 资金来源

职前培训基金 资助扩大和提供基本的
职前培训。

工资税——根据收入征收。

企业培训基金 鼓励企业内部的员工在
岗培训。

工资税——奖励计划。

平等培训基金 增加企业计划未涵盖的弱
势群体获取技能的机会。

公共补贴、培训税或外
部融资。

资料来源：约翰逊，2009。

职前培训基金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增加市场上受过系统训练的劳动力的数

量，缩小熟练工的供给缺口。通常是为雇主提供符合其需要的充足培训

项目，并建立起所需的培训能力。资金来源是对正规部门中员工人数达

到最低标准（通常是5–20人）的企业强制征收的工资税。缴纳培训税

的企业并不直接获益，因为其员工通常都不用参加职前培训。但是，企

业能够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到更好的熟练工人，由此间接获益。基金的

运作方式是以培训税收入资助由培训代理机构拥有和经营的职前培训机

构。斐济是职前培训基金的一个范例。只要由雇主管理，职前培训基金

就能够提高培训与经济需求的相关性，但是必须注意避免利益冲突和挤

出其他培训机构。

企业培训基金或企业奖励计划通过提高工人的技能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和竞争力，目标是增加企业内的培训数量。资金来源于企业培训税，通

常根据工资征收。运作方式根据项目类型有所变化，包括成本补偿、征

税—拨款或免税（培训或付费）。新加坡的技能开发基金是一个征税—

拨款体系。马来西亚的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同时采用成本补偿体系和免

税。受益人通常是比较大型的企业，以及这些企业中职位较高的员工。

小企业获益通常较低。企业奖励基金是实际上最为常见的征税计划形

式。征税计划普遍缺乏严格的评估，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方式确实增加

了企业内部的培训数量。尤其是征税—拨款体系能够根据国家的发展重

点来分配资金。但是，企业奖励计划要求具备较高的管理能力，文牍主

义会打击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以平等为导向的培训基金旨在通过提供获取生产技能的机会，提高弱势

群体的收入。它们力求帮助企业培训计划所没有覆盖的人群，即那些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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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在正规部门之外、没有机会接受在职培训提升技能的人。这类基金的

目标是培训特定目标受益人，如失业者、妇女、年轻人、非正规部门从

业者等。它们通常还有鼓励竞争、促进培训市场发展，以及降低单位培

训成本等附属目标。以平等为导向的培训基金可以来源于政府或培训税

收入，但有许多这类基金依靠国际捐赠。柬埔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亚

洲地区由亚行资助的平等培训基金的范例。这类基金的服务对象集中于

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的弱势群体。运作的方法是通过预定的资

金窗口支付，或在培训机构提出申请后支付。以平等为导向的基金已经

成功帮助了弱势群体，特别是处于非正规部门的群体。一些评估发现培

训对受益人的收入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这种评估的范围还很有限。以平等为

导向的培训基金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完成外部融资后的可持续性。

各种基金共有的主要问题是利益相关方参与管理的程度、资金分配透明

度的标准、自主管理权和能力、充分利用竞争、如何支持小企业，以及

对结果和影响的评估等。与依赖培训税资助的培训基金相关的问题包括

它们是否适应国情、雇主是否认可、如何避免利益冲突、交叉补贴的程

度、全球与部门覆盖范围、定期调整税率的必要性、有效的筹资手段和

税收收入的安全性等。与平等基金相关的问题包括目标选择、分配窗

口、私立机构的资质、质量保证、会计和审计、补充投入和财务可持续

性等。

表13：培训基金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 劣势和/或风险

能够刺激基层组织（培训机构、企业）
更新培训计划的兴趣和鼓励创新。 

竞争会导致资金分散使用，使受助
人获得的资助达不到保证效率的最
低额度。

能够惠及广大的培训机构。 资金会被某些利益集团截留。

能够资助大量培训项目和多种培训方
式（长期，短期，以机构或企业为基
础）；指南可以随着培训重点的变化
而变化。 

受益人可能将资金用于非培训目标

统一各种培训资金来源的机制。 如果依赖外部机构资助，可持续性存
在问题。

能根据国家政策和发展重点有效分配
资金。

如果奖励基金也是潜在的受助人，那
就会出现利益冲突。

基金可以在政府和培训机构之间起到
缓冲的作用；管理者对劳动力市场的
需求和偏好的评估较少受到政治干扰。

可能没有充足的雇主参与管理。

以竞争方式分配资金，能够提高体系
的绩效。

理事会通常规模过大，权力分散，从
而使得效率下降，难以作出决策。

资料来源：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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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类型的培训基金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运转得最好（表13）？还需要进

行更多的评估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职前培训基金（依赖培训税）应当被

视为建立国家培训机构的基本方式，之后通过更具成本效益的体系（如

雇主培训奖励）得以完善。所有三种企业培训基金都要求具备相应管理

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设置壁垒。特别是成本补偿计划会加重培

训基金的管理负担。征税—拨款机制拥有能直接支持国家发展重点的优

势。免税可能会有“水平效应”劣势，就是说本来会对教育投资更多的

公司有将投资降低到法律要求的水平的倾向。如果能够保证财务可持续

性，平等教育基金可能最适合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弱势群体

（约翰逊，2009）。

需要认真设计培训基金以解决下列问题：

目标选择：如何接触预期的受益人？作为资助目标的弱势群体通• 

常分散在农村地区，不参与有组织的生产。尤其是非正规部门的

雇主常常认识不到培训对于提高利润的价值。宣传活动是改变这

种观点的一种方法。

治理：谁监督基金理事会？如何监督？理事会成员中有多大的比• 

例是代表雇主的？

谁来决定资金分配？根据什么标准？雇主发挥什么作用？他们的• 

参与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明智的做法是让雇主在资金分配方

面拥有强大的甚至是占大多数的发言权，以确保培训的相关性。

资金是按预先确定的资金“窗口”比例来分配，还是保持开放以• 

回应申请？

私立培训机构（营利和非营利）有资格获取资金吗？如果可以，• 

条件是什么？

在提供培训的过程中如何保证质量？• 

如何根据具体的子科目来核算和审计资金的使用？• 

有必要对基金资助的子项目结果进行评估，但这点常常被忽略。• 

如何评估多个子项目的结果？ 

可持续性：基金的资金如何得到补充？• 

培训基金取得成功的关键是：

资金安全——确保充足、可持续且稳定的培训资金；• 

自主权与控制——确保管理委员会的自决策主权及其对预算的控• 

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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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所有权——保证重要利益相关方，尤其是雇主，充分• 

参与管理；这可能是项目成功最重要的条件；

只开展以培训为目的的活动和支出相应费用——避免任何不必要• 

的活动；

避免培训机构影响资金分配决策，也就是避免利益冲突；• 

决策透明度（齐德曼，2003：81；约翰森和亚当斯，200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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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关键教训及其应用

本章的各种教训和最佳（最差）实践案例主要来源于以下项目：1999年

亚行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的评估12，2004年亚行对6个项目的评

估13，亚行2008年关于教育部门的战略研究（亚行，2008a），以及对

2005年至今批准的6个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进行的评估14。

培训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与就业联系起来

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建立起与劳动力市场和行业的联系：

激励雇主参与培训项目的指导、建议和评估；• 

激励培训机构的管理者关注培训所涉及的行业。• 

雇主顾问委员会经常失败，尤其是在机构层面，因为

商务人员没有时间或动机参与；• 

雇主协会的代表可能是官员，脱离了企业的发展。• 

关键是要分析雇主和培训机构管理者参与委员会的激励措施和机会。

雇主有决策权吗？考虑到占用时间产生的机会成本，让他们参与是否

可行？ 

以下有几个实例（贷款号和名称见脚注12–14）：

越南——每所项目学校都设立了咨询委员会；• 

不丹——建立了行业联络小组；• 

马尔代夫——建立了部门就业委员会；• 

吉尔吉斯共和国——为初级职业学校建立了咨询委员会；• 

12 贷款号599-NEP（SF）：科学教育项目；贷款号699-BAN（SF）：科学中等教育部门项目；贷款号759-PAK 

(SF)：中等学校科学教育部门项目。
13 贷款号1707-SRI：技能开发（1999）；贷款号1791-RMI：技能培训与职业教育；贷款号2028-MLD：就业技

能培训；贷款号2111-NEP：就业技能项目；贷款号2135-PAK：技术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的重组；拨款号3632 

PNG：以就业为导向的技能开发。
14 贷款号1655-VIE：职业与技术教育；贷款号1830-BHU：基本技能开发；贷款号2197-SRI：技术教育开发 

(2005)；拨款号0074 KGZ：技术教育与技能培训项目；贷款号2416-INO：加强职业教育项目；贷款号2425-

BAN：技能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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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通过正式的伙伴关系协议，加强学校与产业之间的联• 

系；聘请当地业界评估人员评估学生以能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块的

完成情况；学校管理者接受了与私营部门联系紧密的商务管理实

践培训；

孟加拉国——计划建立三个部门工作委员会，再加上为非正规部• 

门设立技能开发合作伙伴论坛。

劳动力市场分析和毕业生就业去向调查对正确的指导

和反馈非常重要

但是，获取有关市场需求和反馈的信息并不是简单的事。劳动力市场信

息系统（Labor market Information Systems，LMIS）理论上很完美，但

难以付诸实践。原因包括目标不明确、跨部门共享信息非常困难、招聘

受过系统训练的分析人员很困难、预算不足等。仔细分析其运行问题和

约束条件之后，才能计划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的投资。但是，所有的

项目都应定期提交有关当地进行能力建设和学员就业去向的信息。

实例如下：

吉尔吉斯斯坦对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进行了很好的分析。为建• 

立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开展的项目包括不丹、柬埔寨、尼泊尔、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1999）和越南。

几乎没有项目明确提出要追踪研究毕业生去想或进行追踪研究的• 

能力建设。孟加拉国、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和尼泊尔是例外。

非正规部门培训取得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培训之前和之

后的活动

非正规部门的培训要取得成功，需要几个基本条件，其中只有一个涉及

培训本身： 

是否存在可以发挥中介作用的手工艺者协会？• 

是否足够重视培训前的市场分析，也就是确定可能开展生产性个• 

体经营和创收的职业？

在培训技术技能时是否提供了创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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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对培训结果和影响进行了系统评估以确定市场饱和度，以便• 

指导未来的培训？

培训后是否提供了适当的支持，如融资渠道、营销服务以及继续获得• 

商务建议（例如印度的农村综合开发项目[亚行，2004a：79]）；而且培

训后的支持是否由拥有商业经验和技能的人而非公务员和教师设计

和管理？

实例如下： 

马绍尔群岛——项目包含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和对生活技能项• 

目的追踪研究；还为毕业生提供基本工具和材料，以及推销一些

妇女培训项目的产品；

巴布亚新几内亚——编制竞争性建议中包括培训需求分析；培训• 

后的支持是培训方案和合同的组成部分；

尼泊尔——由非政府组织对基于社区的培训进行了评估；• 

吉尔吉斯共和国——要求初级职业教育提供创业技能培训；• 

印尼——加强创业教育，建立了企业孵化器。• 

私立培训机构应当获得支持，为此要首先分析分析对

这类机构的管理制度和其他约束条件

“私立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似乎更有效率。为了满足额外的社会

需求，政府只需鼓励私营部门机构提高其在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方面

的份额，这样综合成本会更低”（亚行，1999：23）。私立培训机构能

够节省用于技能培训的公共资金，而在传授技能方面通常效率更高。但

是，私立培训机构的质量差异通常比公共机构要大，在质量保证方面存

在挑战。亚行应开展背景研究，分析建立和扩大符合质量标准的私立培

训机构的管理制度和其他约束措施。实例如下：

斯里兰卡（1999）——尝试由私人管理农村职业培训中心；• 

马尔代夫——对关于私立培训机构的约束条件进行了深入分析；• 

该项目资助的私立培训机构具备开展培训的能力（课程、管理、

教师）；

尼泊尔——私立培训机构可以通过竞争获得培训合同；• 

巴布亚新几内亚——对非政府培训：非政府组织和营利性培训机• 

构提供的培训进行了典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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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基本不关注私立培训机构的作用；• 

印尼——为附属于模范学校的“联盟学校”提供支持，这些学校• 

中有一半都是私立的；但很少分析私立培训机构的明显约束；

斯里兰卡（2005）——开展了对私立培训机构监管环境的评估，• 

并推荐了一些经验；

吉尔吉斯共和国——“制定激励私立培训机构的战略”的提法含• 

义模糊。

在工业化国家，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在提高劳动力技

能方面的作用已变得非常重要

不论是正规还是非正规经济体，大部分培训都是在职进行的。但由于

很分散，这些培训很难进行量化分析。在发达国家（日本、韩国、新

加坡），目标明确的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提高了劳动力技能。我们注

意到： 

亚行项目很少以增加或完善以企业为基础的培训为目标；斯里兰• 

卡（1999年）是个例外：它为提升对产业工人的培训认真开展了

工作，并提出了进行业内技术培训的公司计划；印尼也鼓励对工

人进行在岗培训；

截至目前，亚行还没有支持过引入或扩大培训税的项目。• 

组织和管理改革有助于提高系统绩效

可以在三个领域中进行组织和管理改革：

一些国家的实践证明，设立负责培训的统一机构，能有效地引导利益相

关方（尤其是雇主）参与指导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和提高系统绩效。

但亚行几乎没有在这方面提供过支持。相反，亚行项目到目前为止都是

支持提升政府机构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亚行向马绍尔群岛完善其

国家培训委员会提供的支持是个例外。（在尼泊尔，亚行为国家技术与

职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提供了支持，但该委员会并不负责制定相关政策

和方针。）

权力下放和分权可以提高责任心、充分调动资源，并将培训与当地劳动

力市场联系起来。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设计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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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1999）——在两个省的技术学院里试点财务独立核算• 

和自主管理；将权力下放给了10所技术院校；

巴基斯坦——逐步将权力下放，迈向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 

自治，但没有分析权力下放对法律、规制、省级政策、工作的重

新定义，以及新的会计制度提出的要求；

斯里兰卡（2005）——研究了哪些职责可以分散；建立全国培训• 

机构协会，并将技师培训的注册和认证权力下放给该协会；

印尼——亚行支持进一步实现财务分权（筹集到的资金直接进入• 

学校），并加强学校的财务管理。

领导能力会影响绩效。几乎所有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都会提供

某种形式的管理制度开发与培训服务。印尼和尼泊尔提供了成功案例，

这两个国家有大量的关于以需求为导向的校企合作的管理培训；吉尔吉

斯共和国也开发了资产管理系统和制订了年度校企规划。

标准和方法对效果至关重要

在对培训系统进行改革时，建立国家资格认证框架（NQF）能够促进劳

动力流动，提高对培训资源的使用效率。许多项目都提出要建立国家

职业资格认证系统，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

（1999和2005）以及印尼参照国际标准建立了相关体系。

以能力为基础的培训与以时间为基础的培训相比具有几项优势，包括更

好的学习成效和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必须对这种培训方式的要求进行分

析，包括发展、教师的培训、设备和宣传和/或提高认知程度。几乎所有

的亚行项目都支持发展以能力为基础的培训课程，但有时未对其可行性

进行充分分析。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最近的项目提供了成功案例。

人们常常低估建立国家资格认证框架和开展以能力为基础的培训的难

度。“还没有证据表明国家资格认证框架已经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

中开始运转⋯⋯一些已经建立的国家资格认证框架成本高效率低。如果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的制度能力不足，那么实施国家资格认证框

架就会很困难”（DFID， 2007：10；You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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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是提高系统绩效的有效手段

大部分发展中成员体都有能力根据发展战略使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将

资金分配给受益人的方式）。有四种转移支付机制可以用于技术与职业

技术教育和培训：培训基金、竞争、基于绩效的预算和定额融资。

培训基金向广泛领域内的不同重点事项分配资金，并通过提供如何提高

竞争力的建议来调动基层的兴趣。培训基金能够将培训资金灵活地用于

更重要的经济活动。必须对所有培训基金的经验加以分析。有些亚行项

目利用这种机制分配资金，包括孟加拉国的一个项目，该项目试点集中

使用资金支持开展培训；柬埔寨、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

和斯里兰卡（1999年）（人力资源捐助基金）的项目也提供了这方面的

案例。

通过竞争获得资金，特别是如果私立培训机构也获准参与竞争，会对培

训质量和成本都产生有益的影响。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斯里兰卡

（1999）的项目提供了这方面的案例。

基于绩效的预算意味着会奖励取得良好绩效的培训机构。以下亚行项目

提供了这方面的案例：

巴基斯坦——该项目既没有分析现有财务体系的问题，也没有分• 

析采用新体系的可行性；

斯里兰卡（1999）——建议以绩效为基础签订合同，并由私立机• 

构管理公共职业培训中心；

斯里兰卡（2005）——也包括采用以激励为基础的预算体系（建• 

议技术院校以产出为基础编制预算）。

定额融资15是另一种转移支付机制，可以提高效率和更好地利用资源。亚

行至今还没有包含这一设计的项目。

澳大利亚最近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基于绩效的拨款的成功案例。作为更大

范围改革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当局以提供资金为手段提高培训机构的绩

15 定额或公式化融资是指按照预设的标准将资金从供给方转移给需求方。定额可能是特定类型培训目前的生均成

本。公式可能包括提供给每名学生的各种津贴——食宿、装备、企业内部培训或员工调查等。用定额或公式结

果乘以注册的学生数量，就可以计算出总预算。这笔预算通常会一次性（而不是按明细）拨付给培训机构，这

使得该机构能够获得额外的灵活性，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来进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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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当局采用了“买方—卖方模式”，公共部门签署绩效合同，约定了

所需培训的指标和标准。培训结束后进行财务调节，如果培训机构的培

训数量或质量达不到要求，则要接受处罚（比如立即返还资金）。这一

改革明确了培训过程中各方的责任（亚行，2008a）。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仅次于

与就业相联系

这方面的成功案例有：

巴布亚新几内亚——项目进行了精心设计，通过动员来自政府和• 

非政府部门的额外资金，将每年的支出额限制在基金本金加投资

回报总额的10%，以保持培训基金的可持续性；

斯里兰卡（2005）——对财务可持续机制进行了研究，包括动员• 

产业伙伴的资源；

印尼——通过加强生产单位创收• 

然而，某些项目对可持续性的分析明显不足： 

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完成了一项关于融资的研究），尼泊尔（制订了• 

关于可持续融资的政策），巴基斯坦（只是一份贷款合同）；

孟加拉国——未分析保证项目措施可持续的条件• 

归根结底，改革和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激励措施和政

治意愿

变化和响应能力是激励机制的函数。关键问题是主导改革和项目的人（

在系统管理或者培训中心）的成本和收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按惯例

行动是安全的，推动变革的人会面临风险。因此，获得制订激励措施的

权力对于推行改革和投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改革的政治意愿可

能是决定改革和项目能否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投

资很少分析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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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投资的评估
标准

本附录介绍了评估技能开发投资的过程。

亚行员工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投资的项目筹备技援结果进行评估，

以及展开事实调查和评估时，可以参考以下几点。从本质上来说，评估

只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相关性：该做吗？该投资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有关吗？• 

可行性：能做吗？• 

效率性：能以合理的成本做吗？• 

这几个问题应该按顺序来考虑。如果建议的投资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目标不相关，那它是否具备可行性或效率性就不重要了。如果它没有可

行性，那也就无须考虑能否高效使用资金了。

只有回答了本附件中的6张表格所列的问题，才能得出对上述问题的结论。

相关性——投资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的关系

在图A1所示的框架中，相关性分析要回答的问题是：项目应该做吗？它

是发展重点吗？它可以帮助实现最重要的目标吗？项目的总目标和具体

目标必须与确定的战略和发展重点相关。只有那些能够带来最直接、最

有效的结果，满足国家人力资源发展需要的投资才能够得到支持。有关

相关性的具体标准包括对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的技术的分析，如何建立

与劳动力市场的密切关系。可以从经济（表A1）和社会（表A2）两个方

面来考虑相关性。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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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经济相关性清单

领域 标准 标记

供求平衡 • 是否分析了技能对增长计划的作用？ 
• 是否确定了制约技能需求的因素，如不合理的政

策、技能供求的低水平均衡？ 
• 是否确定了制约培训供给的因素，如对私立培训

机构的管制过度、负面社会看法、培训项目趋同

或辍学率高？

与劳动力市场

的联系

• 该投资是否建立了收集和传播关于技能供求关键

信息（尤其是学员最终出路调查）的程序？

• 关于雇主：

是否对雇主参与指导和评估培训采取了充分的 
激励措施？

投资项目是否能在雇主及培训体系和/或机构间 
建立起紧密联系？

是否有证据表明雇主已经并将继续参与项目运 
作和评估？

是否将雇主（即客户）的反馈作为项目设计的 
一部分？

• 该投资能否提高培训项目的灵活性，如开设短期

课程、使用合同制的教师等？

• 对于非正规领域的项目，是否已经在培训前进行了必

要的市场评估，能否在培训后提供必要的支持？

对技能生产的

影响

• 该投资是否会对关键技术生产带来最直接的影

响，或者过度延长了实施时间表？ 
• 投资能否长期培训持续生产所需技能的能力？

资料来源：研究组。 

图A1：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相关性评估分析框架

TVET =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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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社会相关性清单——获取与公平

领域 标准 标记

技能总体获取

情况

• 投资将在何种程度上提升的编制合理的“机会指

数”，即每年能够掌握技能的毕业生所占份额？

收入 • 投资将在何种程度上促使低收入群体掌握技能？

• 中等和/或高等教育及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收

费政策和学生补贴标准是否公平？

地域 • 投资将在何种程度上帮助农村或偏远地区的人们

掌握技能？

性别 • 投资将在何种程度上鼓励在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

训学生中实现性别平等，使性别比例接近平衡？

• 投资将在何种程度上将女学员从传统职业分流到

未来收入更高的职业？

目标群体 • 在何种程度上明确优先目标群体，如初次就业

者、希望提升技能的工人、非正规部门的弱势群

体、妇女、移民、农村居民? 
• 在何种程度上确定了目标群体的特殊要求和制约

因素，培训内容和供给将在何种程度上满足这些

需要？

• 投资将在何种程度上满足这些目标群体的技能需要？

资料来源：研究组。 

图A2：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可行性评估分析框架

TVET =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可行性——可能的产出与目标之间的关系

即使是最好的概念，如果不付诸实施，也是无用的。关于可行性的基本

问题是：项目能完成吗？它能够如预期一样实施吗？它能够得到预期产

出吗？项目已经提供了所有必需的投入吗？这些要素能形成一个整体

吗？项目必须表现出产生影响大和高质量的成果的能力，必须获得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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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以实现这些成果，即项目必须具备明确地规划和充分的资源，以

达成目标。

可行性判断可以细分为技术、财务和管理等方面。下文将具体讨论。

技术可行性 

这些总体设计和有效战略方式是否有助于实现目标？是否能够及时按所

需的数量和质量获得各种要素？它们与计划的投入有任何差异吗？表A.3

提供了大部分重要事项的清单。 

财务可行性 

财务可行性是指可利用的资金能否弥补成本。见表A4。

表A3：技术可行性清单

投入 标准 标记

总体设计 • 项目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清晰和可测的？

• 项目设计再多大程度上是明晰和完善的？

• 项目是否包含以培训、课程开发和成人学习的最佳

实践为基础，精心设计的系统的活动和子活动？

• 活动的范围、期限和效力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目

标，活动流程是否合乎逻辑？

• 是否有证据表明设计的活动能够实现目标，如通

过了试点测试和评估？

• 项目将在何种程度上采用新的资金分配方式，作

为提高绩效的手段和激励措施？

培训战略和

方法

• 基于总体战略和环境，项目培训战略是实现目标

的最佳路径吗？

• 项目将在何种程度上测试、开发和推广有效的培

训方法？

• 项目是否明确摆脱了目前已过时的培训做法和狭

隘方法？

• 如果建议提供以能力为基础的培训，那么人员、

培训和财务要求是否都已充分满足？

• 对于非正规部门项目，是否在培训后提供支持（如

信贷，商业建议）以确保技能得以运用？

下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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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标准 标记

教师、培训师

和职员

• 培训师、教师和其他员工是以合同（短期）方式

聘用的吗？这样可以随着市场技能需求的变化而

调整人员结构

• 项目员工是否具备适应培训需要的资质和学历？

如果不具备，那么是否对员工进行了充分的培训

和指导，以使其达到标准？

• 是否能够保证选定的教师具备实际开展培训的

能力，或者保证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并雇佣合适

的教师？ 

课程和项目

内容

• 是否有适合作为培训大纲基础的职业和培训标准？

如果没有，项目实施期间能编制到什么程度？

• 培训项目的内容是否及时更新，是否对其效果进

行过测试？

教材 • 是否存在与培训相关的教材？

• 如果不存在，将如何购买或开发？

合格学员 • 能否找到足够的拥有合适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

的合格学员？

• 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动机参加并完成培训？是否有

充足的对于培训需求？如果没有，是否有相应的

措施刺激需求？

实体设施和

 设备

• 是否有充足、稳定和及时更新的设施、场地、设

备和技术可以支持培训业务？

• 是否有适当的程序来保护这些设备？ 

可能的障碍 • 项目是否清楚地认识到了实现目标的潜在障碍是

什么，比如所培训的技能是否能在工作场所实际

应用？

• 是否提出了相应措施应对这些障碍和风险？

资料来源：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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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和政治可行性  

项目能否顺利执行，受到设计的复杂性和执行机构、流程及人员

的能力之间关系的影响。实施改革的能力和对培训的投资是非常

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项目常常受到政治意愿的影响。对这些因

素的认识不足，可能是在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投资所面临的最

大障碍（卡斯特罗，2009）。表A5列出了一些关键问题。 

表A5：组织、管理和政治可行性清单

类别 标准 标记

政治意愿 • 是否有充足的政治力量以确保政策和改革能够

落实？

战略 • 项目要在何种程度上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组

织进行战略调整？

• 项目需要国家培训管理机构的帮助，还是会强化

这类机构的能力?
• 项目是否在商定的保障框架下将权力下放给了培

训机构？

• 项目是否为管理层和员工提供了激励措施，以提

高他们的业绩？ 

表A4：财务可行性清单

类别 标准 标记

成本估算 • 对计划投资成本的估算是否全面和准确，是否考

虑了应对不可预见的事件和价格上涨所需要的应

急费用？ 
• 对日常运营费用的估算是否准确？

支出程序 • 财务制度是否规范，以保证账目的准确？

• 财务制度能否及时充足地保证日常开销，不会影

响项目进度？

融资 • 是否有充足的资金供给以保证实现项目目标？

• 政府能否负担其成本份额，资金是否能及时到账？

• 政府能否预支所有可报销费用？

• 调动非政府资金的计划是否可行？

可持续性 • 投资全部到位后，是否还有充足、可靠的资金来

源和投入？

• 是否有充足的资金以在中长期内继续维护实体厂

房和设备？

资料来源：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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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内部效率评估分析框架

TVET=

类别 标准 标记

功能 • 项目的功能和职责划分是否清晰？

• 执行机构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按预期实施项目并缺

的合格的成果？

结构 • 项目在何种程度上存在清晰的管理结构，并拥有

充分的决策权？

人员 • 对员工对项目实施的影响的分析是否令人满意？

• 是否为有效实施项目配憋了必要的技术和管理能

力以及专业人员？

• 是否有足够的项目管理经验？

• 能否获得必要的后勤服务（如文书、会计、计算

机）？ 
• 是否能以计划的薪酬聘请到合格的专家？

流程 • 各种流程要达到何种标准才会被认为合格，如签

订合同和采购流程？

• 项目执行是否明确必要的任务和序列？

• 是否根据经验制订出了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时间

表？

评估 • 是否明确目标并根据预设的标准进行量化？

• 是否制定一个令人满意的计划用来监督和评估产

出，并有相应措施以修正执行过程中的偏差？ 
• 项目评估计划是否确保了系统收集和分析资料，

以不断完善项目运作和扩大影响？

资料来源：研究组。 

表A5（续）

内部效率——投入产出比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投资的评估标准



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最佳实践64

效率标准涉及两个可相互替代的问题：

项目如何用最低（且合理）的成本得到预期产出？• 

或者，在成本固定的情况，项目将如何实现产出最大化？ • 

项目应当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实现预期产出。为此，项目设计方案应该合理

估计成本，并考虑了对效率的要求，如成本控制、与其他可以节约资源的

机构保持联系、扩大项目影响的方法，以及其他确保给定支出能够获得尽

可能大的回报的手段。对效率进行判断，应当考虑表A6中列出的问题。

最后，还应该进行风险分析。应当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投资计划进

行“先验”分析。在投资获批之前，应当对项目完成后未来5–7的情况进

行预测，并且应该考虑项目没有完全成功的情况。会是哪里出错了呢？

现在可以对内容、设计或流程进行哪些修改以避免那些失败呢？

表A6：内部效率性标准清单

投入 标准 标记

信息系统

支出 • 是否设置信息系统以反映培训的实际花费

账目 • 是否设计了会计制度和程序以监控项目支出？

最低成本方法

单位成本 • 师生比是否合理？

• 资本需求和日常单位成本（如生均成本）是否准

确合理，它们符合标准定额吗？

• 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规模经济？

利用率 • 是否对员工、实体设施和设备的利用率进行了规划？ 
• 它们合理吗？是否仍在定额标准以内？ 

协调 • 项目在何种程度上参考了此领域其他项目的经验？

• 项目会在何种程度上利用已有的培训结构和项目

（而不是试图重新开发）？

• 是否已建立了联盟和伙伴关系以避免产品重复？

日常开支 • 与提供培训实际发生的支出相比，日常支出（管

理和服务）所占是否合理？ 

产出最大化

乘数效应 • 项目设计能否在一定的支出水平上实现覆盖范围

最大化？

• 项目是否包含向对教师进行培训、远程教育和特

许经营等措施？

宣传和推广 • 项目设计是考虑了向范围更广泛的受众进行宣传

的结果？

资料来源：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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