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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教育是实施
有效发展战略的关
键因素，职业教育
与培训就是减轻贫
困、促进和平、保护
环境、提高所有人生
活质量及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万能钥匙。”«
                                                                     
《波恩宣言》2004 年，德国，波恩

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工程师， 

© ILO/Lor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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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TVET) 是指一

系列与工作世界有关的学习经验，包

含在多种不同环境下进行的正规、非

正规和非正式学习。TVET 的根本目

的是培养人们各种能力，增加他们过

上更好生活的机会。职业技术教育与

培训在帮助青年为未来工作做准备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青年提供了 

（自主）就业所需的技能。

技能开发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国

家政策议程和国际讨论中占据了前所

未有的重要地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国

民是一个国家富有竞争力、繁荣兴旺

和社会包容的关键所在。相反，如果

国民技能贫乏、技能失配和差距就可

能导致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政治上不

稳定以及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

率）居高不下等问题。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需要像它所服务

的经济和社会群体一样充满活力。

不管什么具体议题都需要全面加强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方面的国家能

力。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的

唯一任务是促进和支持各国实施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它必须是适当

的，并为所有公民创造终身学习及就

业和职业教育的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职业技术教
育与培训的准则性文书

1. 《修订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

议书》（2001 年）。UNESCO 在《修

订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书》

中指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是一

个涉及教育过程方面的综合术语，所

包括的除了普通教育，还有技术和相

关科学的学习，以及与经济和社会生

活各部门的职业有关的实际技能、态

度、理解力和知识。”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和职业教

育公约》（由教科文组织大会于1989
年通过）。本《公约》对《建议书》

做了补充，指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适用于教育机构或通过以教育机构

为一方，以工业、农业、商业或与职

业社会有关的其他行业为另一方联合

组织的合作计划所提供的各种形式和

各种级别的技术和职业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TVET) 的重要性

3

学会做事



UNESCO-UNEVOC 办公地点

设在德国波恩的“Langer 

Eugen”联合大厦，波恩

市新闻办公室/Michael 

Sondermann 供图

教科文组织 TVET 战略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扫盲、教师以及教

育部门范围内的政策与规划已被定义为 

UNESCO 的教育计划中的四个优先领域。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是全民教育的 (EFA) 的
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遵循全民教育第三目

标“适宜的学习技能和生活技能”。职业技

术教育与培训关注工作世界和技能培养，在

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的所有活动都

坚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战略。这项战略拟于 2009 年，制订了

在 2010-2015 年内支持会员国发展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

导下，UNESCO-UNEVOC 致力于在更广

泛的终身学习的框架下加强 TVET 和职

业技能开发。基于战略确定的三个核心领

域，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的行动重点

是：

提供上游政策咨询并开展能力建设；

从概念上阐明技能培养并改进监督工作；

发挥信息交流中心的作用，为全球有关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讨论提供信息资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

培训中心 (UNESCO-UNEVOC) 于 2000 
年在德国波恩成立，并于 2002 年正式

宣布成立。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心致力于帮助 UNESCO 的成员国加强

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

UNESCO-UNEVOC 着重致力于 UNESCO 
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领域的最终目

标，即全球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发

展。中心协助成员国发展和实施有关职

业教育和公民就业技能发展方面的政策

和策略，使这些国家能够：

•  为所有的公民创造就业和职业教育的

机会

•  制定高质量、高效的重要职业教育课

程

•  为公民创造终身学习的机会。

UNESCO-UNEVOC 的工作重点是满足发

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和战后重建国家的

需求，特别是青少年、女孩、妇女和弱

势群体。

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通过以下方

面实现上述目标：

• 宣传和能力开发

•  知识共享和出版物

•  建立机构间合作伙伴关系

•  全球 UNEVOC 网络

UNESCO-UNEVOC 也是 UNEVOC 网络的

枢纽，该国际网络由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 机构组成，这些机构在为职业技术教

育与培训领域的国际和区域合作提供各

种服务和平台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关于 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  

绿色 TVET 

绿色发展议程的全球升温表明，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需要面向低碳

和能够抵御气候变化的增长与发

展。2005-2014年是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教育十年 (DESD)，绿色 TVET 
是绿色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基础，

因此推动绿色 TVET 议程成为 

UNESCO-UNEVOC 的首要任务。

UNESCO-UNEVOC 在 2012 年创建

了绿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和技能

开发机构间工作组。工作组聚集了

国际机构和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旨

在共同应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所

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工作组一

致认为需要采取协调有序的行动，

特别是针对 2015 年以后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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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UNEVOC 
网络通过南南合
作及北南南合
作等国际合作
促进彼此交流
和学习。«

在通往印度芒格洛尔

市路上的砖厂， 

© ILO/Crozet M. 

为所有的公民创造就 业和职业教育的机会



UNEVOC 网络是 UNESCO-UNEVOC 的旗

舰项目之一，它把世界各地和 UNESCO 
所有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

联系起来。全球的 UNEVOC 网络由 

UNEVOC 中心组成。各国教育部的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 部门、致力于发展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政策的国家机构、大学

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院系，以及具有

中专或大专办学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与

培训学校都可以成为 UNEVOC 中心。

全球 UNEVOC 网络通过南南合作及北

南南合作等国际合作促进彼此交流和学

习。UNESCO-UNEVOC 通过该网络为来

自世界不同地区的面临着相似挑战的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专家和职业技术教育

与培训 机构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和帮助

的平台，目的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

UNESCO-UNEVOC 作为 UNEVOC 网络的

枢纽，有以下三个具体目标：

•  通过推动和促进国际合作加强职业技

术教育与培训；

•  通过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加强各 

UNEVOC 中心以及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相关从业人员的能力；

•  分享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良好做法

和创新实践。

UNEVOC 网络为研究报告和出版刊物的

发行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 

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发挥信息交

流中心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国际中心的

在线服务和出版物。通过 UNEVOC 网络

各 UNEVOC 中心可以分享职业技术教育

与培训各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更多关于 UNEVOC 网络的信息请访问： 

www.unevoc.unesco.org/network 

全球 UNEVOC 网络 

在尼日尔，人们正在打

水。© ILO/Croze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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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心倡导
通过与重要合作
伙伴在国家层面
的协调干预，采
取更加全面的方
法，从而克服零
散参与国家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战
略。«

加纳海岸角的学生木工， 

© Lisa Freiburg 

开发能力



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致力于加强

国家能力建设，帮助各成员国制订和审

查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政策，应着眼

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的相关性、质

量、形象、入学机会、能力、效率和成

效。UNESCO-UNEVOC 遵循教科文组织 

TVET 战略，发挥了提供上游政策咨询并

开展能力建设的作用。国际中心倡导通

过与重要合作伙伴在国家层面的协调干

预，采取更加全面的方法，从而克服零

散参与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

国际中心通过开展能力开发以及与发展

伙伴密切合作，支持各国制订国家规范

性框架和标准。

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举办一系

列活动来实施能力开发计划。国际中

心与其合作伙伴共同举办不同领域的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培训、咨询、会议

以及委员会研究，以此获得不同的观

点、经验和具有积极意义的实践从而指

导决策。UNEVOC 在地区和国际各级

与 UNEVOC 网络成员合作开展能力开

发，UNEVOC 的能力开发计划集中在以

下两大主要领域和交叉主题：

• 全民教育 (Education for All (EFA))
，强调青年就业、从学校到工作的过

渡、创业发展以及 TVET的信息通讯

技术 (ICT) 等问题 

• 绿色 TVET 为可持续发展服务，

在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SD)) 
框架下

TVET 领域内的宣传和能力开发

法国巴黎 UNESCO 总部， 

© UNESCO/Michel Ravass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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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信息共
享，各国可以相
互学习，并分析
其他国家教育实
践和体系的优点和
缺点。«

位于德国波恩的知识管理中心 

© UNESCO-UNEVOC

开启对话



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认识到通

过分享信息、知识和经验来加强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 的重要性。UNESCO-
UNEVOC 认为，只有加强世界各地的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合作与对话才能提

高 TVET 。

经验表明，教育理念和改革拥有广泛的

全球性价值。每一个国家都从其他国家

借鉴经验，进而改革自己的教育。通过

信息共享，各国可以相互学习，并分

析其他国家教育实践和体系的优点和缺

点。

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通过其广泛

的 UNEVOC 网络发挥了信息交流中心

的作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TVET 战
略的框架内，UNESCO-UNEVOC 在推

广优秀和创新的研究和实践以及推动全

球 TVET 讨论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国际中心开展的知识管理和资源

开发活动不仅推动了南北合作、南南合

作及北南南合作，而且还促进了有效实

践、创新理念和成功经验的交流。为

此，UNESCO-UNEVOC 与国家、地区和

国际各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机构开

展合作。

知识管理中心设在德国波恩的 UNESCO-
UNEVOC 国际中心。中心提供所有 

UNEVOC 的出版物以及超过 4000 份与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相关的出版物。

出版物

UNESCO-UNEVOC 发行出版物旨在促

进关于工作世界技能开发的国际讨论。

我们的案例研究、具有积极意义的实践

经验、讨论文件和信息材料寻求建立一

个研究、政策和实践之间的桥梁，使教

育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了解全世界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创新、有效实践和发

展。

大多数出版物都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 

www.unevoc.unesco.org/publications

时事通讯

UNESCO-UNEVOC 时事通讯是国际中心

发行的通讯，介绍国际中心和 UNEVOC 
网络 最新的活动和事件。时事通讯以联

合国六种官方语言（阿拉伯语、汉语、

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在网上

发布。获取时事通讯，请登陆 UNESCO-
UNEVOC 网站：www.unevoc.unesco.org/
bulletin 

知识管理和资源开发

11

www.unevoc.unesco.org/publications
www.unevoc.unesco.org/bulletin
www.unevoc.unesco.org/bulletin


鼓励讨论

UNESCO-UNEVOC 在线服务是国际中心

在 UNEVOC 网络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社区发布信息、传播资料和参考文献的重

要手段之一。UNESCO-UNEVOC 提供在

线工具使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研究人

员和从业者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并使他们

相互联系。

e-Forum (网上论坛)

UNESCO-UNEVOC 创办了一个网上讨论

区，使世界各地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专家彼此联系起来。在论坛里，教育工

作者、研究人员以及其他对职业技术教

育与培训感兴趣的个人在非商业的原则

下分享关于 TVET 的信息。该论坛为致

力于开展技能开发和解决就业问题的人

们提供了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进行合

作和沟通的机会。

在 e-Forum 里，参与者有机会：

• 与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

讨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的相关问题

• 发布近期活动的消息

• 告知同行关于出版物的消息

• 查询资料

• 寻找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研究和发

展领域的合作伙伴

e-Forum  的成员包括 170 多个国家

的 2500 多名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专家

以及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领域工作

的区域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们，论坛规模

仍在不断扩大。UNESCO-UNEVOC 定期

在 e-Forum 举办由网络主持人发起的讨

论，讨论的主题包括妇女与职业技术教

育与培训、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教师培

训以及冲突后和紧急情况下的职业技术

教育与培训等。

加入 e-Forum 请访问： 

www.unevoc.unesco.org/forum 

在线服务

欢迎参与！

您想加入全球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讨论并就工作世界的学习分享意见

和交流经验么？您知否在寻找关于

即将举办的活动的信息？

您可以创建一个 UNEVOC 帐号加

入我们：www.unevoc.unesco.org/
subscribe 

创建 UNEVOC 帐号您可以拥有 

e-Forum 的完全访问权限。您也可

以订阅我们的通讯，了解最新的活

动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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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讨论

提供信息
UNEVOC 网络门户

UNEVOC 网络门户是专门为 UNEVOC 网
络成员设计的，它的创建促进了有效的

知识共享和合作。该门户介绍 UNEVOC 
网络的信息，并提供一个互动式在线版

本的网络目录，通过该在线目录可以查

看各 UNEVOC 中心及其活动的详细信

息。UNEVOC 网络门户为网络成员们提

供了更新他们的资料、分享新闻和事件

以及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具有积极

意义的实践。

更多关于 UNEVOC 网络门户的消息请访

问：www.unevoc.unesco.org/network 

全球 TVET 数据库

UNESCO-UNEVOC 建立全球职业技术教

育与培训数据库，力图提供关于各国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简明、可靠和

最新的信息。国际报告使世界各地的学

生、研究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和 TVET 
专家明确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发展趋

势、挑战和信息方面的差距，并鼓励针

对不同国家相关体系的比较研究。

数据库提供的信息涉及国家对职业技术

教育与培训的任务、立法和国家政策或

策略，以及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结

构，其中包括非正规和正规的职业技术

教育与培训体系、管理和资金、职业技

术教育与培训  教师和培训人员、资

格、资格框架和质量保证、以及当前和

今后的改革、项目和挑战。数据库的统

计信息来自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机构

和各国 UNEVOC 中心，以及相关文件和

资料。

更多关于全球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数据

库的信息请访问：www.unevoc.unesco.
org/worldTVETdatabase

在中国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职

业教育与培训大会上微软领袖论

坛，© 微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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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
UNEVOC 国
际中心致力于
最大限度地挖
掘国际合作的
潜力，从而开展
各项活动，提高 
UNESCO 成员国
的决策能力和机构
能力建设。«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布卡武，通过

技能培训帮助青年重返校园。 

© ILO/Crozet M.

知识共享



加强机构间的紧密合作能够最有效

地实现提高全球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致力于

最大限度地挖掘国际合作的潜力，从而

开展各项活动，提高 UNESCO 成员国的

决策能力和机构能力建设。

 特别是，中心与 UNESCO 内的重要合

作伙伴（总部、总部外办事处、UNESCO 
机构和 UNESCO 全国委员会) 联合开展

活动。

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还与其他相

关机构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如联合国

系统内部和外部致力于职业技术教育与

培训的重要国际工作者、双边和多边发

展合作伙伴、国家机构、大学以及非政

府组织。

这些合作伙伴与 UNESCO-UNEVOC 紧密

合作，积极参与 UNESCO-UNEVOC 的工

作。许多合作伙伴特别是东道国德国对

中心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德国

联邦教育研究部 (BMBF) 和德国联邦经

济合作与发展部 (BMZ) 。中心还与私

营部门在一些领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

系。他们对 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

作出了重大贡献。

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对这些合作

伙伴在发展和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方面所提供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国际合作和合作伙伴

UNEVOC 和机构间工作组

UNESCO-UNEVOC 国际中心非常重

视与致力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

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地区机构

合作开展活动。通过分享知识和有

效实践学习相互的经验，以及就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关键议题达成

共识是十分重要的，这可以帮助联

合国机构更好地为成员国服务，并

提供统一和更有效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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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德国波恩的 UNESCO-UNEVOC 国际

中心定期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职业技术

教育与培训机构和其他组织的代表们。

如果您或所在的组织感兴趣参观访问中

心，我们欢迎您联系我们。请发送邮件

至：unevoc@unesco.org

访问 
UNESCO-UNEVOC 

位于德国波恩的 UNESCO-

UNEVOC 团队， 

© UNESCO-UNEVOC

法国巴黎 UNESCO 总部

© UNESCO / Michel Ravassard 

mailto:unevoc%40unesco.org?subject=UNEVOCinBrief


实习

实习通常安排在教育与培训的后期阶

段。申请者在申请实习时已经获得学士

学位（或同等学历）和至少正在攻读一

个硕士学位。在 UNESCO-UNEVOC 的实

习使实习生不仅获得一般工作的经验，

而且还接触到国际组织的工作。许多实

习生也是第一次接触到海外工作和生

活。中心的主要目的是拓宽其国际化的

队伍，使正在进行的项目获得支持。实

习期最短为三个月，最长为六个月。

在 UNESCO-UNEVOC 工作

借调

借调的目的是向 UNESCO 提供具有特

殊专长或特殊技能人才。这些具有特

殊技能的人由政府或其他组织“借”到

UNESCO-UNEVOC 中心任职。借调人员

与UNESCO-UNEVOC 的工作人员一起在

波恩的国际中心工作。根据借调人员协

议借调时间通常为一到三年。借调期间

借调人员的工资由原组织直接发放，这

是借调人员与由UNESCO-UNEVOC 直接

雇佣的人员之间的主要区别。 

如果您愿意帮助 UNESCO-UNEVOC 实现

此目标，欢迎您联系我们。请发送邮件

至：unevoc@unesco.org



世界各地的许多机构都致力于发展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可以选择下面列表。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UNESCO 
通过其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位于德国

波恩的 UNESCO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中心，以及 UNESCO的总部外办事处

和研究机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UNESCO 总部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处

www.unesco.org/en/tvet 

UNESCO 的机构

UNESCO 终身学习研究所 (UIL)
www.unesco.org/uil

UNESCO 国际教育局 (IBE)
www.ibe.unesco.org

UNESCO 国际规划研究所 (IIEP)
www.iiep.unesco.org 

UNESCO 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 (IITE)
www.iite.unesco.org

UNESCO 统计研究所

www.uis.unesco.org

更多信息源

UNESCO 地区办事处

UNESCO 设有多个地区教育办事

处，提供 TVET 的专业知识。

阿拉伯国家：UNESCO 贝鲁特办

事处

www.unesco.org/en/beirut

非洲：UNESCO 达喀尔办事处

www.unesco.org/dakar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UNESCO 曼
谷办事处

www.unescobkk.org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

区：UNESCO 圣地亚哥办事处

www.unesco.org/santi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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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 全国委员会

更多与教科文组织工作相关的所有事项

可以由 UNESCO 全国委员会负责。查看

所有 UNESCO 全国委员会的名单请见： 

www.unesco.org 
 

其他联合国机构

除了教科文组织，其他一些联合国机构

也参与到 TVET，包括:

粮食及农业组织，意大利罗马 (FAO)
www.fao.org

国际劳工组织 (ILO), 瑞士日内瓦

www.ilo.org

国际劳工组织 (ILO) 培训中心, 意大利

都灵

www.itcilo.it

世界卫生组织 (WHO)，瑞士日内瓦

www.who.int 

国际和地区组织

除了联合国机构，许多国际组织和非政

府组织也致力于发展和加强 TVET，包

括:

科伦坡计划技术教育规划学院 (CPSC), 
菲律宾马尼拉

http://cpsctech.org/

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 (Cedefop)，希腊

塞萨洛尼基

www.cedefop.europa.eu

欧洲培训基金 (ETF)，意大利都灵

www.etf.europa.eu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法国巴黎

www.oecd.org

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 (SEAMEO) 职业技

术与培训区域中心 (VOCTECH)，文莱

www.voctech.org

世界银行，美国华盛顿

www.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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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UNEVOC  
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及培训中心

UN Campus
Platz der Vereinten Nationen 1
53113 Bonn
Germany
电话: [+49] 228 815 0100
传真: [+49] 228 815 0199
www.unevoc.unesco.org 
unevoc@unesco.org 

您也可以通过 Facebook, YouTube 
和 Twitter 联系我们:

www.facebook.com/unevoc    
www.youtube.com/unevoc  
www.twitter.com/unevoc

www.unevoc.unesco.org%20
unevoc%40unesco.org%20
www.facebook.com/unevoc
www.youtube.com/unevoc%20%20
www.twitter.com/unev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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