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700
名学子（每年）

结束高等职业教育

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 瑞士联邦统计局； SECO; SBFI, 
2018

3.1 %
青年失业率

97,000
个学徒名额

230
种基础职业教育

瑞士的职业教育
要点概述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瑞士经济创新力和生产效益的核心支柱。 在瑞士可以直接进行约230
种不同的职业学习。 职业教育学制以实际的职业技术需求和现有的就业机会为导向,通常
为两至四年。 优秀的专业人才构成了瑞士公司卓越的人力资源基础。 学术型和职业型教育
相结合的特殊教育体系，为瑞士经济提供了理想的人力资源组合。

 义务教育
 中等教育阶段II
 高等教育阶段（应用技术学院、大学、高等职业教育）

资料来源：瑞士联邦统计局，2018年

瑞士居民教育水平
25至64岁居民按最高毕业学历分类的百分比，2017年

42.6 %

12.2 %

45.2 %

青年人失业率，2017年

资料来源： Statista, 2017

40

30

20

10

0
3.1

6.7 9 10.1 12.3
17.6

21.6

37 38.6

46.6

CH DE NL AU UK LU FR IT ES GR

官方项目



中等教育阶段II: 基础职业教育
• 在瑞士约有三分之二的青少年在结束义务教育后选择职业基础

教育（该比例多年来保持恒定）。 

• 2016年，总计约超三分之一（38 %）的青年成人拥有高中毕业证。 
约20 %的青年成人获得文理中学高中毕业文凭，15 %获得职业学
校毕业文凭。 该比率比其他国家稍低，因为接受职业培训的中学
毕业生所处的，是一个即使在国际范围内也极具竞争力且享有
盛誉的培训教育体系，并且他们可以选择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 瑞士第II阶段中等教育的毕业率为94.7 %。 

• 学徒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能力不断提升，对企业的价值也越来越
高。

• 费效比是企业决定投身职业基础教育的重要因素。 瑞士的培训企
业平均来看可以获得较好的净收益。 不同的培训职业之间，其净
收益存在差异。 企业实施职业培训可以节省费用，一方面是因为
企业可以招聘到学徒成为有效劳动力，另一方面，企业根据实际
需求培训学生，从而减少了相应的招聘成本。 此外，学徒通常都忠
于接受培训时所在的企业，或者在踏入职场之后一段时间重新返
回该企业。

• 整体来看,瑞士学徒名额比较稳定。 2017年企业提供的学徒名额
超过了青年人的需求量。 工业相关职业也倍受欢迎。

• PISA 研究结果证实了学徒的学术能力。  在欧洲范围内，瑞士的学
生在数学方面名列前茅，而在自然科学方面排在第四位。

• 瑞士的职业教育体系与实际经济需求非常吻合。 根据世界经济
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瑞士总评成绩： 2017 年第 1 位）
，瑞士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

瑞士在历届技能大赛的排名

EuroSkills  
2016 哥德堡 1
2014 里尔 4
2012 斯帕 2
2010 里斯本 2

WorldSkills
2017 阿布扎比 2
2015 圣保罗 4
2013 莱比锡 2
2011 伦敦 3

来源： www.swiss-skills.ch（2018 年）

前10大最多人选择的职业基础培训
学徒数量，2017年

职业 总数
商务人员 14,280
零售人员 4,983
卫生专业人员 4,563
维护专业人员 3,493
计算机工程师 2,087
电器安装工 1,996
物流工 1,732
厨师 1,626
制图师 1,536
零售助理 1,524

资料来源：瑞士联邦统计局，2017年

教育体系质量
教育和能力全球排名，2017年

国家  排名
 瑞士 1
 新加坡 2

 芬兰 3

 美国 4

 卡塔尔 5

 荷兰 6

 爱尔兰 7

 加拿大 8

 德国 9

 新西兰 10

资料来源： 全球竞争力指数，2017至2018年



• 多数学徒培训都在小型企业内完成。 此外，瑞士还有多种类似培
训协会和职业培训中心等形式的职业培训机构。

• 诸如libs(瑞士工业学徒培训)等培训服务机构确保了职业培训的
专业性和实用性(见范例分析)。 Iibs 和 100 多家公司紧密合作，
通过提供职业基础教育与培训服务，为瑞士工业输送了最多的可
用之才。

职业资格证书、高等专业学院和高等职业教育
• 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瑞士在劳动力市场效率、商业成熟度和

创新方面排名全球第一。 这充分反映了教育和培训在瑞士的重
要性。

• 职业教育结束后获得职业资格证书(BM)的毕业生可以免考进入
高等专业学院(FH)。 它可以与学徒教育同时进行或之后再完成。 
如能通过一个“从职业资格证书到大学”的补充考试,也可进入大
学或联邦理工学院(ETH)学习。

• 所有的高等专业学院划分为七个高等专业学院地区。 高等专业
学院从事本科和硕士两个级别的教育，涉及14个不同的专业，这
些专业可归结为三大专业门类“技术、经济和设计”、“卫生、社会
工作和艺术”和“体育及其他”。 从 2010 年至 2017 年，获得本科学
历的学生数量提高了 59 %。 与此同时，更多学科也开始增设硕士
学位。 

• 高等职业教育与高等专业学院和大学/ETH一起构成了瑞士的高
等教育体系。 获得联邦能力证书或同等学历的专业人员可以接
受更高等级的专业职业教育或深化教育。 此外,他们也可在公司
管理领域获得相关资质证书。 获得的高等职业教育毕业证书在
过去的15年间增长了约五分之一。 高等专业院校的女性比例在
2000至2017年间增长了一倍。

外国文凭认证与教育资助
• 瑞士已加入欧洲职业资格认证系统,该系统规定了欧盟和欧洲自

由贸易联盟(EFTA)区域内的公民及第三国公民的文凭认证过程(
见“最新动态”)。

• 对职业教育的公共投资，在过去几年的年均数值高达约 35 亿瑞士
法郎。 各州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质量直接负责，并承担其中四分之
三的费用。 联邦政府则承担公共投资的四分之一。 联邦基金的百
分之十，被用于资助研发项目和符合公共利益的特殊服务。

瑞士高等专业学院（含师范学院）毕业
按专业方向分类的本科和硕士毕业人数，2016年

专业方向 学生人数
教育学 5,198
人文科学和艺术 2,380
社会科学、新闻学和信息学 311
经济、管理和法律 3,640
自然科学、数学和统计学 573
信息通信技术 528
工程学、加工业和建筑业 3,211
农业、林业、渔业和兽医学 114
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 3,617
服务  640
总数  20,212

资料来源： 瑞士联邦统计局，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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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 联邦政府目前正面向国际积极推广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的优

势。 目标是帮助职业教育文凭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并提高专业
人才的(国际)流动性。 由此瑞士积极推进了欧盟哥本哈根方案
的进程,该方案致力于提高职业教育的效率、质量和吸引力。

联系方式和其他信息

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
国家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SBFI)
www.sbfi.admin.ch/berufsbildung

瑞士联邦职业教育大学研究所
(EHB)
www.ehb-schweiz.ch

瑞士职业培训机构 会议（SBBK）
www.sbbk.ch

瑞士州教育部长会议
www.edk.ch

瑞士大学
www.swissuniversities.ch

其他信息
国家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

（SBFI）文件
国家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

（SBFI）关于职业教育的出版物汇总 
www.sbfi.admin.ch

瑞士高等专业学院一览
www.sbfi.admin.ch

所有课程和论题一览
www.studyprogrammes.ch

国外大学和理工学院文凭认可 
www.sbfi.admin.ch

职业教育、职业咨询和就业市场专业
信息和职业教育领域当前发展概况
www.panorama.ch

瑞士大学排名
www.universityrankings.ch

瑞士联邦认可的所有职业目录:
法律原则和地址
www.bvz.admin.ch

学徒岗位状况:
针对青少年和公司所做的学徒岗位
情况调查
www.sbfi.admin.ch

Leading Houses负责SBFI资助项目,
以实现瑞士职业教育研究的可持
续发展。 
www.sbfi.admin.ch

从瑞士企业的角度看基础职业教育
的成本和收益
www.ffb.unibe.ch

职业教育深化: 以人才发展为重点的
全国性运动 
www.berufsbildungplus.ch

S-GE 资源 
投资人手册 
www.s-ge.com/
handbookforinvestors

该数据表受到瑞士电子机械联合会
(SWISSMEM) 的友情支持。

2018 年 9 月

Switzerland Global Enterprise
T +41 44 365 51 51 | invest@s-ge.com | s-ge.com/invest

推荐语

瑞士的教育系统不仅造就出一流的职业技工,还培
养出一大批优秀的高校毕业生。 瑞士西门子公司十
分重视学徒工的培训。 我们共为 280 余名学员提供
培训机会，包括在楚格、苏黎世的培训中心接受培
训，以及在我们的部门直接接受在职培训。 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保证企业人才的来源,预防人才短缺。 
这个国家的员工都是干劲十足。瑞士人民向来就以

积极上进和忠心耿耿而著称。 我从未见到过这样积极性。

SIEGFRIED GERLACH 
瑞士西门子公司首席执行官 
www.siemen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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