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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 7 部委合力推動職業教育發展，未來高職教育規模將佔高等

教育一半以上。 

█中共文化部發布「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管理辦法」，規範社會藝術

考評亂象。 

█中共持續推動報刊改革，人民日報等黨報走向報刊亭。 

█中共推展媒體建設及淨化工程。 

 

 
一、高層文化 
◆中共 7 部委合力推動職業教育發展，未來高職教育規模將佔高等教
育一半以上 

●中共國務院批准建立職業教育部際會議制度 

大陸於 6月 7日至 19日在南京召開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教育部、國家發

改會、財政部、人事部、勞動保障部、農業部以及國務院扶貧辦經國務院批准建

立職業教育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各部門明確分工，保障資金投入，提出政策措施，

形成政府、學校和社會共同參與、合力推進職業教育（南方日報，2004.6.20）。中共教育

部提出改革職業教育學制，高職教育以 2 年制為主，中職教育 3 年制為主，從現

在起到 2007年，中職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辦學規模要保持大體相當，高職教育招

生規模要佔高等教育一半以上（成都晚報，2004.6.20）。到 2007年在數控技術應用、汔車

運用與維修、計算機應用與軟體技術、護理等 4 個專業領域培養畢業生 1 百萬人

次，提供短期技能培訓 3百萬人次，以就業為導向（美國企業新聞社中經網，2004.6.29）。 

 

●中等職業教育是大陸職業教育的主體 

大陸職業教育體系包括職業學校教育與職業培訓。職業學校教育分為初、中、

高等職業教育。初等職業教育培養具有初步的職業基礎知識和一定職業技能的工

人、農民和其他從業人員，這類學校大多存在於大陸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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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 年制義務教育的一部分。隨著大陸經濟發展，這類學校及學生數亦逐漸減少

及萎縮，職業初中與普通初中學校數比率約為 1：62、學生數比率約為 1：78；中

等職業教育主要是指高中階段，由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和職業高中組成，是

大陸職業教育的主體；高等職業教育主要招收普通高中畢業生及中等職業學校畢

業生，學制 2 至 3 年，強調是應用型、工藝型人才的培養；職業培訓中心，主要

由教育和勞動部門負責和管理培訓工作，鼓勵企業進行企業內職工培訓。 

大陸職業教育最重要的文件有：（1）1985 年中共《教育體改決定》；（2）

1991 年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3）1993 年《發展綱要》；

（4）1996年 5月 15日中共人大常委會通過《職業教育法》，並於同年 9月 1日施

行。職業教育規模從 1980 至 1995 年迅速擴大，高中階段的學生總數中，普通高

中學生所佔比例從 81％下降到 44％，而中等職業學校學生數則從 19％上升到 56

％。中等職業教育從 2001年到 2003年，招生數從 398萬人增長到 515萬人（揚子晚

報，2004.6.20）。80 年代以後，大陸農村職業教育在數量上和質量上提高很多，1984

年至今，約計 7 百多萬名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和近 190 萬名初等學校畢業生，這

些人多數成為大陸農村科技致富的帶頭人。 

 

●大陸職業教育未獲得社會普遍認同 

大陸高職發展是其實施科教興國的策略，其發展可大致分為 3 個階段：第一

階段為「開始階段」，從 1980 年至 1990 年；第二階段為「積極發展階段」，從

1991年至 1998年，隨著「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及「職業教育法」的頒

布與實施，到 1998年，經國家教委批准設置的具有頒發學歷文憑資格的學校（包括：

高等專科學校、高等職業學校及成人高等學校）共計 1,394 所，在校生 394.74 萬人，佔大陸高等

教育在校生總數的 63.53％；第三階段為「大力發展階段」，從 1998年迄今。1998

年至 2003年，高職在校生從 117萬人增長到 480萬人，增長 3.1倍，佔普通高校

在校生總數 42％，基本形成了每個地方至少設置 1 所高職院校的格局（揚子晚報，

2004.6.20）。 

大陸職業教育雖蓬勃發展，但對社會的吸引力卻不是很大，除了社會普遍認

為職業教育學生素質不高外，學生和家長將中等職業教育視為普通高中落榜後的

無奈選擇（終結性職教模式斷了進大學之路）。而高技能型人才（大陸人俗稱的「銀領」、「灰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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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也一直長期困擾著其產業界。大陸 1 位高職學校的院長溫景文就指出：高職

教育近年來雖迅速發展，但是，這種新的教育類型和層次還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

認可，傳統的「讀書做官」思想仍在人們頭腦根深蒂固，短時間難以改變（美國企業

新聞社中經網，2004.6.24）。大連職業技術學院院長戴克敏亦坦言：高職教育一度被社會

戲稱為普通本科教育的「壓縮餅乾」和中等教育的「發酵饅頭」，這一形象的比

喻說明了大陸的高職教育尚未形成契合市場需求的辦學定位和獨立創新的教育內

容（光明日報，2004.6.20）。因此，職業院校畢業生就業率偏低，暴露出職業教育與崗位

需求的不相匹配（中國輕工報，2004.6.24）。 

 

●大陸職業教育體系存在 3個問題 

中共教育部長周濟在 6月 17日召開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中強調，要

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和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大力實施「職業教育與培訓創新工程」，

鼓勵和引導企業、行業和社會力量投資舉辦職業教育（美國企業新聞社中經網，2004.6.29）。

但籌資困難、辦學經費不足，是大陸民辦職業學校的通病之一，也是嚴重制約民

辦學校改善辦學條件和提高辦學水平的重要因素。以廣州市為例，廣州現有 1,437

所民辦教育機構，在校生 7萬 2千多人，職業技術培訓學校分別佔 6成 9和 8成 6

左右，學生主要來自低收入的外來民工子弟。民辦學校由於投入少、辦學條件差、

獨立面對市場競爭和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較弱，容易造成辦學風險，甚至有負債

多而抽逃資金的現象（中國新聞社，2004.6.2）。 

大陸職業教育體系存在的 3個主要問題：一是職業（特別是高等）是否受重視；二

是中等職業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銜接問題；三是職業教育的升學主義。大陸教育

界人士指出，職業學校只有辦出特色才有生命力，發展職業學校首要注意強化管

理，在產、學、研結合發展的過程中，尤其要處理好發展、創新和管理的關係。 

由於中國傳統儒家文化「重勞心輕勞力」觀念以及「一胎化」之下，家長大

都希望獨生子女能過更好的生活，這種背景是否會讓大陸當局積極推動發展職業

教育的努力，因缺乏社會支持而無法落實，尚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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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俗文化 
◆中共文化部發布「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管理辦法」，試圖規範社會藝

術考評亂象 

●社會藝術考級制度原旨係為提供非藝術專業者自我評量學習成果 

大陸的藝術考級是指藝術考級機構透過考試的形式，對業餘從事或學習藝術

的人士，針對其藝術專業水準進行檢定。藝術考級制度的產生，是為了提供報考

者對自身的藝術素養及能力進行自我檢測。藝術考級是從培養興趣的角度出發，

但亦不排除藉由考級活動從中發掘具發展潛力的人才。因此，藝術考級是自我測

驗的行為，與各類人員晉升、調動、升學並無關聯（「中國美院社會美術水平考級訪談」，美術

報，2004.6.26）。 

根據大陸學者指出，藝術考級起源於英國，指的是由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等音

樂教育機構興辦的一種以樂器為主的校外音樂考級制度。1980 年代後期，大陸青

少年興起學習樂器的風潮，加上父母們急於想鑑定孩子們的學習成果，於是藝術

考級制度應運而生。1988年，大陸中國音樂家協會首先設立 4種樂器的音樂考級，

接著北京舞蹈學院開始實施中國舞分級考試。漸漸又拓展到大大小小 30餘種藝術

類別，每年約有百萬以上人次參加各類藝術分級考試（「藝術考級緣何變了味？」，寧夏日報，

2002.6.21）。而截至 2003年年底止，大陸總計有百餘家考級機構（「為中國藝術考級把脈」，

藝術教育網站，2004.6.24）。 

以中國音樂學院為例，目前該學院在大陸地區已設有 50多個藝術考級考區，

1百多個考級點，約有 44個樂種的檢定，平均每年約有 7、8萬人參加這項音樂考

級檢定（藝術教育網站，2004.6.24）。另一個「全國性」美術考級機構則以中國美術學院社

會美術考級中心為代表，據了解，該校已經在大陸各地開設了近 60個承辦單位，

以 1 個地區只設立 1 個承辦單位為原則，每個考級點 1 年舉辦 2 次考試，但也依

據地區差異有所調整（「中國美院社會美術水平考級訪談」，美術報，2004.6.26）。 

 

●藝術考級泛濫出現的亂象與爭議 
儘管藝術考級的立意甚佳，但隨著考級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及考級制度

出現的種種弊端，使得藝術考級的原旨被嚴重扭曲，甚至影響藝術教育的正常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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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中國音樂學院副院長楊通八指出，人的藝術行為是十分個性化的，本不

宜以統一的級別予以區分，這是藝術考級的理論缺陷。再者，考級若被升學加分

或經濟創收等功利目的所左右，藝術教育的目標就極易被扭曲，這些傾向頗令人

擔憂。清華大學藝術中心主任鄭小筠認為，考級是在學校藝術教育薄弱的情況下

出現的，借助社會的力量普及藝術教育，這對學校藝術教育是一種補充。但現在

的藝術考級卻出現了混亂的現象。該校美術學院教授楊永善認為，以美術考級來

說，在兒童階段，畫畫是沒有科學的標準作為依據的，美術創作應該給兒童一個

自由的天地，若以考級的方式予以限制，並不符合美術學習的規律（「藝術考級快速發展

讓人喜憂參半」，http://www.xby163.com，2004.4.6）。 

許多家長抱怨舉辦考級的機構沒有一定的收費標準，藉著收報名費增加學校

創收。有的老師則無奈表示，為了滿足部分家長「速成」的心理，在教學過程中

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學生們一起「磨」考級曲目，學生們固然通過考級，但愈

往後學卻發現這些孩子看譜和演奏的能力並沒有實質的提升。但如果老師不這樣

教，學生們馬上另請高明了。中國戲曲學院手風琴教師孟茜有感而發的表示，原

本學琴考級是為了達到規範化的目的，但久而久之，考級考題成為多數教師的教

學大綱，其他音樂作品幾乎乏人問津（「為中國藝術考級把脈」，藝術教育網站， http://www.artedu.cn，

2004.6.24）。 

有鑑於藝術考級出現的亂象和爭議，已有部分學者提出政府各級教育機構都

不應直接參與考級，讓藝術考級與升學考試脫鉤，使泛濫的藝術考級降溫，同時，

相關主管機關亦應儘快提出因應對策。具體建議包括：（1）應對舉辦考級的機構

進行資格審核，不能讓考級成為自由市場，誰想考就考，想考什麼就考什麼。（2）

對於考官的資格應進行嚴格審查。（3）對從事社會藝術教育的教師應有資格認定

標準。（4）對於考級的收費要訂定標準。（5）各級政府教育部門不應直接參與

考級，應讓考級與升學加分和資優生資格認定脫鉤（「參考社會藝術水平考級將步入規範發展軌

道」，藝術教育網站，http;//cncl2000.com；「藝術考級快速發展讓人喜憂參半」，http://www.xby163.com，2004.4.6）。 

 

●文化部於 6月 2日發布「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管理辦法」 

為規範社會藝術考級所衍生的弊端，中共文化部於6月2日發布「社會藝術水

平考級管理辦法」，並於7月1日起施行。規定的重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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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界定社會藝術水平考級之定義：係指依照「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管理辦法」

取得資格的社會藝術水平考級機構，通過考試形式對學習藝術人員的藝術水平進

行測驗和給予指導的活動。 

2、由文化部負責大陸藝術考級的規劃、協調和監督管理工作，履行職務包括：

組織制定和貫徹實施藝術考級的政策、法規；制定「全國」藝術考級工作規劃，

確定藝術考級機構的總量、佈局、結構；審批跨省（自治區、直轄市）開辦藝術考級活

動的藝術考級機構；實施、監督指導「全國」的藝術考級活動；對藝術考級機構

的評估工作；負責「全國」社會藝術水平考級工作專家指導委員會的組織管理。 

3、「全國」社會藝術水平考級工作專家指導委員會是由文化部領導的藝術考

級指導單位，其工作包括審訂藝術考級專業項目、藝術考級標準、藝術考級教學

大綱，制定藝術考級考官資格、制定藝術考級機構評估標準等（文化部網站，

http://www.ccnt.gov.cn）。 

 
三、大眾傳播 
◆中共持續推動報刊改革，人民日報等黨報走向報刊亭 

去年 7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治理黨政部門報刊

散濫和利用職權發行，減輕基層和農民負擔的通知》發布以來，各地各部門報刊

有些停辦，有些從黨政部門劃轉到報業及出版集團，還有一些報刊與主管部門在

人員、財務和發行上實行管辦分離。但是，仍有個別地方和部門出現了假分離、

假劃轉的現象，因此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出版總署日前發出《關於對管辦分離

和劃轉報刊加強管理的通知》以進一步落實、鞏固和擴大報刊治理的成果（新華社，

2004.4.9）。 

通知中強調，管辦分離是在堅持主管、主辦制度的前提下，讓黨政部門退出

報刊經營活動，解決利用職權攤派發行的一項重要措施。具體要求有 3，一為人員

分離：黨政部門人員一律不得兼任報刊社工作；二為財務分離：黨政部門不得以

任何名目向報刊社收取費用，也不得以任何名目將部門資金轉入報刊社；三為發

行分離：黨政部門不得參與報刊的經營活動，報刊社也不得利用黨政部門的職權

攤派發行報刊，報刊發行一律改走市場管道。 

大陸報刊雖實行管辦分離，但主管單位仍要切實履行主管責任，加強對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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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導向、出版質量的監管，並仍有任免報刊社主要負責人之權。而實行管辦分

離的報刊社要自覺接受主管單位的監督和管理，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對其出版內

容和政治導向負責，實行獨立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 

由於大陸當局禁止黨政部門利用職權攤派、發行等行為，致使大陸報刊必須

面向市場、走向市場。據北京市郵政局負責人表示，從今年 4月 26日起，人民日

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北京日報等黨報已開始在北京市部分報刊亭銷售，以

往這些黨報除了訂閱外，只在郵局零售。人民日報社發行處處長童俊峰表示，人

民日報也在做相應的版面改革，如討論老百姓關心的話題，以貼近讀者，並研究

市場需求。經濟日報社發行部主任鄭波表示，進報刊亭是黨報擴大影響的重要途

徑之一，拉近了和讀者的距離（新華社，2004.5.17）。 

 

◆中共推展媒體建設及淨化工程 
中共國家廣電總局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央、國務院《關

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研究制定了《廣播影

視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實施方案》，並於 2004 年 4 月 30 日將此

方案印發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廣播影視局（廳），各省（市）廣播影視集團（總臺），

請各單位遵照執行（廣電總局網站，sarft.gov.cn）。其內容重點如后： 

（一）推動廣播影視「建設工程」 

1、辦好中央電視臺少年兒童頻道。充分體現對未成年人的尊重、關愛，引導

未成年人健康發展，使之成為廣大未成年人學習知識、陶冶情操、文化娛樂的重

要管道。各級廣播影視管理部門要特別重視，確實做好中央電視臺少年兒童頻道

在本地區的落地覆蓋工作，完整轉播中央電視臺少年兒童頻道的電視節目，不得

壓縮和刪減播出時間。 

2、省級電視臺要積極創造條件逐步開設少年兒童頻道。今年內至少 3 分之 1

的省級電視臺和副省級電視臺要開辦少年兒童頻道，各地少年兒童頻道要因地制

宜，體現地方特色。  

3、製作播出有利於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廣播影視節目。如反映中華民族

優秀文化、反映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風貌的節目，宣傳和介紹古今中外傑

出人物，樹立可敬、可學的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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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好未成年人專欄。未成年人題材節目要符合未成年人的欣賞情趣，貼近

未成年人的實際生活，加強未成年人法制教育。 

5、扶持國產影視動畫發展。北京、上海、湖南電視臺動畫上星頻道要在今年

內開播。凡播出電影、電視劇的頻道，在晚間 5點到 7點播出 30分鐘國產動畫片，

可在黃金時段（晚間 7點到 10點）增加播出 30秒廣告。 

6、推出有利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公益廣告。各級電臺、電視臺每套節目中，

每天播放公益廣告的數量不得少於廣告總播出量的 3％。國家廣電總局將專門建立

全國優秀廣播電視公益廣告備播節目庫。 

7、利用各種法定節日，集中對未成年人開展思想道德主題教育活動，如搭配

鄧小平誕辰、紅軍長征 70周年等，推出一批廣播影視精品力作。 

8、辦好「金童獎」、「童牛獎」等國家級少年兒童廣播影視節目評獎工作，

堅持未成年人滿意和市場檢驗的標準。 

（二）展開廣播影視「淨化工程」 

1、含有暴力、凶殺、恐怖等內容的涉案題材，必須在每晚 11 點以後播放，

特殊需要的須獲國家廣電總局專項報准。展示暴力、凶殺、恐怖的場景和內容，

要刪減、弱化，以防止此類情節和畫面對未成年人產生不良影響，對涉案題材的

影視作品的播放數量要大幅度削減。 

2、杜絕色情描寫、淫穢畫面、下流語言，堅決制止宣揚與正常倫理道德相悖

的不健康情感的內容。 

3、杜絕封建迷信和偽科學的情節和內容。涉及宗教內容務必慎重把握，不得

以宗教信仰自由為由，宣揚和傳播宗教思想和教義教規。 

4、要抵制利己、拜金主義，清除低級無聊等內容。一切與愛國主義、集體主

義、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精神相悖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抵制。 

5、不要渲染吸毒、賭博等不法行為，及不文明舉止。要多宣傳遵紀守法、好

學上進、生活中高雅得體的舉止。 

6、堅決糾正節目主持人在著裝、髮型、語言以及整體風格方面低俗媚俗現象。

不能使用粗話髒話；除特殊需要外，節目主持人必須使用普通話，不要以追求時

尚為由，在普通話中夾雜外文，不要模仿港臺語的表達方式和發音。 

（三）大力構築廣播影視「防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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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強對引進境外節目的管理。引進境外的電影、電視劇、動畫片，必須堅

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方針，必須適合大陸國情，引進的境外節目必須能夠表

現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 

2、加強對引進境外影視節目的題材規劃。要根據廣播影視宣傳總體規劃，結

合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新要求，作出規劃，從引進總量、題材內容、

類別比例、產地區域等方面進行調控，確保引進節目導向正確。 

3、在未成年人相對集中收看時段播出的境外廣播影視節目，審查標準要更加

嚴格，要杜絕宣揚西方意識形態的廣播影視節目。 

4、避免集中引進同一個國家、地區或題材重複雷同的廣播影視節目。對境外

宮廷和武打題材的引進要從嚴掌握，不得超過年引進電視劇總量的 25％；對境外

涉案劇，原則上不再引進。引進境外動畫片與其生產國產動畫片數量比例為 1：1；

凡未生產國產動畫片的機構不得引進境外動畫片，國產動畫片與引進動畫片的播

出比例不得低於 6：4。 

（四）強化廣播影視「督察工程」 

重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並進一步建立播出管理制度、分級審查制

度、責任追究制度和獎勵懲罰制度等。 

據悉大陸當局禁止電影院在 7 月開始的暑假期間發行外國電影，有人表示此

一作法意在保護張藝謀推出的新片「十面埋伏」（本會資料，2004.5.21），然該片在臺灣

尚被列為保護級，其中有關情愛的述敘似非大陸當局所欲推展的題材，研判此項

措施是為因應上揭《廣播影視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實施方案》之

「防護工程」中有關「在未成年人相對集中收看時段播出的境外廣播影視節目，

審查標準要更加嚴格，及杜絕宣揚西方意識形態的廣播影視節目」之規定，所採

取之一系列作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