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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越南二十一世紀最新教育的政策規劃與可能發展，尤其是探

討「2010 年至 2020 年越南教育發展戰略計畫」的趨向與問題，希望提供我國對於

越南最新教育改革趨向與潛在困難的瞭解。本研究目的有四：一、越南 2000 年至

2009 年的教育變革與問題；二、越南第二階段改革《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

案》背景、理念與目標；三、《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策略性措施；四、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越南 2009-2020 教育改革趨向、問題以及潛在的困難。本

研究方法與策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質性研究方式，訪談對象包括越南大學教授、越

南與我國教育官方人員等。本研究最後提出《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的

趨勢以及越南《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的潛在困難作為結語。 

關鍵字：國家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教育發展戰略計畫、教師教育、越南教育 

註：本研究受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研發處「特色領域研究」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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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four purposes of the study: First, to investigate the background of 

Vietnam education reform and 2000 to 2009,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ssues in Vietnam. 

Second, to analyze the background, philosophy and objectivesof the second stage reforms 

in Vietnam –‘2009 to 2020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 Third, to find out the 

draftstrategic initiatives of’2009-2020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 of Vietnam Fourth, 

according to the above findings,the writers provided the trends, issues and potential 

difficulties about 2009-2020 education reform in Vietnam. . Literature analysi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document collection and other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re used. Interviews with Vietnamese professors, students, Vietnamese educational 

officers, etc were done during the research. Finally, the writers provided the 

achievements , problems, and the trend draft of ‘Vietnam 2009 to 2020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 as a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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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R.O.C.. 

壹、緒論 

有鑑於越南籍配偶數量在台灣居東南亞外籍配偶之第一位（內政部統計處，

2012），越南整體情勢變化對我國國際產業佈局有巨大的影響（黃鬱瑩，2012；財

團法人台灣越南婚姻媒合交流協會，2006）。再因為台灣對於越南的教育改革資料

較為稀少（李岩勳，2009；李侑軒，1998 林宜欣，2007；胡士雄，2008；黃郁容，

2007；陽明心，2007；廖素偵，2006；戈白文，2003；王英斌，2008a、b；余富兆，

2002；宋文長，2006；侯松嶺，1998；陳立，2007）。因此本研究動機主要是希望

提供我國對於越南最新未來教育改革問題的瞭解，本研究目的主要分析：一、越南

2000 年至 2009 年的教育變革與問題；二、越南第二階段改革《2009~2020 年教育發

展計畫草案》背景、理念與目標；三、《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簡稱「2020

策略」）策略性措施；四、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越南 2001-2020 教育改革趨向、

問題以及潛在的困難。趨向與可能衍生的困難。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的質性研究，並與越南籍大學教授合作，進行一年資

料收集，並對越南大學以及台灣駐越南之教授與官員進行訪談。本研究範圍與限制

主要以越南教育與培訓部官方文獻、法令、公告與高等教育研究等為主，由於越南

沒有全國性的教育文獻與研究資料庫，因此資料獲得必須親臨各地向各教育單位與

高等教育學府特定人士索取（訪 P1 兼 O3/2010/9/2；訪 O1/2010/7/19；訪

O2//2010/7/24）。 

貳、越南 2000 年至 2009 年的教育變革與問題 

越南第一次教育改革和第二次教育改革分別於 1950 年和 1956 年只在北越進

行，兩次改革涉及教育體制的革新，遵循前蘇聯教育體制(Hereson, 2008)。整體而言，



4 

 4

越南統一後至 2000 年的教育發展歷程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 1975 年至 1985 年，進

行了所謂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第二階段為 1986 年至 1996 年，歷時十年，政府進行

由中央集權系統轉向「社會主義導向的市場機制」之改革。第三階段為 1996 年至

2000 年，重要里程牌為政府頒布《教育法》的事件。越南進入二十一世紀以來更高

度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由越南「教育與培訓部」(MOET)頒佈施行越南《2001~2010

年教育發展計畫》。 

隨著教育系統的成長，越南大眾越重視教育機會平等，希望提升了女生、家境

貧困子女、殘疾者與少數民族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Hereson, 2008)，少數民族與偏

遠地區的教育成果非常令人矚目（孫岩，2008）。目前越南整體教育其實仍面臨著

許多缺失與危機，例如：教育品質與效率的低落，尤其在職業教育及高等教育最為

明顯。高等教育改革緩慢，尚未滿足教育目標之所需。各年級的教學課程偏重理論

而缺乏實際的實習環節。教學方法基本上仍屬於以教師為中心的單向傳授方式，要

求學生死記硬背而未能發揮學習者的主動性(Unesco, 2011)。此外，因越南科學、科

技活動無法趕上社會經濟發展，加上全球化及以知識為基礎的經濟發展要件不足，

越南政府和民眾對於教育現狀都不甚滿意，因此教育領域需採取更有力的改革措施

(Hereson, 2008)。 

參、越南第二階段改革《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背景、理念與目標 

越南二十一世紀的主要教育發展策略包括兩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1年至2010

年1《2001~2010 年教育發展計畫》，從 2008 年開始進入第二階段，預計會進行到

2020 年( Nguyen, 2009)，《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就是《2001-2010 年教

                                                 
1雖然越南第一階段《2001~2010 年教育發展計畫》執行至 2007 年便因各種原因中止，但是直到 2010

年尚未有總結報告。然而同時間第二階段《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的部份子計畫，於 2008

年便已開始啟動（訪 O3/2010/9/2；Nguye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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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發展計畫》的後半段（訪 O3/2010/9/2），為新十年教育做出根本的轉變，至今第

二階段的草案已經過 14 次的修改( Tien Dung, 2009)。 

一、《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形成背景 

（一）國際背景 

教育為國家提供高品質的勞動力，並為民眾提供學習機會，發展終身教育成為

每個國家的任務。發展國際合作，吸收各國集團在越南的投資，提高受訓勞動的聘

用量，為教育提供發展機會。在新時代提升高等教育的重要性，高等院校進行全面

性的改革，以成為教育培訓、研究、生產、科技移轉以及知識出口的中心(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 

資訊的發展提供交流與融合的機會，國際融合一方面為各國提供發展機會，但

同時也帶來一些文化危機。國際科技的快速發展有可能使越南與各國的經濟知識差

距變得越來越大，特別是外來文化負面的影響會對民族文化特色造成妨害。部份國

家的低品質教育出口是越南教育可能要面臨的危機，特別是目前國內對跨國教育活

動的管理能力之不足以及對駐越南國外教育單位評鑑措施與策略之缺乏(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二）國內背景 

越南經濟仍處於低所得狀態，基礎設施與人類發展指數低於許多國家。勞動效

率低，生產業主要以落後技術與加工產品為主，導致成本昂貴但附加價值低落之情

形。經濟結構有所轉變但速度仍較緩慢：服務業與工業所占的GDP比例低，農業比

例有所降低但仍偏高。經濟社會的基礎設施未能滿足發展的需求。對外貿易缺乏國

際化主動融合的管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有問題所在且缺乏同步性以及國家

經濟社會管理的效率低落(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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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十年的經濟發展不僅要求培訓規模的擴大，同時要求勞動力高品質的標準

化。爲了擺脫低落所得國家的窘境，越南需將經濟體系重新結構化，推動高科技、

高價值的產品與服務之發展，此過程要求有數量足夠且品質優良的勞動力。雖然越

南人口有62.7%屬於勞動人口但其知識與職業技能的水準都低於鄰近國家，缺少各領

域的高品質勞動力，受過培訓的勞動力結構不合理。社會對勞動人口的量、質與合

理結構的發展需求為教育造成龐大壓力。越南國內的貧富差距以及各地區的發展差

距越來越明顯，這有可能造成民眾接受教育權利上的不公平(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二、《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的教育發展理念 

越南政府以及越南共產黨的指導觀點認為「教育事業發展要紮根在哲理系統的

基礎上」，具體說明如下(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一）在全球化合作又競爭的勞動環境下，教育要培訓出具有知識、道德、求是

本領、批判思維、創新、生活適應能力以及問題解決專業能力之人才。 

（二）發展屬民、由民、為民( của dân, do dân, vì dân)2的教育系統是國家首要政策。 

教育要更關注各社會階層的學習，為所有民眾提供學習機會，特別是少數民族子弟、

經濟貧困地區學生、身殘學生以及弱勢學生。 

（三）教育需滿足社會以及個人發展之需求，讓學生在學習中求樂並逐漸達到社

會學習的目標。 

（四）教育國際合作的推動需維護且發揮民族的文化特色，建設充滿人文又先進

的教育體系。 

（五）教育事業的發展需以加強教育系統的競爭力為教育發展的動力。 

                                                 
2「屬民、由民、為民」(của dân, do dân, vì dân)：指的是這個體制是屬於人民的、由人民作主、為人

民服務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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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在經費短缺的條件下，教育需達到品質保證之目標。 

三、《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的教育目標 

至 2020 年，越南教育期望達到以下的目標： 

（一）合理的擴展教育規模，以提供充足的勞動資源，符合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

發展需要，並為民眾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1.高等教育：提升大學生/萬民比例到2020年為450。擴展公立系統以外的高等教

育規模，目標為至2020年，屬於此類的大學生占全國大學生總量的40%。 

2.職業教育：爲了迅速提升受訓勞動力之數量，職業教育需有突破性的發展。

到2020年，受過培訓的勞動比例將占勞動力總量的60%。職業教育重新結構化使得

後期初中教育多元發展，目標是到2020年可以接受30%初中畢業生以及30%高中畢業

生就讀職業學校。 

3.普通教育：至2020年將有99%的學齡兒童進入小學與初中。特別注重少數民族

學生的就學比例。所有教育階段都實施融合教育活動，目標為至2020年有70%的殘

疾生可接受教育。全國100%省、市達成9年制適齡教育普及目標。80%越南青年可接

受高中教育或同等程度之教育。  

4.幼兒教育：為了讓幼兒進入小學前奠定好基礎，對五歲幼兒落實一年制的普

及教育，至2020年可接受教育的五歲幼兒數量可達99%。  

5.進修推廣教育：繼續發展進修推廣教育，為民眾提供終身教育。目標為至2020

年，15歲以上識字的人口將達98%，進行再度培訓以及短期培訓，滿足工作單位以

及勞動者對專業能力培養以及職業移轉之需求。 

（二）教育品質提高以及與國際接軌 

1.高等教育：大學畢業生具有時代性知識、職業實際操作、創新能力、獨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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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批判以及問題解決等能力。學生的適應能力強，可用英文進行學習與研究等活

動。80%畢業生的外語能力達到國際外語標準之第三級。到2020年至少5%大學畢業

生的水準相當於「東南亞國家聯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國家領先大學的優等畢業生程度。80%畢業生的工作能力被勞動使用者認為可以滿

足工作所需之條件。同時進行優秀學生的教育與培訓，為國家提供專業水準優良、

外語一流以及競爭能力足夠的勞動力(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2.職業教育：學生需有足夠的專業能力、職業心、勞動紀律意識以及新時代勞

動者的風格，外語使用能力，特別是英語能力需相當於區域發展國家學生的標準，

滿足人力出口之需求以及國家人力資源競爭力。至2020年，95%的畢業生被勞動使

用者認為能夠滿足工作所需求(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3.普通教育：普通教育品質有全面性的轉變以及學生為人處事能力的發展。學

生對學習有高度的責任感，有健康生活習慣、有本領、實事求是，以及獨立工作與

合作的能力，積極參與社會活動，好學且學得好，同時具有自學能力。越南學生外

語能力，尤其是英語使用能力需趕上鄰近國家學生。同時注重資優學生之培養。小

學教育需加強學生的閱讀與數學能力，至2020年，通過國家評量的合格生比例應為

90%。所有小學生需整天兩班在校學習，從小三開始進行英文新課程的教學。中學

教育程度中，學生需接受基礎學科、生活以及資訊知識之教育。有效地推動新課程

的外語教學，使學生外語能力相當於區域學生的水準(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4.幼兒教育：幼兒教養的品質有所轉變，協助幼兒體力、情商與智商的同步發展。

定向幼兒人格發展，為幼兒進入小學前做好準備。至2020年將有90%的五歲幼兒達

到規定的發展標準，幼兒教育單位的幼兒體力不足比例減至10%以下(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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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進修推廣教育：掃盲、小學普及、9年制教育普及成果之鞏固，進修推廣教育品

質的提升並為學生提供知識、實際技能來繼續從事更高的教育水準(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三）教育資源被充分吸收並有效地使用 

保證2009-2012年階段的教育經費占國家投資總經費的20%，2015年這比例則為

21%。優先普及教育、貧困地區的教育以及弱勢學生的投資(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除此以外，還需通過各種管道吸收經濟-社會組織、勞動使用單位、學生以及家

長的資源，財政投資則根據教育單位的需求以及運行效果。教育經費有效地使用、

管理，提高教育單位的自主性，對政府、學生、社會保證公開。從現在至2020年，

所有教育單位在經費使用方面都被審查且進行審查結果的公開(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肆、《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策略性措施 

越南前教育部長 Nguyen Thien Nhan 曾認為「教師」與「教育管理團隊」直接

影響教育事業。所以，國民教育系統的品質與發展主要由這兩種對象來決定(Viet bao, 

2006)。因此，《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將教育與培訓體系教師團隊的建

構以及教育管理為重點，並作為「突破性措施」，其餘則視為「其他措施」。2009-2020

年教育發展措施包含以下各項內容：1.突破性措施有二：一為改革教育管理，二為

建立教師及管理團隊；2.其他措施。 

一、突破性措施 

措施 1：教育管理的改革 

（1）進行統一教育的國家管理。職業教育管理歸於教育與培訓部，逐漸取消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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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對高等院校的管理。目前仍管理高等教育院校的各部及地方要和教育與培訓部配

合，建設高等院校管理機制(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2）制定完善的教育相關法規及政策。指導策略並規劃、執行教育發展計畫，調整

教育結構與規模來符合學生以及國家發展對人力的要求。展開教育品質評鑑與保證

系統，落實評鑑工作(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3）高等院校教育品質與資源投資的公開，對教育品質及成效執行社會監督工作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4）對地方以及教育單位進行分級管理，特別是對職業與高等院校教學單位而言。

提升各相關單位對培訓課程、經費的自主性與責任性，在高等教育單位成立校委會

來執行(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5）推動從中央到地方的教育行政改革，形成一個精簡、有效的系統。加強各級教

育管理（見文後附錄二）的資訊應用來提升運作效果(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6）建立財政機制的改革，保證人民的學習權利，吸收並有效地使用國家、社會資

源來提高教育品質並擴大教育規模(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措施 2：教師以及教育管理團隊的建構 

（1）爲了促進教師本身的向上精神，逐漸採用勞動契約來替代永久聘用制。2009

年開始在部份普通學校及高等院校執行，到2010年，所有新聘教師都屬於此類(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2）爲了2020年能有足夠的教師來實現全面性教育，控管教師/學生的合理比例。

爲了吸引優等學生就讀師範體系院校，祭出學費減免政策並提供獎助學金。全面改

革師範教育培訓體系，從培訓模式、內容到方式，藉以培訓出具有紮實知識與職業

技能的教師團隊。在技術類大學發展師範體系，所培訓的畢業生將成為職業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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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3）為教師舉辦多樣化的培訓課程。到 2020 年，80%幼兒教師及 100%小學老師學

歷為大專科程度以上；20%職業中專以及 35%職業高等學校老師有碩士程度以上學

歷，其中 15%是博士；100%大學院校教師有碩士程度以上，其中 30%是博士(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4）2008-2020階段高等院校教師培訓計劃根據三個方案來執行：國內培訓、國外

留學以及同時結合這兩種方式。發展趨勢為國內部份頂尖大學院校要擔任博士培訓

事業，此過程會邀請國際頂尖大學的教授提供協助。繼續建立、頒行、執行所有學

制（見文後附錄三）的教師職業標準。通過待遇機制對教師提供支援，自2009開始

試行由校長根據教師的工作成果來決定教師薪水的制度。吸收國外頂尖科學家、越

僑科學家在越南參加教學(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二、其他措施 

措施3：國民教育結構的調整以及教育系統的擴展：按照多元化、標準化原則進

行國民教育系統的建構，並確保明確的分類與貫穿性，保證學生的終身學習機會。

按照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重新規劃高等院校系統。擴展職業教育單位系統，目標是

到2020年可以接受30%初中生、30%高中畢業生就讀並當有機會時可以繼續升學。擴

大進修推廣部的發展，至2020年所有縣級都有教育推廣部，大部份鄉區需有社區教

育中心(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措施4：教育課程與資料之革新：最晚至2015年落實低年級綜合性，高年級分化

型教學。對於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國內院校與國際先進教育單位合作實現使用先

進課程進行教學。迅速向學分制度轉型。至2020年，100%職業教育課程按照此方向

來執行，而高等院校則為2010年(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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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5：教學法、教育評量以及教育單位評鑑之改革：落實三年週期的全國性學

生學習品質評量，目前的評量科目主要集中於數學以及語文兩門。自2012年起開始

參加國際性學生成績評量活動，從此促使國內普通教學品質與國際接軌。從2009年

起執行學生評鑒教師、教師評鑑學校管理團隊等活動(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措施6：教育社會化：健康、安全的校區之建設，法規化相關單位、家長以及個

人的責任與權益。重新建設學費機制，保證國家、學員以及各社會階層的合理分擔

(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措施7教育基礎設施投資的加強：按照國家標準完成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注

重教室、實驗室、教學設施以及幼兒玩具的安全性。重新規劃地皮使用，從此進行

學校的新建或校院範圍的擴大，優先使用地皮於集中性大學園區的建設。建設國家

型以及國際型高等院校的電子圖書館(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措施 8 教育與社會需求相結合：建設數所人力資源分析與預測中心，依此為職

業嚮導、課程建構以及職業培訓計劃提供科學性的參考數據。有效地為企業提供人

力資源。推動企業參與培訓課程的建構與落實，支持巨型企業成立大學教育單位。 

措施9：優先地區以及優先對象的協助：完善為山區學生、優先學生、弱勢學生

以及資優學生提供獎助學金的機制，推動農民融入勞動市場的職業培訓。對於考試

錄取名額則為少數民族學生提供一定的優先(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措施10：育單位與研究機構科技研究成果的提升：將一些大學轉為研究型單位。

至2020年大約有30所走向基本研究趨勢。提高研究活動與社會需求的關聯性。促進

研究院及大學與企業的合作。研究活動的所得占教育單位所得的重要比例，至2020

年這比例將為20%。將關鍵領域的研究視為投資的重點。至2020年，在重點大學系

統建設國家重點性實驗室的十所(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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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11：領先的教育單位之成立：所有省市都有優質學校，這是地方人才培

訓的搖籃。建設一些高品質職業教育單位，為國家經濟關鍵領域培訓國際標準的人

力，使用國家資金與「政府發展協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貸款來

建設一些國際等級的大學，目標至 2020 年至少有 5 所被列入東南亞國協( ASEAN)

地區 50 優質排行榜，有 1 所被列入世界前 200 排行榜，至 2015 年基本完成建設達

到國際標準的 4 所(Thu vien giao an dien tu, 2010)。 

伍、結語-越南 2001-2020 教育改革的趨勢問題與潛在困難 

經過第一階段《2001~2010 年教育發展計畫》的改革，越南教育要面對許多認

為是衰退、危機、要全面改革等意見，教育部也承認有不少缺失，因此於 2007 年提

前結束第一階段並擬作出評價，接而進入第二階段《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

案》的部分子計畫改革，希望避免更嚴重的缺失並進行前一階段不足之處之補救

（Nguyen, 2009）。 

一、第二階段《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的趨勢 

（一）以「培訓出全面性發展的越南人」以及「以學生為中心」為教育目標 

「2020 策略」的教育目標是「培訓出全面性發展的越南人」以及「以學生為中

心」，因此教育一方面要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一方面也要滿足學生自我發展的需

求並為學生帶來學習興趣，此教育策略提出了相對應的策略，如：營造友善的教學

環境、課程、教材以及教學方法之改革，為學生提供自我發展的機會，越南早已應

該從過去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轉換成以學生為中心之模式。這是越南教育改革的突

破性措施，此措施一方面對全面的整體教育系統帶來巨大的影響，一方面也能為其

他教育措施提供便利的條件( Nguyen, 2009)。 

（二）弱勢教育學生就學協助的提供以及教育機會均等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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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策略」也提供優先地區學生的補助措施，為偏遠地區以及家境貧困的學

生提供幫助，通過學雜費補助與貸款等協助學生，不讓學生處於因家境不良而失去

上學機會之情形(Tien Dung, 2009)。 

（三）教育管理的提升以及教師與教育管理人員團隊專業知識的培養 

「2020 策略」提出了 11 項措施， 其中被認為最具突破性的有兩個，分別為教

育管理的改革以及教師、管理幹部團隊的建構。首要任務為教育管理的改革，依此

確保整個系統的正向運作。對於教師團隊的能力、職業操守、教學動力不足等問題，

導致課程、教科書、教學設施再怎麼好也無法提高教育品質，因此必須有良好的教

師與管理團隊才能發揮其效果(Tien Dung, 2009)。 

（四）倡導教育單位的績效管理與品質管理，吸收國外師資與人才 

「2020 策略」提出了許多新點子，像以品質管理為重點，提高教育單位的自主

性以及責任性；培訓工作的全面改革，按照國際先進課程進行教師團隊的培訓；吸

收國內外科學研究者參與高等院校的授課等(Tien Dung, 2009)。 

（五）教育系統走向開放並與社會互動的加強，迅速提高學生的外語能力 

國民教育系統走向開放性、連貫性以及失調情況的克服；普通教育課程走向聚

焦性、分化性並加強與社會互動，迅速提高學生的外語能力；各學制以及培訓程度

的品質要通過國家型的評鑒、評量，而且結果需公開化(Tien Dung, 2009)。 

（六）教育培訓與社會需求相結合，教育培訓學制與教學環境的完善 

教育改革需執行培訓與社會需求相結合，通過此活動吸引廠商參與培訓課程的

建構與落實，建立人力資源預測分析中心，推動教育單位的成立以及培訓課程、培

訓機制、學制、教學環境的建構與完善(Tien Dung, 2009)。 

二、越南《2009~2020 年教育發展計畫草案》的問題與潛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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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還無法融入經濟發展事業並培養出高品質的勞動力 

從現在到 2020 年教育發展策略最緊急的目標為對越南成為工業化國家做出重

大的貢獻。這需要勞動力量的成長，此取決於高等教育的發展，故要特別注重發展

高等教育，越南現在的高等教育還無法融入經濟發展事業(Hong Hanh, 2009)。越南

助學基金會副主席 Pham Tat Dong 教授認為要特別注重大學教育(Thu Phuong, 

2008)。Pham Tat Dong 教授的看法為只有高等教育才能體現越南的競爭力，其中重

點需放在勞動力的培訓，現階段越南需要的是高品質的勞動力(Hong Hanh, 2008)。

然而，高等教育的 25%課程是政治宣傳性的必修課，越南學生非常缺乏因應就業或

留學的知識。越南的大學畢業生約 50%找不到本行工作，教育與市場需求嚴重地缺

乏連結性( Dai An, 2008)。這是因為越南現在處於產業待升級（以工業加工為主）的

時期，正需要中學技術人員，但大量學生就讀一般從中學升學高等教育，據統計，

越南 15 以上目前就讀各院校的比率分別為：初級職業生 1.7%、中級職業生 20.5%、

專科生 24.5%與大學生 53.3%(Tong cuc thong ke, 2011a、b)。此數據證明大部分學生

都選擇念大學為重要人生目標，就國內目前發狀況而言，業生與大學生比率明顯失

衡。再加上大學技術教育又偏重理論，理論與實習與實踐能力銜接不足，越南以及

國際投資者也認為，高品質的工人與管理人員是擴大生產規模的最大障礙(Dai An, 

2008)。在這個現況之下, 大學畢業生大約 50%找不到本行工作就更難滿足社會對勞

力的需求。 

（二）偏重普通教育，輕職業培訓與高等教育培訓且僅停留在培訓層次 

越南勞動總委會主席團委員 Duong Van Tinh 表示：「2020 策略」應該是提高教

育品質的策略而不是培訓的策略。裏面的內容偏於普通教育而職業培訓與高等教育

培訓注重性不大(Hong Han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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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乏人力需求評估以及配套機制與政策的完善措施  

另外，「2020 策略」裏面要以人口發展趨勢以及人力需求的預測為培訓策略的

基礎，策略提到質與量的解決問題但缺少了人力需求的評估，尚未說明目標的相關

問題，譬如：目標為 450 大學生/一萬人口，跟越南人口算起來大概會有 450,0000 個

大學生，同時需要多少教師、博士？就這比例而言，未來的 12 年是否來得及培訓

(Hong Hanh, 2008)？再者，執行策略的基礎為何？需要有關配套機制、政策的完善

措施(Hong Hanh, 2008)。 

（四）計畫內容缺乏重點與聚焦，目標與計畫缺乏結構性 

 越南歷史學會 Vu Van Ninh 教授認為，本計劃內涵太廣，從 5 歲幼兒教育到大

學教育。而策略本來應該需有重點性。此策略的各個目標、計劃混亂不清，要重新

結構化（Hong Hanh, 2008），「2020 策略」缺乏具體性，特別是對「執行方式與力

量」並無具體地闡釋(Doan Truc, 2009)。 

（五）計畫目標和數據缺乏實際性，非越南現今教育能力所能及 

Nguyen Mau Bang 教授認為，「2020 策略」所提出的數據太「浪漫」而缺乏實

際性( Thu Phuong, 2008)。Pham Dinh Thai 教授表示：「15 歲以上的 98%人口會認

字」是很不實際的目標。另外，「有四所大學達到國際標準」，這個目標太遙遠了，

現在連韓國、泰國也還沒達到這個目標(Hong Hanh, 2009)。對於小學教育提到至 2020 

年，90%學生參加國家性評量成績合格，針對這內容，教育研究院認為是「無法接

受的目標」( Doan Tran, 2009)。本草案裏面至少有三個「無法達成」的目標：(1)2020

年達到大學生/萬民比例為 450，這個比例等於目前的兩倍，因師資員額不足，所以

這根本是不可能的。(2)至 2010 年所有大學院校都落實學分制也是不可能的。(3)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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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年，越南有兩所大學被排在世界前 200 大的行列，這非越南目前教育能力所能

及( Doan Tran, 2009)。 

（六）計畫策略目標偏口號，執行上缺乏明確的歷程，缺乏優先目標 

Le NgocTra 教授認為，本策略的目標與措施混淆不清，所有目標都偏口號。策

略應該要包含主張、思想，而計劃要有明確的時間里程碑，並建議重新建構新的教

育策略( Doan Truc, 2009)，策略一定要正確且全面地分析目前教育的現況，而越南

目前最明顯的問題，本策略談的並不周到( Doan Truc, 2009)，目標執行上缺乏明確

的歷程，會導致效果不佳(Doan Truc, 2009)。「2020 策略」沒有突破性，一個策略

裏面需有主要目標，爲了達到已訂目標則需明確確定哪個是優先目標，而不是所有

目標都列為優先的對象(Hong Hanh, 2009)。 

（七）計畫措施尚未提及遠距教育與學習的實際措施 

前教育部次長 Nguyen Canh Toan 教授認為本計劃尚未注重遠距教育(Hong Hanh, 

2009)，缺乏對遠距教育相關軟硬體建設的實踐規劃。 

（八）計畫措施忽略普通教育與高等教育傳統教學僵化與學生品德教育問題 

Nguyen Cam 教授認為「改革計畫要集中改革普通教育與高等教育，減少填鴨式

的教學，給學生有時間浸泡知識」(Doan Truc, 2009)。越南科技聯合會 Nguyen Huu 

Tang 教授則認為教育與培訓部需要更踏實的評價，策略尚未提及學生品德問題等今

日越南教育重點問題，譬如：學生操行走下坡(Hong Hanh, 2008)，如：學生打老師、

學生在校門打架、吸毒、法律規則違反等負面情況(Nguyennga, 2008)、學生曠課、

不禮貌、以及參與社會違反行為活動等。 

（九）計畫編寫皆由官僚系統來制定，並缺乏教育改革委員會專責單位的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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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師範大學的 Bui Manh Hung 副教授認為「2020 策略」要有獨立的編寫

委員會，且由瞭解越南教育的知識份子來制定，而不是由教育部的行政、領導幹部

負責。他們位於行政系統，一定要按照官僚系統來編製。本策略要由具有獨立性的

知識分子來制定，這些人的視野寬闊並勇於提出自己的建議(Doan Truc, 2009)。 Huflit

大學副校長 Bui Khanh The 教授認為應該有兩種策略，一種是爲瞭解現況問題，一種

是長久的計劃。因此，有個教育改革委員會是必要的(Doan Truc, 2009 )，並需重視

改革教育管理團隊（Hong Hanh, 2008）。 

（十）計畫缺乏相關措施的財政需求對應與考量 

學者認為預計越南至 2020 年的教育投資占 21%，這樣平均為一個學生的投資才

增加 12 美金，無法做到那麼多的事情，建議目標應該要減少（Hong Hanh, 2008）。

教育與培訓部 Nguyen Thien Nhan 部長也強調會繼續修改草案，每個措施會附上執行

政策與財政需求的規劃(Hong Hanh, 2008)，跟一些機構配合，就策略的面向以及問

題提出更具深度的相關報告(Hong Hanh, 2008)。 

此外，越南政府過去對教育事務均採取中央集權的方式管理，經濟的開放改革

之後雖然促使了教育的開放改革，各大教育改革計畫中也都提倡自主的信念，但其

實在國家教育計畫、執行與評鑑各方面，政府是扮演主導的角色，教育與培訓部主

導且負責所有的計畫施行，地方及學校尚無充分的自主權。 

近來，越南教育財政經費來源雖有大幅增加，但是教育經費及資源在各省是否獲

得公平或適切的分配？長久以來課程與教材的編寫與選用，教材內容過於理論，上

課時數過長，但品質成效卻不如外國；選修課問題限制較多、教育計畫制定尚須努

力配合越南現今國情，這些多是今日越南教育改革所面臨的重要課題。 

從越南教育改革對我國的啟示是國家的教育計畫必須貼近教育現場與實務，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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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實際的市場評估與需求調查，並有具體的步驟與策略，而非空有口號與理想。

國家教育改革必須因應時代趨勢、社會的需求與產業的轉型，資金、設備與人才必

須同步到位。其次是教育制度制度的轉型與學校組織的變革，並不一定能帶來實質

教學與學習的轉變，並需考慮教育人員的專業成長的永續機制、相關配套措施與運

作機制、相關資源與資金的長期挹注。再其次是國家長期扮演強勢的主導，造成與

地方、學校機構認知理解與資源獲得的重大落差，也是改革上重大的阻礙。然而，

越南運用常短期教育計畫，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與國家進步的勇氣與企圖卻值得國

人學習，有系統的規劃與勾勒整體教育願景也是值得我國教育改革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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