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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澳門大灣區職業技術大學的建議
—助力澳門產業多元發展

梁根潤

澳門大學軟件工程碩士

一、引言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下，澳門長久以來，產業單一、以博彩及旅遊業為主

導而引致的經濟結構問題[1]，再次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相對於產業單一，如何

有效落實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的問題，也就成為討論的焦點[2] [3]。另外，澳門經濟

學會在其2020年6月出版的《澳門經濟》學報第48期，集中提出應對本次疫情的

經濟研究，該期學報共11篇專著文章，而11篇文章都在不同視角，討論了澳門

產業單一、產業多元發展的問題，並對相關問題，提出建議[4]。

本文嘗試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和“教育”這兩個元素，建議建立“澳門

大灣區職業技術大學”；同時，亦闡述“澳門大灣區職業技術大學”在解決產

業單一、促進產業多元發展，可以作出的貢獻；另一方面，對“澳門大灣區職

業技術大學”的建立，也提出一些具體方案。

二、粵港澳大灣區的內涵

國務院於2019年2月18日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

《規劃綱要》），標誌著由：廣州、深圳、珠海、肇慶、佛山、江門、中山、

東莞、惠州、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共11個城市組成的粵港澳大灣

區（以下簡稱“大灣區”）的建設邁上新台階；為這個在2017年末總人口約

7000萬人的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及生活，帶來了新機遇、新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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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去檢視，才能較為全面理解“大灣區”的

內涵。

（一）宏觀和微觀“大灣區”的組成

宏觀上，“大灣區”是一個灣區經濟區，與世界其他三大灣區：紐約大灣

區、舊金山大灣區、東京大灣區並列；微觀上，“大灣區”是由相對獨立的11

個城市組成，各城市因著自身的優勢，有不同的定位與發展取向（見表-1）。

（二）宏觀和微觀“大灣區”的經濟發展

微觀上，各城市發展自身的經濟；宏觀上，各城市共同發展“大灣區”的

經濟。整體而言，在《規劃綱要》框架下，各城市可著眼於優勢互補、有效實

現協同效應的發展策略；期望各城市共同獲得發展的益處。例如：當澳門深化

發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時，“大灣區”其他城市，也可藉著澳門與葡語

國家進行相關的商貿活動；另一方面，當澳門深化發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

作時，也可能需借助香港或廣州的國際商貿的知識和經驗。

表-1所列出的大灣區各城市的主要定位和發展取向，本質上都是面向產業

和行業的；因此，表-1所列出的，可理解為大灣區重點發展的核心產業和核心

行業。從表-1可知，核心產業和核心行業是多方面和多層次的；因此，核心產

業和核心行業所提供的職業崗位亦是多方面和多層次的。

可以預見，支持核心產業和核心行業的發展、與職業崗位匹配的人才類型

也是多方面和多層次的；不同類型的人才，如：勞動型人才（技能型人才）、

服務型人才、技術型人才、創新型人才、科硏型人才，在大灣區發展的行進

中，相信都可以找到發展的機會。



129

表1、 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主要定位與發展取向[5]

城市 主要定位 發展取向

廣州 國家中心城市和綜合性門戶城市，國際商貿中心 增強綜合交通樞紐功能，培育提

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

深圳 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 努力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

創意之都，加快建成現代化國際

化城市

佛山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樞紐城市、打造大灣區西部航空

樞紐、建設大灣區高品質森林城市

國際產業制造中心

東莞 加快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先進制造業中心 全球IT制造業重地

江門 加快粵港澳大灣區西翼樞紐門戶城市建設 國家級先進制造業產地

惠州 建設粵港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高地 世界級石化產業基地

珠海 大灣區的中心連接點，大灣區中的交通樞紐 國家級打印裝備制造中心

澳門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

平台

博彩、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

中山 大灣區交通樞紐 對港澳農業出口

香港 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

樞紐地位

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創新

及科技事業

肇慶 打造大灣區連接大西南樞紐門戶城市 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集聚

三、“大灣區”給澳門帶來的機遇

長期以來，博彩業、旅遊業為澳門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良好的成績，這是

無容置疑的事實；但是，亦引發出澳門產業單一的經濟結構問題；這個問題與

澳門面積、人口、市場相對較少的因素疊加起來，就構成了澳門人在就業、守

業、創業，沒有多大發展空間的局面。

在《規劃綱要》中，澳門其中一個戰略定位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

作服務平台”（以下簡稱“中葡平台”）；在這之前，澳門建設成為“中葡平

台”，是澳門特區政府為促進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策略，這亦是澳

門各界人士關心的課題；例如：澳門經濟學會在2016年2月以專著的形式，出版

了《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發展策略研究》（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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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研究》）集中討論了這個課題[6]。如指出：從服務平台的頂層設計到人才

的培養，仍有不少要做的工作的問題；在第七章綜合指出：解決問題的建議；

如指出：澳門理工學院在2015-2016學年，開始開辦“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經貿關

係”的學士學位課程（本科課程），為解決人才缺乏的問題，邁出了重要的一

步。

自2016年以來，為建設澳門成為“中葡平台”做了不少工作；在硬件設施

方面，歷時近三年興建的“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第一期

工程（會議廳、大堂等），已於2019年底落成，為“中葡平台”的發展，提供

了優質的硬件設施；在政策法規方面，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為在2019年10月16

日，在澳門舉行的“2019央企支持澳門中葡平台建設高峰會”所提供的參考資

料：《澳門－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顯示，在政策法規方面，已

進行了不少工作[7]。

但是，綜合[1][8]兩篇文章所述，建設澳門成為“中葡平台”，仍處於發展

中階段。

在博彩業及旅遊業仍然主導澳門的經濟發展、建設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仍處

於發展中階段、澳門本土發展空間相對較少的情況下，往外發展不失為一個出

路；“大灣區”的建立，為澳門人帶來出路的機遇。從表-1可知，大灣區重點

發展的核心產業和核心行業是多方面和多層次的；若澳門產業界及澳門人士能

把發展空間不再局限於澳門，而是放眼“大灣區”，相信會為他／她們帶來更

為寬闊的創業和就業空間。

四、確立職業大學/職業技術大學的意義

自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的教育主要分為兩大類型：普通教育和職業教

育；普通教育在高等教育層次，一般稱為學術型教育（或稱研究型教育），主

要由大學（如中山大學）開辦學術型教育的課程；職業教育在高等教育層次，

稱為高等職業教育（或稱高職教育），開辦高職教育的院校稱為高職院校。

兩類型教育都為我國的發展作出卓優的貢獻；如：普通教育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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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型教育）為我國的科學發展、學術成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職業教育

為我國人民就業、促進生產，作出了顯著的成效。在20世紀80年代末，在高等

教育層次，在學術型教育和高職教育之間，出現以應用學科知識為本位的應用

型教育[9][10]。

國家教育部分別在2019年5月、2020年6月，公佈了共21所，由高職院校更

名為職業大學／職業技術大學的院校名單（見表-2）。

表2、共21所職業大學／職業技術大學的名單[11]

全國首批職業本科試點學校名單(15所) - 2019年5月公佈

序號 原高職院校 更名結果 省份 辦學性質

1 泉州理工職業學院 泉州職業技術大學 福建 民辦

2 南昌職業學院 南昌職業大學 江西 民辦

3 江西先鋒軟件職業技術學院 江西軟件職業技術大學 江西 民辦

4 山東外國語職業學院 山東外國語職業技術大學 山東 民辦

5 山東凱文科技職業學院 山東工程職業技術大學 山東 民辦

6 山東外事翻譯職業學院 山東外事職業大學 山東 民辦

7 周口科技職業學院 河南科技職業大學 河南 民辦

8 廣東工商職業學院 廣東工商職業技術大學 廣東 民辦

9 廣州科技職業技術學院 廣州科技職業技術大學 廣東 民辦

10 廣西城市職業學院 廣西城市職業大學 廣西 民辦

11 海南科技職業學院 海南科技職業大學 海南 民辦

12 重慶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重慶機電職業技術大學 重慶 民辦

13 成都藝術職業學院 成都藝術職業大學 四川 民辦

14 陝西電子科技職業學院 西安信息職業大學 陝西 民辦

15 西安汽車科技職業學院 西安汽車職業大學 陝西 民辦

全國第二批職業本科試點學校名單(6所) - 2020年6月公佈

16 遼寧理工職業學院 遼寧理工職業大學 遼寧 民辦

17 運城職業技術學院 運城職業技術大學 山西 民辦

18 浙江廣廈建設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廣廈建設職業技術大學 浙江 民辦

19 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 江蘇 公辦

20 新疆天山職業技術學院 新疆天山職業技術大學 新疆 民辦

21 上海中僑職業技術學院 上海中僑職業技術大學 上海 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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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大學／職業技術大學的確立，是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歷史性突 

破[12]；這是突破了高職院校只可開辦三年學制專科層次的高等職業教育（簡稱

為“高職專科”）的制約；高職院校更名為職業大學／職業技術大學後，則可

開辦四年學制本科層次的高等職業教育（簡稱為“高職本科”）。簡言之，高

職院校更名為職業大學／職業技術大學的正面意義是：高職院校從專科院校升

格為本科院校。

之前，高職院校若計劃開辦高職本科的課程，只可和普通本科高校聯合開

辦；如：自2012年，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經廣東省教育廳批准，與深圳大學聯

合開辦高職本科相關的課程。

如前文所述，職業教育為人民就業、促進生產，作出了顯著的成效；但

是，職業教育自身體系的建設，長期處於滯後的情況；及至2019年5月首批職業

大學／職業技術大學的確立，職業教育的“中、專、本、專業碩士”體系，才

建立起來；“這批新建本科職業學校有望彌補缺位，下連中職高職、上接專業

碩士、左右銜接普通本科，在技術技能人才系統培養中發揮樞紐作用。”[13]

五、人才類型與教育類型

目前，以楊金土為首等學者在1995年提出的“人才四分說”[14]，得到國內

專家的基本共識[15]；在“人才四分說”中，把人才分為學術型人才、工程型人

才、技術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四類。在眾多的文獻中，對這四類人才所從事的

工作，已作了多方面的描述，現綜合整理如下：

（一）學術型人才的工作

學術型人才主要對基礎學科，從事研究的工作，增進學科性的知識。如：

對物理學、天文學、醫學從事研究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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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型人才的工作

工程型人才主要從事開發、設計、綜合運用學科知識的工作；以產業、行

業為本位。如：設計工程師、醫師、律師。工程型人才的工作一般由具有本科

或以上層次學歷的人士擔任[16]。

（三）技術型人才的工作

技術型人才主要在生產現場、業務現場工作；從實踐方面，運用學科知

識；以職業、工作崗位為本位。如：現場工程師、護士、資訊科技技術員、金

融業服務員、旅遊業服務員。在2000年之前，技術型人才的工作主要由具有高

職專科學歷的人士擔任；在2000年以後，由於各行各業在知識運用的層面不斷

深化，技術型人才的工作逐漸由具有高職本科學歷的人士擔任[17] [18]。

（四）技能型人才的工作

技能型人才主要在生產現場、業務現場工作，進行具體的操作；把設計圖

紙、工作指引轉化為具體的產品或成品。技能型人才的工作主要由具中職專科

教育學歷的人士擔任。

在我國，培養這四類型人才的教育類型，若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1997年修訂的“國際教育標準分類”（ISCED 1997）為依據[19]，

可用表-3來表示：

表3、人才類型與教育類型的配對

人才類型 教育類型 ISCED 1997 示例院校

學術型人才 學術型本科 5A1 中山大學

工程型人才 應用型本科 5A2 東莞理工學院

技術型人才 高職本科／高職專科 5B
廣州科技職業技術大學／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

技能型人才 中職專科 3B、3C 順德區容桂職業技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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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澳門大灣區職業技術大學的建立

高等職業教育研究學者王明倫對高職本科有這樣的論述：“高職本科的

本質特徵體現在“技術”，落腳點在“育人”，核心使命是“服務地方經濟發

展。”[20]

如前文所述，大灣區使澳門產業獲得更為寬闊的發展空間的機遇。若把

“大灣區”和“教育”（高職本科）這兩個元素結合起來，相信會為澳門帶來

更大的發展機遇。

為此，本文建議成立“澳門大灣區職業技術大學”（以下簡稱“澳灣

大”），培育高職本科技術型人才，以“服務地方經濟發展”。這裏的概念是

指服務包括澳門在內的整個“大灣區”的經濟發展。

（一）澳門的經濟發展

促進澳門產業多元發展，提升澳門產業界及澳門人士創業和就業的機會，

從而緩解澳門經濟結構問題。

（二）“大灣區”的經濟發展

促進澳門與“大灣區”各城市合作，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可用以下的例子，說明“澳灣大”服務兩地經濟發展的理念：

來到澳門旅遊的國際旅客，不再以澳門作為他／她們旅遊的終點站，而可

以伸延至“大灣區”其他城市，如：佛山、肇慶等城市；因此，澳門旅遊業不單

惠及澳門的經濟發展，也可惠及“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經濟發展。

澳門在落實“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時，可扮演拉動“大

灣區”其他城市經濟發展的角色；如葡語國家對紡織品、成衣有很大的入口需

求，而紡織品、成衣則是廣州、東莞出色的產業；相信在澳門的中介服務下，

可提升廣州、東莞對葡語國家紡織品、成衣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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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店後廠”、“廠店結合”的發展模式中，澳門應盡量採用：澳門是

“店”，“大灣區”是“廠”的策略，發展相關的產業[21]；這樣澳門才可以克

服面積、市場相對較小和人口較少的制約；另一方面，澳門在發展自身的經濟

時，也可促進“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經濟發展。

為此，“澳灣大”所培育的高職本科技術型人才，是服務澳門和“大灣

區”的兩地人才，亦是溝通兩地的中間型人才。基於兩地人才、中間型人才的

理念，當“澳灣大”開辦與某個產業或行業相關的課程時，有以下的兩個原

則：

1、該產業或行業在澳門已有一定的基礎或澳門有潛力發展該產業或行業；

2、該產業或行業與“大灣區”重點發展的核心產業或核心行業有交集；

為此，“澳灣大”擬開辦以下課程（但不限於以下課程）：

1、資訊科技課程；

2、電子和通信課程；

3、智能型機器人課程；

4、電子教學課程（如：建構基於互聯網+的電子教學平台）；

5、以“大灣區”為本位的金融服務業課程；

6、“大灣區”為本位的國際貿易課程；

7、面向“大灣區”的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課程；

8、成衣設計、生產、營銷課程；

9、建築設計與工程課程；

“澳灣大”採用“校企合一、產教結合”的教學方式；在四年本科學習

中，學生除了在學校學習課本知識外，也會有相當的時間（具體時間，視個別

學科而定）到澳門及“大灣區”相關的產業、行業實習；當“澳灣大”的學生

畢業後，便可即時投入，與其專業對接的，在澳門或“大灣區”開辦的產業、

行業服務。

在教學中，加入了“大灣區”元素，就可以擴闊了學生日後的就業空間；

不單如此，在教學中，亦會加入創業的思維，使學生更有能力，成為服務兩地

經濟發展的中間型人才；學生能融合兩地的資源和優勢，為兩地的產業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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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開拓和創造更寬闊的業務空間；如前文所述的兩個例子：澳門旅遊業伸延

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營運模式；紡織品、成衣透過澳門通往葡語國家的出

口模式；在這個思維下，學生可把在“大灣區”發展到一程度，而澳門亦有潛

力發展的產業或行業（如：智能型機器人產業），帶回澳門；為澳門創造一

個新的產業（按產業的實況，可採用“前店後廠”、“廠店結合”的營運模

式）。

“澳灣大”服務兩地經濟發展的理念，也可以在辦學方面體現出來。即：

不但本澳的學生可以報讀“澳灣大”，“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學生也可報讀

“澳灣大”；如“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學生可報讀“澳灣大”開辦的中國與葡

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課程；從宏觀的角度而言，“澳灣大”立足澳門，面向

“大灣區”各城市；培養服務於“大灣區”的高職本科技術型人才。

七、“澳灣大”的建校

由於“澳灣大”是一所新辦的學校，學校的積澱是零；因此，“澳灣大”

在開辦課程時，會盡量採用與“大灣區”內院校合辦課程的形式，開辦相關課

程。如：

1、與深圳大學合辦資訊科技課程。如：電子商務、智慧城市建設；

2、與東莞理工學院的粵港機器人學院合辦智能型機器人課程；

3、與暨南大學合辦金融服務業課程；

4、與澳門理工學院或廣州外語外貿大學合辦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

課程；

為了使“澳灣大”盡快投入教育工作，“澳灣大”會引入“大灣區”內，

對開辦高等職業教育卓有成效的院校，作為辦學的實體；借助它們現有的實力

與經驗，調適於澳門的實際環境，使“澳灣大”盡快投入教育工作。目標是：

今年籌辦、明年招生、同年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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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

以本澳學者陳志峰教授為第一作者的文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澳

門高等教育發展的動力、定位和走向》[22]，在“大灣區”機遇下，建議：“澳

門高等教育可通過粵港澳三地教育資源整合，提升其高等教育發展品質，助推

大灣區建設。”“澳灣大”的建立，就是對該文章的建議的落實和擴充；落實

方面，“澳灣大”是這個建議的載體、實現者；擴充方面，“澳灣大”不僅和

粵港澳的院校合作開辦課程，也和“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院校合作開辦課程。

如：深圳、東莞等。

以內地學者馬早明教授為第一作者的兩篇文章《粵港澳大灣區視域下澳門

高等教育發展：機遇、挑戰與應對策略》[23]、《回歸20年澳門高等教育發展：

特色、問題與對策》[24]，都提及：澳門面積、市場相對較小，人口也較少的情

況，影響到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因此，這兩篇文章都建議：澳門高等教育的

發展應伸延和融入“大灣區”，這樣會為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更大的發

展空間；“澳灣大”立足澳門，面向“大灣區”各城市，正是這個建議的有效

落實。

以教育來促進澳門產業多元發展，提升澳門產業界及澳門人士創業和就

業的機會，從而緩解澳門經濟結構問題，可能是一個漫長的歷程；但是，當教

育和大灣區這兩個元素結合起來，情況可能不一樣；隨著“大灣區”的深化發

展，人才的培育是對準“大灣區”發展的策略，相信：當建校10年後，“澳灣

大”不單在緩解澳門經濟結構問題上，作出貢獻；同時，也可對“大灣區”的

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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