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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與實習生權益連線 

05/03 記者會會後新聞稿 

台灣技職人才養成何去何從：建教制度失衡、大專實習亂象頻傳、 

青年學生學用落差嚴重、勿讓近 30萬學生工淪為奴工或黑工! 

 

從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轉型為建教與實習生權益連線 

    2012年促成《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立法的重要推手之一

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簡稱「建教盟」)，為擴大關注青年學生工勞動與受教權益，集結多位

知名教育與勞動工作者、團體，今(5/3)日正式改組為「建教與實習生權益連線」(簡稱「建

習連」)，並公開呼籲執政黨及各黨總統候選人，須保障青年勞動權益，並積極解決台灣技

職教育面臨的巨大技能落差問題。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葉大華秘書長表示，建教合作制度自 1969年開辦以來已

經走過五十年，過去曾經是台灣培育產業人才或後備軍的重要機制，但也因為後續把關不力

造成浮濫開辦將建教生當成賤價生，因此於十年前(2009)成立「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關注

洋華光電廠剝削建教生案件開始，集結十個跨青少年、勞工、教師、社工、家長團體所成立

的平台，並於 2013年與林淑芬等立委共同合作促成《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

權益保障法》立法，從制度面實質保障建教生的受教權及勞動權益。如今《高級中等學校

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立法已七年，權益雖有保障，但在建教生的實質技

能提升、見習輔導以及合作事業單位的開發上仍遭遇瓶頸，導致留廠率不高、見習職業類別

失衡。此外建教盟也看見，近年國內外大專校院實習人數自 106學年度已達 16萬人，大專

青年學生透過學校媒合而進入校外職場實作學習，如產學攜手合作、海內外實習的各項方案

也缺乏有效監督機制與類似建教生專法的規範，致使「實習」品質良莠不齊，諸多案例也突

顯出「假實習、真血汗」的亂象。為此教育部特別於 2018年研議訂定「專科以上學校校外

實習教育法(草案)」，但目前卻也只聞樓梯響。總之現行相關大專校院校外實習規範的法規

層級太低、監督把關機制不清，造成實習亂象頻傳。 

 

    此外自 2016年起，教育部配合僑委會大力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招募的國際產學合作僑生專

班，至 2019年預計招募 5.8萬名東南亞外籍學生，由於匆促上路欠缺周延把關，學校透過移

工人力仲介管道引進學生，導致接連出現東南亞外籍建教生或實習生被剝削的醜聞，更因為

缺乏機制使得國外學生來台成為廉價勞工。教育部門近年來因應少子化未來勞動力人才不足，

推出日益多元或變形的建教合作或產學合作制度，在大專院校階段有蔓延的趨勢。然而既有

方案或政策未見落實檢討，或相關規劃往往是為進用單位量身打造所需勞動力，淪為雇主的

替代人力，並未顧及技職學生的實質技能學習與多元發展需求，產生即使身為技職生學用落

差問題仍普遍的怪異現象。綜上所述，總計有將近 30萬名學生工的權益尚未全面獲得保障，

亦有淪為奴工及黑工之虞。因此，建教盟決定擴大議題關注層面改組為「建教與實習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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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 

 

  另根據 Oxford Economics Global Talent 2021 指出，台灣將在 2021年起成為世界最缺

乏人才的國家，而台灣就業環境不友善及青年的技能落差，促成近年就業人口外移。教育部

研究 2010-2014年度畢業生，追蹤至少工作兩年後的職場適應狀況，僅有 16.4%技職科大、

專科學校的畢業生認為所學與職場所需非常符合，但更多的青年有嚴重的技能落差困境。再

根據勞動部研究指出，50%的 15-29歲青年尋職困難，且 20-24歲青年失業率約 12%，代表每

8人中就有 1位失業。如今青年在教育體系中的技能所學是否能夠回應社會職場所需，成了

大課題，也間接造成就業狀況不穩定、薪資無法提高、產業效能無法提升等後續負面效應，

因此，重新檢視台灣教育架構，強化青年生涯發展，將是未來各政黨及行政部門必須回應的

最重要課題。要落實青年發展，應該要從最具體的議題進行回應，如何讓學校的各項實習制

度與企業雇主的合作，一方面要保障確實保障到相關學生學習與勞動的權益，另一方面也必

須重新思考學習與職場結合的意義。 

Part 1:建教專法上路七年制度面臨挑戰 

  台少盟表示，根據教育部【105學年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班概況報告】，建教生人數、

班級數因少子女化效應、高中職免學費、對弱勢學生教育補助、產學攜手合作的推動及考量未來

升學等影響，皆呈現申請班級與人數逐年下降的趨勢，由 100學年度近 3萬人，到 105學年

度 1萬 7千人，班級數也少了 180班。建教專法的制定正是因應當時學校與雇主因制度缺乏

把關、浮濫開設，聯手將學生當成廉價勞力，故透過專法保障建教生的受教權與勞動權益。

如今建教專法自 2012年上路以來，依據【106年度建教合作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調查報告】，

相關建教生權益事項依法已有八至九成獲得基本保障。但實際上建教合作制度的發展仍面臨

諸多挑戰，特別是在留才與技術縱深與學用落差的彌平等問題。 

 

建教合作行業結構失衡且兩大類合作行業違法比例高 

   台少盟根據教育部【106年建教合作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調查】，認為現行建教合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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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類別的結構有明顯失衡問題。從合作機構的行業類別與學生人數來看，餐飲業的業者佔

合作雇主家數的 44.8%，有 41%的學生投入；其次則是美容美體業的雇主家數為 26.4%，有 12.9%

的學生投入；另外金屬製品製造業雖然雇主家數只有12.4%，但是投入學生的人數則有20.8%。

綜上所述餐飲業與美容美體業兩大行業的雇主數佔全體建教合作雇主的 7成，並且吸納將近

55%的學生。這兩類行業因用人需求反而能符合建教專法規定而大量吸納建教生，但當學生受

到專法保障有超過一半以上進入相關產業，我們要問的是教育部如何針對這兩類行業的建教

合作品質進行把關與提升?到底國家投資在這兩大行業上，是否真達成育才留才(留廠率)的目

標。尤其依據該份報告，兩大合作行業卻是違反專法比例最高的行業(見下表)。較為嚴重的

違反情形，包含：未滿 16歲學生被要求在 6:00-20:00之外的時間工作、每天工作時間超過

12小時、要求加班、違反工作規則扣除津貼、未依法保勞保或團險、連續工作 4小時未休息

30分鐘等問題。 

 

 

    另外，建教合作行業高度集中於兩大類行業，是否是教育部缺乏定期檢討合作行業類別

造成的結果?而之所以無法定期檢討行業別，涉及學校端是否有能力開發與其他行業合作之配

套專業師資與軟硬體設備，並重新調整學分認定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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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生也拚升學、職涯難發展、一成五面臨雙失處境 

 

  從建教合作行業結構失衡與兩大類合作行業違法比例高，恐造成職業教育品質無法確保、

學生無法穩定發展職涯，甚至有學用落差的問題。依據教育部 105年教育統計資訊(見下表)，

建教生的升學率從 102年的 41.5%上升到到 105年的 46.5%；而就業率部分則是逐年下降，從

44.9%降到 40.8%。此外僅有 2成 9之應屆畢業生從事「住宿及餐飲業」，其次為「製造業」

占 18.8 %，顯示經過三年的輪調培訓後，真正穩定於相關行業持續發展的建教生比例不多，

留廠率未達三成。反而呈現出建教生也開始拚升學，職涯難發展且有一成五約 14%左右的建

教生卻落入未升學未就業雙失處境。 

 

 
 

     建教合作制度自 1969年開始試辦至今已經走過 50年，台少盟認為走過五十年的建教合

作制度，除了透過專法保障學生權益，更重要的是提升建教合作教育品質，從上述的狀況來

看透過該制度想達成育才留才的目的尚無法達成，這是因為廠商在訓練期間以及訓練結束後，

並未投入足夠的成本與誘因讓學生留下來工作。而當廠商預期學生留不住，就會在訓練期間

把學生當作廉價勞工壓榨，未能達成技術縱深的教育目標或是不願意參加建教合作，導致建

教合作呈現日漸萎縮或雞肋制度的狀態，這是整體國家技職教育體系迫切要面對的問題。教

育部應當重新省思建教制度，如何回歸到技職教育本質與產業發展人才培育的實際需求進行

改造，否則只會使建教合作的發展受限於既有行業別，產生高度集中甚至壟斷與培養替代勞

力而非優質人才的問題。 

 

     此外，台灣勞動者協會林凱衡理事表示，現行建教制度的評估多只在意媒合率等指標，

但是真正可以檢視建教制度的成效應該要檢視學生實習後的留廠率。這才能檢視學生對於該

行業的投入與學習，然而目前建教生畢業後留廠率過低，顯示雇主並未投入成本與誘因讓學

生留下。學生的流動也造成雇主在訓練期間將學生當作廉價勞工壓榨，或是不願意參加建教

合作。此外，目前學生集中的行業多為餐飲服務業，相關技術門檻較低，在職場上的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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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是否能夠培植學生職場穩定的競爭力也令人質疑。製造業反而是更缺人，也更需要訓練

投資人力確保未來不缺工的產業。政府必須在配套政策上，鼓勵廠商在建教生畢業後，留用

建教生並且為其加薪。因此建教合作需要更積極的「三高」配套措施，也就是 1.權益要「高

保障」2.建教生要「高留廠率」3. 政府應引導合作廠商對建教生要「高投資」。總之一方面

要保障建教生的學習與勞動權益，另一方面也必須重新思考學習與職場結合的意義。不要白

白浪費了學生三年的青春，如此才能創造出勞資雙贏的局面。 

 

    而全國教師總工會也表示，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立法已超過六年，應不斷檢討以求改善，

全教總將推動修法，包括第 22 條的生活津貼免稅，減少建教生家庭的負擔，還有第 24 條，

工時和休假應比照勞基法修正後的規定，每周訓練時間不得超過40小時、每周應有兩天休息，

維護學生身心的健康發展。 

 

Part 2:新南向僑生專班倉促上路配套不足  剝削東南亞建教生與產學合作生 

     桃園群眾協會汪英達表示，為了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教育部於 2016年底推動新南向

產學國際合作專班，產學專班及建教合作專班至今年 2月止已有 8千名左右的亞洲外籍生，

這些學生來台後可以一邊工作一邊上課，但此政策推動後弊病叢生，更在去年下半年連續爆

發幾件離譜案例，包括康寧大學的斯里蘭卡生淪屠宰工、育達科技大學的菲律賓生變成黑工；

東南科技大學的產學國際專班，甚至宣導「學工比外勞好用」，亂象橫生。顯現教育部當時配

合僑委會推動此政策之倉促與粗糙蠻幹。教育部當時制定此政策時，看似各方討好，討好學

校因為少子化經營艱困之問題，討好廠商因為缺工人力不足之問題，但最重要的是討好蔡總

統宣示新南向政策藉此做出實際的成果，然教育部完全沒有想清楚其中需要的配套措施便匆

促上路。學校、仲介與工廠三方形成共犯結構，讓學生在工廠進行與教育毫無相關的工作，

甚至在校時間遠遠比不上工作的時間。目前學校只能憑藉當地國家的仲介招募學生無力執行

與監督，而政府又疏於查核，導致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成為國際移工的仲介網絡，讓學生成為

仲介、學校與政府三方的受害者。 

      

    汪英達指出，該政策離譜之處在於東南亞學生招募實際要如何執行?學校有此能力嗎?光

是學生及老師上課溝通時語言能力就是一大挑戰。此外東南亞很多地方並非如台灣如此訊息

通達方便，若不透過與仲介勾結的當地牛頭(頭人)，要招募學生根本困難重重。然因教育部

推動此政策不但帶有原先產學合作的所有缺點，又加上述困難或其他原因需透過移工人力仲

介管道引進學生，於是原先藏汙納垢的產學合作加上早就惡名昭彰的國際移工仲介網絡，終

於釀成這次新南向產學國際合作專班政策接連不斷傳出的醜聞，致使這些外籍學生成為人力

仲介蟑螂與學校以及勾結之資方的三重壓迫的奴隸勞動。如要解決上述問題，教育部應該要

能夠接地氣，由下而上建立監督管道，並支持下列策略：1、結合第三方公正團體參與監督 2、

推動並鼓勵這些亞洲學生成立自治學生團體並於上述 1之監督賦予一定之參與地位 3、對於

不法之學校、仲介、工廠嚴厲處罰並以人口販運之刑事責任追究 4、制定實習等相關專法並

納入外籍學生之權益規定。 

 

Part 3:大專院校校外實習亂象頻傳 應盡早訂定專法保障海內外實習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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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回應各界的要求，降低學用落差，教育部自 2009 年開始推動校外實習，鼓勵技專校

院等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每年平均投入一億多元補助經費。十年來在政策的鼓勵及引導下，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不斷增加，以 106 學年度為例
1
，人數高達 16 萬人，其中更有 2 萬人是全年

式的實習。依據教育部 106年度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建教生專案報告，指出校外實習領域以醫藥衛

生學門(35.92%)、民生學門(16.72%)、工程學門(13.9%)及商業及管理學門(13.3%)為最大宗，且

有 52.7%實習生未領有任何實習津貼或薪資。此外，104年度海外實習生人數計有 2,252人，實

習系別以「餐旅/休閒/服務類」、「文教類」及「醫護類」最多。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佳和表示，技職體系中的實習生，儘管符合〈勞動契約

書〉中對於勞工的描述，但實習屬必修課程，旨在培養實習生專業技能，所以被排除在

「勞工身份」之外。此類實習生常見於餐飲、美容美髮、醫護等專業技職體系。因上述

實習生不具勞工身份，目前沒有特定勞動法規得以保障權益。然儘管有些實習生未被歸

類為勞工，不代表其不該受保障。他舉例，歐陸各國於 1970 年代便全面將實習護生與醫

生納入勞動法保護範疇中，在法學上稱為「準用」。 

 

     台灣勞工陣線楊書瑋主任指出實習生的定位模糊，造成對應的制度產生混亂。學生的機

構實習與一般的工讀是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學生實習應以學習為核心而不是一般工讀賺取

工資；其次，實習制度涉及學生、學校與機構雇主，這與一般勞雇關係迥異，因為機構雇主

掌握了學生的學習成績，對於學生有更高的掌控，學生也無法隨意換實習廠商。也因此近年

常看到雇主以成績威脅學生加班或其他違反權益的事件。如兩年前爆發台中某烘焙坊 2名餐

旅大學的實習生控訴超時工作，欲提早終止實習離開反被求償 59萬元，更遭實習機構威脅「我

會搞到你們被退學」；今年 2月也發生知名度假村以成績作為威脅，強逼多名大學實習生和

高職建教生無償加班，在忍無可忍之下集體從宿舍逃下山，向台中市政府檢舉。因此，必須

要儘快有相關制度保障學生完整的受教與勞動等多面向權益。 

 

    台灣職業安全連線黃怡翎執行長指出，在大學自治的精神之下，各大專校系除了依教育

部要點規範辦理產學合作、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等外，還有各種各樣系所自行規劃設計的學生

校外實習計畫，因為校系的差異過大，使得雖同樣稱為「實習生」，實習內容卻橫跨學習到近

乎全職工作整個光譜。模糊不清的定義，加上學校無力稽查的情形，未有制度化的監督機制，

實習生又難以擺脫學分的強制力之下，進入實習機構後，就只能仰賴業者的良心或者黑心，

不僅恐造成「假實習、真血汗」的現象外，學生的學習權益保障、在實習場所的職業安全措

施與訓練，或是於實習過程中發生自己或他人之意外的責任歸屬等問題，尚無明確的保障與

規範，致使「實習」的品質良莠不齊、學生權益保障不足，從職業安全的角度來看，現行制

度從學習到產業的實際操作也缺少相關職業安全教育與實作的機制。尤其 18-24 歲青少年的

職業災害率是高於其他年齡層的 2-3 倍，主要就是因為青少年社會經驗、工作經驗與訓練機

會皆是相對較少導致應變不及。因此，在權益保障的同時，職場環境的安全保護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環。因此她也呼籲教育部應盡速完成「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專法的

制定，以終結現行的實習亂象。 

                                                 
1 人數資料引自立委洪慈傭第九屆第六會期「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提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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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教育部已提出之「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台少盟則建議 1.應課

以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必要的責任：包括校外實習計畫應送主管機關備查，以確保實習計畫

與內容的主要目的為提升學生實務學習、增進就業能力、強化產學合作育才，並非提供替代

性勞動力，或與弱勢學生補助混淆。另應比照建教專法，教育與勞動主管機關，擬定定型化

校外實習合作契約，由學校、實習機構與學生三方共同簽訂，確保實習相關權利、義務與相

關事項。此外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學生除了校內以外有效的申訴機制及救濟管道。2.充實青

年就業輔導人力與制度：校外實習應納入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及發展的一環，就業服務系

統的建置及輔導人力更是急需政府投入資源。為確保學生從校園到職場的順利銜接，建議教

育部應納入就業輔導員等相關人力擔任實習學生和企業間的橋樑角色，並進行資源的開發、

整合與運用。3.校外實習的總目標是正視人才培育與青年就業議題：專法應要求教育及勞動

主管機關定期針對該法實施調查報告，並針對各校的實習計畫內容之合理性及可行性、實習

機構提供實習與就業條件之可期待性，以及企業投入人才培育之積極度進行研究。為正視人

才培育與青年就業議題，教育及勞動主管機關應邀集經濟部、產業界、學界代表、青少年與

勞工等民間團體以及青年代表，針對專法落實及提供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政策發展提出建

言，避免過度偏重業界觀點。 

 

    TWHY台灣打工度假青年協會理事長許韋婷特別指出，許多仲介直接在台灣學校尋覓勞

動力，學生在海外的工作時間常常超過實習與課程時間。此外，學生到了海外由於相關機制

建立未盡完善，所以學生常常是求助無援的狀態。而台灣大專院校把學生送到海外卻對當地

的勞動法令並不清楚，不僅在薪資上沒有掌握海外的工作條件使得學生領得錢低於當地國家

基本薪資條件。此外，學校也無法提供完整實習國家應有的勞動權益，以及遭到剝削時的救

濟管道。簽證也是學生海外實習常遭遇的問題，學校並未釐清簽證有關工作的相關規定與限

制，經常造成學生在當地淪為違法工作的黑工，影響學生未來出國的權益。因此許韋婷針對

海外實習生提出三點具體訴求:1.學校將學生送到海外實習前，應為學生辦理適當的簽證，

以避免學生淪為違法黑工，影響未來出國權益。2.出發前應確實讓學生了解於實習國家應有

的勞動權益，以及遭遇剝削時的救濟管道。3.目前實習如遭遇問題時，多交由各校所組成之

「校外委員會」處理，但成員多不具處理勞資爭議專業，未來應至少有一名具勞動專業的委

員協助。 

近三年令人擔憂建教與實習新聞事件 

1. 2016 大學生實習玩假的？ 實習單位在「家裡」吹冷氣也能過。 

2. 2017 法院判決實習醫學生連做 34小時猝死 被判「學習」不是過勞 

3. 2017 餐旅大學的實習生一天工作 14小時，遭雇主威脅「我會搞到你們被退學」 

4. 2017 高中職建教生驟減 師：技能有限、升學不易 

5. 2019 知名渡假村主管成績脅迫要求實習與建教生無償加班。 

6. 2019 科大打廣告稱外籍生愛加班、耐操又可作危險工作，新南向專班再爆學工爭議 

7. 2018-2019 連環爆出多間學校以國際產學專班等名義招募菲律賓、印尼、斯里蘭卡學生

來台讀書與實習，最後卻成為假實習真剝削的國際糾紛。 

8. 2019 建教生調查報告，雇主要求學生連做 11天不給休。建教合作職場類別依舊失衡，

學生職涯發展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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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會時間：2019年 5月 3日(五)上午 09:30 

✓ 記者會地點： 立法院中興大樓 103會議室 

✓ 出席單位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葉大華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汪英達 

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黃怡翎 台灣勞工陣線：楊書瑋 

台灣勞動者協會：林凱衡 台灣家長教育聯盟：黃聰智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王英倩 T-WHY台灣打工度假青年協會：許韋婷 

青平台基金會：劉璐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