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政府与抗战时期的职业介绍

江红英

内容提要 国民政府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 面对战争带来的新情况,顺应时势需要,将职业介

绍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常态工作, 采取了许多发展职业介绍的措施, 如设专门机构管理,办理难民

职业介绍,发展公立职业介绍机构,加强对私人职业介绍机构的管理, 指导职业介绍机构规范化运

作等。从效果上看,职业介绍对解决失业者的就业难题有所帮助;但职业介绍的作用因各种原因而

有限;特别是政府赋予职业介绍以沉重的社会责任,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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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职业介绍就是中介机构通过搜集和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 向求职者和求才者提供服

务, 满足双方的需求,解决劳动力供需平衡问题。虽然历史上也曾有 推荐  、保举  等与职业介绍

类似的形式,但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介绍是伴随着城市扩展以及工业发展而兴起的。在中国,现代意

义上的职业介绍起始于 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大以及近现代工

业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职业介绍便开始兴起,作为这一工作载体的

职业介绍机构也应运而生。

一 抗战时期职业介绍事务面临的新情况

抗战以前,各城市的职业介绍机构已有一定数量,但多数属私营性质。一些地方政府已制定出

相应的法规对之进行管理,如 !南京市职业介绍所登记规则 ∀、!贵州省公营职业介绍所组织大纲∀、

!海员总工会职业介绍所规则 ∀等。 1931年 12月 3日,实业部颁布了第一个关于职业介绍的全国

性法规 # # # !职业介绍所暂行办法 ∀,第一次明确规定将职业介绍工作纳入政府职能, 具体由各地

社会局 (处、科 )负责。1935年 8月 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 !职业介绍法∀, 用法律形式规定职业介绍
相关事务。!职业介绍法 ∀规定: 为图职业介绍事务之联络统一, 省市县得设置职业介绍机关;或

附设于他机关,受中央劳动主管机关之监管。 ∃该法规定了职业介绍机关分公设和私立两种, 规定

了其设置资格、办法、运作程序等。总之,抗战以前,国民政府对职业介绍的重视和管理程度已在逐

渐加强。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 因为战争的关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变动, 一方面有很多的人因

为战争的关系而失业,一方面则新兴事业需要大批的人员去充任, 这里就发生供与求失调的现象

了 。% 这些现象是过去职业介绍事务中未曾遇到的,同时又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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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面抗战初期,大量难民涌入西部。

据国民政府的赈济∃ 委员会统计, 在 1938# 1940年的三年间, 经该委员会移民至后方者为

1713699人。后方各省市县收容救济的难民人数, 三年间 ( 1937年 # 1939年 )计有 6704412人。在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迁入西南、西北地区的人口没有过确切的统计数字, 推算在抗战的七、八年中由

东南及中部各省区迁入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人口约在千万人左右  。% 这些内迁人
口, 大多数迁往大城市, 如成都市人口由 1937年的 496128人, 增加到 1945年的 620302人,年均增

长率 2 83%, 重庆市人口由 1937年的 453427人, 增加到 1945年的 1061769人, 年均增长率高达

11 22%。∋ 在内迁人口中, 有许多是随单位内迁的, 如国民政府的公务员、企业界、教育界、文化界

人士,但仍有相当大一部分为失业者,他们亟需解决工作和基本生活问题。当时著名的职业介绍工

作者喻兆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有如下评论: 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 就可以增加抗建的力

量, 否则, 也可以影响后方的秩序。 (

第二,大量工厂内迁后, 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组织了浩大的 内迁工程  。 至 1938年底共迁出 304厂, 1939年

再迁出 114厂, 至 1940年才安置就绪。到 1940年, 内迁工厂总数已达 450家左右, 器材 12万吨,

技工 12000多人  。) 虽然这个数字不小, 但其中技术工人的数字并不大。一方面, 内迁的工人是

原有企业工人中的少数,其中技术工人更少, 若以战前上海 80万工人来比例, 那等于 320个工人

中, 只有一个是随厂迁出的, 其余的仍在沦陷区 。∗ 也就是说,内迁的工人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

要。内迁企业不仅自身要发展,同时还给大后方带来了发展工业的机会,能否发展, 发展到什么程

度, 都需要相应数量的工人, 尤其是技术工人作保障。而当时却存在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技术工人

市场严重的供需不平衡矛盾,需要国民政府找到相应的办法加以解决。

第三,抗战后期,大后方出现大量失业现象。

抗战后期的失业者,不仅有抗战初期的难民,还有后方的失业者,后者较前者为众。如 1943年

滇缅公路被日军阻断后, 留昆失业汽车司机, 为数甚巨,大都流离失所, 生活无法维持  。+ 1944

年豫湘桂战役后又出现大量难民。更为严重的是, 1942年后, 大后方的民族工业开始陷入困境,日

趋凋弊。 工业的凋弊与困境主要表现在新建工矿企业急剧减少, 原有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纷纷

减产、停产,甚至转让、倒闭。 1943年, 仅重庆停产的工厂就有 270多家,占全市工厂总数的 1 /3。 ,

上述情况必然导致大量失业。在这些大量失业者中, 还有一个特殊群体, 即复员军人。一些军人在

服役期满后需要安置,一些军人伤残后需要就业以保障生活。

上述三种现象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 对当时的职业介绍产生了密切影响,使得当时

的职业介绍在上述背景下主要围绕解决失业与就业问题而展开。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

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提出, 要 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 施以组织及训练, 以加强抗战力

量 − , 这就把解决失业就业问题上升到关系抗战前途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职业介绍作为解决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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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问题的一条途径其作用也被迅速放大, 以至时人认为, 只有加强和健全职业介绍的组织,在

平时完成人才控制的准备,一到战时即可控制全国人才,进一步即可使战时军队与生产者的人力得

有合理的分配  ∃ , 职业介绍为调剂人才增加生产安定社会福利人群之事业, 战前重要,战时更重

要 。%

二 国民政府发展职业介绍的措施

由于上述原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极为重视职业介绍,把职业介绍作为政府社会政策的重要方

面, 归入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了许多发展职业介绍的措施。

第一,专设相应的管理机构。

为了推广和规范职业介绍,国民政府特设机构进行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机构当属振济委员会和

社会部。振济委员会的职业介绍对象主要是难民,其工作重点主要在于 安置 ,而社会部职业介
绍对象则包括所有求职和求才者, 工作重点主要在于 介绍  。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 1937年 9月 7日颁布了 !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
在南京设立了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总会,并于省及院辖市设立分会, 于各县、市设立支会,其职

责涉及到难民就业,要求各地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尽力解决难民就业问题, 对 有工作能力

者, 应参酌人数多寡工作类别及当地环境, 妥为分配,派往所属乡 (镇 )协助生产或输送事业, 或于

各地防卫组织及其他团体内,给予相当工作  。∋

1938年 4月 23日, 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总会与国民政府振务委员会合并改组成立了以

孔祥熙为委员长的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原难民救济委员会所辖难民职业介绍的职能也转交振济

委员会。振济委员会第二处的职能之一即为 灾民难民之组织训练移殖配置及职业介绍事项 。(

振济委员会下设难民运送配置总分站, 其主要工作为抢救战区、或自战区处避之难民, 并予以运

配安置,按照预定联贯之路线,逐站接运后, 务使少壮者恢复生产,老弱者得有安置。一面运用难民

中优秀分子组织难民服役队担任救济服务, 凡难民中之青年与技术人才, 随时登记选拔, 介绍职

业 。)

国民政府社会部则是除振济委员会之外的另一个全面管理职业介绍的机构。 1939年,蒋介石

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提出, 党应透过政府实现其主义政策  , 根据他的意见, 社会部确定 欲

使党之社会政策,借政府功令以实施,社会事业, 假政府力量以建立 。∗ 1940年 11月,国民党中央

社会部改隶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国民政府社会部。社会部接管代替了之前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的

职能,包括职业介绍的职能。在社会部系统中,掌管职业介绍的分支机构又包括两大块:

一是社会部内部行政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部社会福利司。按照 1940年 10月 11日国

民政府公布并于 1941年 11月 24日修正的 !社会部组织法 ∀规定, 职业介绍是社会福利的组成部

分, 社会部社会福利司第四科负责职业介绍的管理, 包括职业介绍之计划推行、职业介绍之指导监

督、职业介绍机构之筹设及监督管理、社会人才之调剂、人才供需之调查、失业就业之研究、失业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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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之协助、职业指导之推行、职业介绍工作人员之选用培养考核等等。∃ 除社会福利司主管职业介

绍工作外, 1942年 9月成立的社会部劳动局,其职能也涉及到职业介绍, 如 人力之调查登记及统

计事项 , 限制或调整从业者之就职退职受雇解雇及其薪俸工资之综合联系事项  , 私人雇用工

役职务与能力之查报及其数额限制事项  , 劳动服务之推行事项  等。% 劳动局成立后, 即举办

劳动调查与登记,一面在重庆、成都、自贡、万县、泸县、衡阳、贵阳、曲江、桂林、昆明、泰和、西安等

12重要地区,设立流动调查登记站, 分区、分期举办厂场概况、一般工人概况及人力需要等四项调

查, 一面又委托各机关团体、各重要厂矿实行委托调查,以为管制调整之依据 。∋

二是社会部下属行政机构。中央设立主管职业介绍的机构后, 地方也随之设立了相应机构。

1941年 9月 5日,行政院公布了!省社会处组织大纲 ∀,规定各省政府必须设置社会处, 主管关于

人民组训、社会运动、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事宜  。( 1942年 4月 9日,行政院又公布了 !市政府掌

管社会行政暂行办法∀, 规定市政府之社会行政事项,由社会局主管,未设社会局之市,由社会科主

管, 其职能之一就包括 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职业介绍之指导实施事项  。) 到 1942年底,已有四

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等 11个省设立了社会处,另外还有湖

北、山东、安徽、河南、山西、西康、宁夏、青海、察哈尔 9个省在民政厅内成立了社会科。∗ 此后,各

县 (市 )政府也分别设立了相应的社会科。直属行政院的市,如重庆市, 则设社会局为主管机构。

上述社会部下属行政机构,均负有职业介绍之职能。

社会部及其下属行政机构通过行政途径层层管理职业介绍事务。如按照社会部 1943年 3月

10日公布的 !各职业介绍机关按月造送工作报告办法 ∀规定, 各职业介绍机关于每月月终应将本

月份工作情形编造报告书呈报主管机关  ; 报告书须依照规定之项目依次汇编,不得先后凌乱 。+

上级机构则根据下级机构报送的情况, 从宏观上制定政策措施, 并对下级机构发出相应的命令指

示。

第二,办理难民职业介绍。

1938年 12月 9日, 振济委员会公布施行 !办理难民职业介绍办法 ∀。该办法规定, 不仅振济委

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以及所属各救济区事务所、难民运送配置总分站要办理难民职业介绍,而且委员

会还委托素有声誉之社会团体办理难民职业介绍,如中华海员工会、社会事业人才调剂协会等。职

业介绍包括 机关、团体、工厂、商号等, 需要员工情形之调查及登记;难民技能职业之调查及登记;

职业介绍  。, 其中一些条款具有强制性,如 需要员工之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商号或个人, 均得

向办理难民职业介绍之机关、团体,请求介绍员工,但于接到介绍员工函件后, 无论录用与否, 均应

于三日内函复,其已录用者, 并须将其服务处所担任职务及待遇情形,分别叙明, 如有更动, 仍须随

时函报备查 。− 该办法还要求 办理难民职业介绍之机关、团体, 不得向请求介绍职业之难民及征

求员工者,收受任何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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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振济委员会统计,振济委员会直属及辅助各机关介绍难民职业人数, 二十七年八月至二十

八年底,为 7472人;二十九年度为 1657人, 三十年度为 107741人  。∃ 截至三十年底, 计成立难

民职业介绍所 91个单位,三十一年度共达 168个单位。介绍就业难民, 据报到会者, 计达 101444

人, 三十一年一月至十一月介绍就业难民,计达 645403人  。% 这些数字随振济委员会工作的继续

而增加, 自三十二年七月以来,振济委员会在难民聚集处所先后设置难民职业介绍所 83所, 三十

三年又增设 4所,并核准湖南增设 5所,四川增设 1所。本期共计介绍就业人数 3176人 。∋

在所有难民中,青年和技术员工尤其受到重视。为了帮助这部分难民就业,振济委员会专门成

立了一个临时机构 # # # 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 对 各沦陷地区之失学失业青年、技术

员工、文化人士及妇女不甘受敌利用迁来后方者,均经予以救济  ,其中 1943年即 招致青年 23731

人, 协助升学或就业者 10763人。( 这样做的原因除了大后方需要大量技术人才外, 还有一个原因

则是不让技术人才陷入沦陷区,落入敌人手中为敌所用。

振济委员会还于 1941年 6月创设战区内迁妇女辅导院帮助妇女难民就业。辅导院 一方面是

补习给她们以各种专门的学术,一方面是随时介绍她们以适当的工作, 使她们除了解决个人生活,

还能发挥她们各自天赋的特长,贡献到抗战建国的伟业上。同时我们也使工作机关与干部人才可

以沟通,以免工作找人, 人找工作的隔阂  。) 为了帮助入院妇女顺利找到工作, 辅导院每周都有一

次专门的职业讲座, 对要求就业者 更须选习一种专业训练, 或文书、或会计、或缝纫、或事务管

理 。∗ 到内迁妇女辅导院成立两年时, 入院与求业登记的人数, 共 829名  , 介绍获得职业者的

共计 357名  。+

第三,设立公立职业介绍机构。

振济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负责临时性救济。职业介绍针对难民, 显现出它是一项临时性救济

工作。但随着时局的相对稳定, 职业介绍的对象已不限于难民,因此, 职业介绍工作需要常态化。

国民政府在成立社会部后,将职业介绍管理工作作为其职能之一,采取一系列相应举措发展职业介

绍。举措之一是发展公立职业介绍机构,将之作为社会服务工作的内容, 纳入到各级社会服务处的

职能之中。

社会部及其下属行政机构,虽为职业介绍的主管机构,但许多职业介绍政策措施却主要由下属

事业机构 # # # 社会服务处来落实。社会部在其 1940年 7月至 1941年 2月的工作报告中称: 职业

介绍之指导与协助,亦为本部重要之职掌,初拟设立专所, 切实推进, 惟以目下国家财力所限暂并入

社会服务范围以内,黾勉进行。 ,按照这一规划, 1941年 12月 12日,社会部公布了!社会部设立示

范社会服务处暂行通则 ∀, 在各重要地区设立示范社会服务处。社会服务处的业务包括生活、人

事、文化、经济服务等,其中人事服务实际上主要是职业介绍,要求各社会服务处 在职业介绍机构

未设立以前,并得暂设职业介绍组,办理职业介绍事宜  。− 1942年 6月 22日,社会部公布了 !社会

部直属社会服务处附设职业介绍组暂行通则 ∀,其中规定: 为实施职业介绍调剂人才供求起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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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属社会服务处内设职业介绍组  , 暂设介绍、推广、总务三股  ,其主要任务是: 接受求职或求

人者之请求介绍并为登记 ; 调剂人才需要及供给  ; 调查人才之供求状况  ; 指导职业训练及

就业服务  。该 !通则∀还规定了职业介绍组的人员组成: 设总干事一人主持该组事务,干事三人,

办事员三人至七人,承总干事之命,办理各该管事务  , 本组总干事由社会部指派, 干事及办事中

由总干事遴选适当人员报部核准后聘用之  , 规定 本组职员除遵守社会服务处各项规则外, 其工

作受该省社会处之指导,并直接受社会部指挥监督 。∃ 同一天,社会部部长核准了 !社会部社会服

务处附设职业介绍组办事细则 ∀,规定了介绍职业的详细程序, 以及职业介绍的规范,要求 对于求

职人或委托人不得以任何名义索取报酬;对于因介绍职业所知他人之秘密不得泄漏  。%

社会部树立的职业介绍机构典型是重庆职业介绍所。在国民政府社会部设立前,原属国民党

中央的社会部便于 1940年 2月在重庆筹设社会服务处, 以实验示范方式办理各项社会服务事业。

同年 11月,重庆社会服务处正式运行, 选址在重庆民权路、新生路口。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后,

规定 先于本部各直属社会服务处内,附设职业介绍组,逐步推进  。∋ 重庆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

设置最早,它成为后来社会部职业介绍事务的 试验田  ,此中产生的许多经验, 成为社会部制定职

业介绍政策和措施的依据,社会部 所订各项章则法规表格等, 均首由该组试用,并随时派员考察

其试用情形及经验,以为改进之根据 。( 1944年 7月,原重庆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经过改组成

为重庆职业介绍所,设址在重庆两路口。重庆职业介绍所成立后, 前来求职求人者众多,特别是求

职人数 每日多者竟至 150人, 拥挤不堪  。)

社会部的目标是: 凡设置社会服务处之省县市,本部均饬于处内附设职业介绍机构, 兼办职

业介绍工作,并由本部订定设计全国职业介绍网办法,对全国各省市职业介绍工作之推进, 为全面

之设计。 ∗到 1942年, 各省市社会服务处普遍兼办职业介绍业务。据有关资料统计,从 1942年 9

月至 12月,社会部直属各社会服务处的职业介绍组,介绍职业成功者,共达 2169人。+ 同年度,除

原有省市开办的职业介绍所外,云南、陕西、广东也开办了职业介绍所。据社会部统计,到 1945年

12月底, 本部有案之全国职业介绍机关共计 109个, 专办职业介绍之机关 12个中,本部设立者上

海及重庆职业介绍所各 1,省市机关设立者 3,社会团体设立者 7;兼办职业介绍之社会服务处 97个

中, 本部设立者为内江、兰州、贵阳、遵义 4处,省市政府设立者 4处, 省市党部设立者 4处, 县市政

府设立者 14处,县市党部设立者 71处。就行政区域言,广东 32,湖南 15,四川、陕西各 11,江西、重

庆各 6,其余合计 18 。,

第四,加强对私立职介机构的监管。

除了各社会服务处设立的职业介绍组这种公立的职业介绍机构外, 还存在众多的私立职介机

构。这些机构一些在抗战之前即已存在,一些则因抗战期间极为突出的失业就业问题而发展起来。

为了规范私人职介机构, 1942年 8月 11日,社会部公布了 !私设职业介绍所暂行办法∀。!办法∀对

私设职业介绍所作出了界定: 指农会工会商会同业公会或其他合法组织之团体设立之职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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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 其任务是 接受需人者或求职者之请求介绍并为登记; 调剂人才需要及供给;调查人力之供求

状况;指导择业训练就业服务  ,要求求职者有 未达法律所定某种工作之劳动年龄者、有不良嗜好

者、有恶性传染病者  ,职业介绍所 得拒绝之  ; 需人者有 妨碍身体健康之工作, 有秘密性质而妨

害公益之工作,有恶劣环境及危险性或传染病之工作  ,职业介绍所 得拒绝之  , 规定职业介绍所

必须 向主管官署申请登记 。∃ 之后,社会部又再次强调,私设职业介绍所 包括职业指导所、佣工

介绍所,及经营介绍业者 (例如旧荐头行等 )在内。 %

在!私设职业介绍所暂行办法 ∀公布的同一天, 社会部还公布了 !私设职业介绍所登记规则∀,

规定所有的私设职介机构必须向所在地的县市政府 (在院辖市的向社会局 )登记, 登记的内容包

括: 主办团体之名称地址及该团体立案之年月日 ; 主持人之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及经历 ;

介绍所之名称及地址 ; 介绍职业之类别 ; 设备情形  ; 经费来源及其分配  等。登记之后,由

主管者核查,并呈报省社会行政机关汇报社会部备案,不合格者,要依法解散或撤销。∋

通过上述法规,国民政府将各种私人及团体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同政府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

一道,纳入了自己的监管范围。 从此,全国私设职业介绍机关之设置和撤销,均须向所在地主管

官署登记备案,并受其指导监督 。( 这一点从表 1中可以看出。

表 1 私设职业介绍所登记表)

介绍所名称 璧山县职业介绍所 地址 县政府内

主办团体名称 璧山县振济会 地址 县政府内 成立及立业日期 三十一年八月七日

主持人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住址 经历

姜荣基 男 38 璧山 县党部内 曾任县党部委员

介绍职业类别 工商业教育公务各项职业人员

沿革 三十一年八月奉省振济会令筹设

组织 所内设干事 1人,负责办理调查调查及函介事项

设备 在振济会内高申请介绍职业处并置各项表簿

经费来源 由振济会经费开支一切费用

工作概况 分别函知调查需用及过剩人才为介绍或由需人求职双方申请登记介绍延用

今后计划 拟今后添筹经旨,增加人事推广介绍工作

备注 因介绍所组织章则已请省振济会检发, 尚未发下应转补发以资遵循

登记日期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填表人 姜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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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官署审核意见 该所奉令设立未专订章程,俟组织章则发下后应依法改组

办理登记机关 庆符县政府

填表须知: 1、本表名、栏由各该介绍所负责人切实填写;

2、主管官署审核意见一栏应对于该介绍所审核之断语,如合格 (应改组 ) (应整理 ) (应解散 )及其理由。

除了加强对私立职介机构的监管, 政府还通过奖励政策鼓励发展私立职介机构。社会部在

1941年 10月至 1942年 8月的施政报告中表态: 凡私人或团体之办理成绩优良者, 政府应予奖

助, 以昭激厣, 自三十年度以来,领受本部奖助之职业介绍团体, 已有多起,今后本部当仍本此旨,继

续奖助,以期发动社会力量, 办理职业介绍事业。 ∃

第五,指导职介机构规范化运作。

社会部不仅将全国的公私职业介绍机构纳入自己的管理范围,而且力图使这些机构的运作规

范化。这种规范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培训从事职业介绍工作的干部。

职业介绍是一种社会工作,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应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其他素养。根据当

时业内资深人士喻兆明的观点, 职业介绍工作者应具备以下两方面资格: 第一为品学方面,要求:

( 1)品格: 坚忍的意志、仁爱的心肠、深度的同情、合作的精神。 ( 2)仪态:快乐的心境、举止大方、和

蔼可亲的态度、整洁的外表。 ( 3)特殊能力: 社交能力、科学精神、判断能力、创造能力、宣传能力、

研究能力、口才。 ( 4)普通知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调查统计、心理测量。 ( 5)专门知

识: 职业概况、工作分析、职业测验、职业指导、升学指导、继续指导、介绍谈话、个案研究、职业介绍

法规。第二为经历方面,要求: ( 1)所长 # # # 国内外大学毕业,并对职业介绍学有专门研究而富有

工作经验者。 ( 2)副所长 # # # 国内外大学毕业,并对职业介绍有专门研究而有工作经验者。 ( 3)研

究主任 # # # 国内外大学毕业,对职业介绍学有专门技能知识,及富有研究精神者..即使一般的干
事, 也要求高中以上学校毕业,对职业介绍富有经验者。% 喻兆明对职业介绍工作者的要求固然为

高标准,当时许多业内人士未必能达到。但这一标准也说明,为了让更多的职业介绍工作者适应工

作要求,必须加强对他们的培训。

社会部于二十九年度, 商由中央训练委员会于中央训练团内设立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 调训

各地社会行政及从事民众组训与社会福利专业人员..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 计共举办三期,第

一、二两期共训练学员 290名, 第三期预定训练人员为 226名,分职业介绍、厂矿检查、劳工福利、儿

童福利、社会服务等五组  。∋ 1941年度,社会部计划于 9月培训第三期学员, 但 因本部所属各社

会服务处成立职业介绍组业务展开,需要职业介绍干部甚迫, 故该组提前于 7月 1日开始训练,定

于 8月底结业, 计甲级 7名,乙级 18名,除调训 3名外,余均分发重庆、贵阳、桂林、衡阳等地社会服

务处工作  。( 社会部在成立后的四年间,共培训了社会工作干部 2500人左右) , 其中专职的职业

介绍干部分别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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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央训练团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职业介绍组训练干部情况 ∃

期别 年度 起迄月日 组别 来源 人数

3 1942 7月 1日 # 8月 30日 职业介绍组
调训 3

招考 22

4 1943 3月 1日 # 5月 31日 职业介绍组
调训 7

招考 6

5 1943 6月 1日 # 7月 31日 劳动干部组

调训 18

招考 79

甄选 6

6 1943 8月 15日 # 10月 24日 社会服务救济组
调训 25

招考 4

7 1943 10月 1日 # 11月 14日 劳动干部组
调训 186

甄选 2

8 1944 4月 15日 # 7月 15日 职业介绍组 调训 5

总计 363

上述培训的课程包括普通课程和专业课程。普通课程的科目有:社会部施政方针、社会行政、

社会立法、社会学、社会心理、调查统计、人事管理、会计概要、公文处理、社会福利事业等。专业课

程的科目有: 职业心理、职业测验、职业概况、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补习教育、失业问题等。%

经过上述培训学习者,其工作能力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另外,社会部还会商教育部,在各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添设职业指导科, 或增授职业指导

课程,以期专才之造就。

除了中央级的培训,各省也分别培训下属社会工作者,其中包括职业介绍工作者。据统计,除

去其他社会工作者, 1941年 1月至 7月, 各省市专为社会服务处培训了学员 57名。∋ 各地职业介

绍工作者还通过社会部 1943年 3月 3日颁行的 !社会部职业介绍工作人员通讯指导办法∀ 相互

通讯联络藉知各地业务实际情形及谋增进工作效能 。(

2 对失业者开展职业培训。

1943年 9月 27日, 社会部制定并公布了 !各职业介绍机关实施失业人员职业训练办法 ∀, 要求
各职业介绍机关对失业者进行职业培训。该办法共有 12条,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 各职业介绍机关实施失业人员职业训练,依本办法之规定。

第二条 各职业介绍机关实施失业人员职业训练, 应根据社会需要,及求职人登记统计, 使求

才求职两方获得适当之配合为原则。

第三条 各职业介绍机关,得接受求才机关之委托,代办职业训练。

第四条 实施失业人员职业训练, 得视当地情形,分别采用下列方式: 一、由职业介绍机关,自

行设班训练。二、洽商当地学校合作办理。三、洽商当地工厂矿场或其他企业组织合作办理。四、

洽商各职业团体或社会团体合作办理。

第五条 实施失业人员职业训练, 应依职业种类及教育程度为设班单位, 取学科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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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实施失业人员职业训练, 普通职业训练班,得设班务主任一人,教导员事务员各一人,

其受训人数及班数较多者得分股办事, 并酌量增加教职员名额。

第七条 失业人员训练之课程内容,应注重专业之实际知能及服务道德, 训练时期较长者,并

应授以党政课程,兼重精神训练。

第八条 失业人员职业训练之教学方法,注重实地观察,实地练习,相互讨论及个别指导。

第九条 实施失业人员职业训练, 应同时施行职业指导及职业介绍。

第十条 实施失业人员职业训练时期, 普通为三个月,至少为一个月,至多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十一条 实施失业人员职业训练,所需经费,由主办机关负担, 必需时得向受训人酌收文具

书籍等费,其由求才机关委托代办者,所需经费由该委托机关负担。

第十二条 本办法公布日起施行。∃

除了上述要求对失业人员进行职业训练的办法外,社会部还要求各地社会服务处一律举办职

业介绍指导,将职业介绍指导列入社会服务处的工作内容。

3 制定规范的职业介绍工作程序。

为了使职业介绍工作规范化, 社会部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

一是编制 !中国现有职业分类 ∀。1941年 4月编成分类细目, 计分二十二大类,类中分目,目

中又分细目,每类每目均给予一定之号码,以为便利统计之用 。% 分类细目编制完毕后,即开始在

各类职业介绍机构试用。

二是编制各种适用职业介绍的应用表格。1941年,社会部 特搜集国内外参考材料多种, 依据

社会实际情形,分列加以编订  ∋ ,其中包括!求职表 ∀、!求才表 ∀、!调查求职人状况表∀、!调查得业

者状况表 ∀、!调查用人者意见表∀、!求职分类索引卡 ∀、!约求职者来所谈话并办理登记手续书∀、

!请求才者填写求才表书 ∀、!约求职者人来所面洽书 ∀、!致求才者为通知未有相当人选可资介绍
书∀、!请证明人填写调查求职人状况表书∀、!为介绍面洽致求才者书 ∀、!求才者通知来所面洽结

果书 ∀、!请得业者填写服务状况书 ∀、!请用人者填写调查用人者意见表 ∀等 15种之多。而从 1942

年起,又继续编订了工作统计应用表格,如!求职者籍贯统计表∀、!求职者资格统计表 ∀、!求职者希

望职务统计表 ∀、!求职者希望待遇统计表∀、!求职者年龄统计表 ∀、!委托求人机关统计表 ∀、!需要

人才之职务类别统计表 ∀、!工作月报统计表 ∀、!谈话类别统计表 ∀等。( 在喻兆明所著的 !职业介
绍理论与实施 ∀一书后, 附有 48种职业介绍所用表格, 可见政府对职业介绍机构规范运用的用心。

三是积累职业介绍测试资料。社会部于 1941年起, 不断搜集各种职业测验的参考资料, 作为

职业介绍规范化的依据, 集有沈有乾氏职业兴趣测验、德尔满氏机械的智力测验、沈有乾陈选善

二氏性情态度测验、鲁氏大学心理测验订正个人事实表格及事务员测验等书, 现正分别研究厘定计

划, 并拟先将关于文书人员、管档人员、缮写人员、会计人员等测验材料编印刊行。 )

四是进行职业介绍调查研究。从 1943年起, 社会部开展了全国人才供求和职业状况的调查, 并

制定统一的全国人才状况调查表,令各地统一报表,作为调剂人才的依据。1月 22日,社会部电川、

滇、浙、粤、赣、甘、湘、闽、陕、桂省社会处,迅速开展调查: 饬令所属切实调查,并限表到两月内办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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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汇报到部。 ∃此外,社会部 并向教部调查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状况,藉以明了全国人才供求实

况, 另试办职业状况调查,以明了各业概况, 及其用人容量等等情形, 以为调剂人才之参考 。%

三 国民政府发展职业介绍举措的评估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将职业介绍作为其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推行,力图通过发展职业

介绍机构,建立全国性的职业介绍网络,进行规范化的管理, 以达到解决抗战期间面临的失业就业

难题之目的。但是,国民政府的主观愿望和努力与客观效果却有着相当的距离。

第一,对失业者而言,职业介绍的确对就业有所帮助。

据社会部的工作报告称: 根据本部直接指导之各职业介绍机关团体已送资料统计,三十二年

度, 委托求人者 14191人, 登记求职者 33355人, 而介绍成功者为 10080人, 占求人者 71%, 占求职

者 30%。 ∋从表 3和表 4中,我们也能通过数字看到职业介绍取得的成效。

表 3 四川省会及成都市社会服务处办理职业介绍概况 ( 1943年至 1944年 )(

年份 登记求业人数 委托求才人数 介绍成功人数 介绍成功占求业人数百分比

共计 男 女 共计 男 女 共计 男 女

1943 666 609 57 237 237 # 232 207 25 34 8

1944 2183 1878 305 918 743 175 836 734 102 38 3

表 4 社会部直辖职业介绍机关求才求职及介绍成功人数 ( 1944年度 ))

机关名称
委托求才 登记求职 介绍成功

计 男 女 计 男 女 计 男 女

总计 3349 2482 867 10810 9207 1603 1005 688 317

重庆职业介绍所 2698 2004 694 9070 7716 1354 591 443 148

内江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 94 83 11 210 198 12 76 68 8

贵阳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 112 112 499 452 47 42 35 8

遵义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 114 99 15 356 347 9 87 83 4

桂林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

衡阳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 332 184 147 675 494 181 208 59 149

兰州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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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根据社会部重庆职业介绍所及社会部直辖各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月报汇编。

贵阳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 3月至 12月各月份未据报告。

遵义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 12月份未据报告。

桂林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全年未据报告。

衡阳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 5月至 12月各月份因战事影响未据报告。

兰州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本年 12月始正式办理职业介绍工作, 该月份工作尚

未据报告。

职业介绍的成效渐渐为人所知,职业介绍事务也渐渐为人所接受。 由于政府之倡导, 人民亦

渐改观。技术人员、大学教授,公开登记求职;政府机关、工商学校登记求人,时有所闻, 可见已由忽

视, 渐已重视 。∃ 总之,职业介绍对帮助难民就业、帮助内迁工厂及时寻找合格劳动力、特别是技

术人才,帮助失业者就业等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对职业介绍机构而言,其运作仍有缺陷,中介作用有限。

在旧中国,传统的求职求人方式主要是私人介绍,此外还有工头招工以及企业公开招考等。职

业介绍中介机构是新事物,通过职业介绍中介机构就业显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或迅速普及的方式,

必然需要一个人们适应和接受的过程。抗战期间,正是人们对此适应和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时段,这

种新方式还无法替代旧有的求职求人方式。能够通过职业介绍所找到工作的求职者不超过 10% ,

能够通过它找到人才的用人者也仅在 20% # 30%之间。% 下面 3个事例虽是个案,但却具有普遍

性。 1944年, 福建人、江西车船厂学员何启锐说道: 为着糊口问题,只好中途辍学,放下幸福的书

包, 跑到千多里的江西, 由亲友介绍到工厂学习绘图,迄今已有一年了。 而和何启锐一起的同厂学

员姚宝定也说: 为着经济来源的断绝, 我不得不忍痛放弃求学心理,经亲戚介绍, 便在汉口某电器

公司任低级的职员..武汉会战吃紧时,公司宣告解散,我便偕表兄来到战时首都重庆了。 ∋同一

年, 江西机器厂工人肖岳明也说: 记得是去年九月一日, 江西机器厂招考练习生, 我就考入这工

厂。 (这 3个案例中, 两人通过亲戚介绍就业,一人通过用人单位的考试被录用,都不是通过职业

介绍机构求职的。社会学家陈达对战时重庆部分工厂的调查也发现, 工厂的招工办法分工人彼此

介绍、厂方有关方面介绍、工务总务课介绍、亲友介绍、职业介绍所介绍, 其中以工人彼此介绍者

占多数 。) 由此也可见职业介绍机构这种新生事物所起的作用远不如传统的求职方式。即使在

职介机构,求职者也会发现, 介绍不公平,常凭私人感情 。∗

同时,职业介绍机构自身运作还存在许多缺陷。如 犯了一个毛病,即消极等待职业机会,没有能

够积极去寻求职业机会,因之,求才数字始终不能迅速增高 。+ 而在管理上, 一是对求职者没有分

类, 影响介绍效率; 二是对供求双方了解程度不够。了解供求双方仅仅通过简短的 谈话 ,无法深

入了解求职者的技能,自然影响到介绍成功率;三是技术操作上的失误。如接待同一求职者由两人

负责,一人先与求职者 谈话  ,然后另一人再为求职者 配合  ,即寻找相应工作。这中间必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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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节现象, 负责配合之人,因未直接与求职求才者接触谈话,对求职求才者不甚清楚,致配合时每

多不切实际 。∃ 同时,职介所的 书函表卡, 其内容形式,不能尽合实用,参考资料和测验设备,也

不够充实  。% 此外, 还存在 已介绍有人,或早已介绍成功,或机会早失时效, 仍继续介绍  ; 服务

精神不佳,态度尚欠和霭  ; 职介所人员讲话,每多站在求职者立场 等现象。∋ 职业介绍机构自身

运作中的缺陷影响了其形象和效率,以至于出现 在职介所登记求职者,全系低能或普通人才  (的

现象,这又反过来影响了职业介绍机构在高能的求职者以及求高能者的用人者心中的作用。

此外,职业介绍机构还受到其他各种不利外部环境的影响。根据 !四川省省会社会服务处职

业介绍组工作报告 ∀分析,效果有限的原因在于: 本组远离市区, 求才求业者登记均不多, 业务不

易发展。困难问题:蓉市人浮于事,因此成功之比例不易增高, 而介绍至外埠工作则又发生交通困

难, 因而职介工作更不易迅即展开  ) ; 倘欲求职介之确收成效,必须举办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

以期相辅而行,庶得成功  ∗; 都市人口集中, 外埠缺乏人才, 惟经介绍后往往因交通工具困难或其

他之客观环境所限制,致人才不易向外介绍  + ; 就业人流动太大,不易组织,因而虽每月介绍成功

者若干人,但在工作者则始终不多,考其流动之原因大多均为待遇太低所致 ,; 少宣传缺经费,推

行业务进度迟缓;困难问题: 缺少各方协助, 致有 /孤掌难鸣 0之状 − ;特别是到抗战后期, 工商业

均现失调现象,工作机会减少,失业人员日增, 均苦无出路  ,这种全局性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职

业介绍解决的。

第三,对国民政府而言, 所求效率和目的与初衷不符。

其一,政府尽管有职业介绍主管机构,但效能却有限。如社会部对各职业介绍机构的管理并非

处于完全掌握之中,以至于多次作出类似 三个月未送工作报告应予警告;六个月未送工作报告应

予停发经常费或补助费   的规定。而国民政府开展的职业介绍干部的培训,如表三所反映, 受训

者毕竟是少数人。对求职者进行的职业培训, 也只能小范围进行, 如社会部重庆实验救济院从

1943年到 1945年, 3年中也仅有 258人受到职业培训。! 培训的内容也很有限,如贵阳社会服务处

在 1944年对两年来的职业培训工作总结时说: 过去我们所注意到的, 仅有会议人才地培养, 他如

公文、速记、统计、无线电以及有关农工之专门知识技能等项, 尚付阙如  。∀ 再如社会部劳动局进
行的人才状况调查就不能完全如意。一方面,调查登记的准确性不够。 流动调查站的工作, 着重

于静态调查,这个厂场调查完毕,便调查另一厂场,这个地区调查完毕, 便调查另一地区,而生产界

的情况,在战时的变动特别大,故流动调查登记站的缺点, 就在于不能把握刻刻变化的情况  。# 另
一方面,调查登记遇到了一些阻力。因为 劳动局的管调, 目前尚不及于军用技术人员, 调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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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格,往往在 /军事绝密 0或 /国防机密 0的美名之下碰了壁  。∃

其二,职业介绍的成效主要表现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在经济不发达地区, 职业介绍几

乎没有什么效果。按照社会部的要求, 遍布各地的社会服务处均具职业介绍职责, 但这对落后偏远

的乡镇而言,只能是名义上的。如针对社会部的私立职业介绍机构登记调查,四川省屏山县政府

1944年 1月 14日在给上级的呈文仍称: 查职县向无私设各种职业介绍所, 仅有社会服务处内设

立之职业介绍所一所。 与此相应, 四川省的温江县、广汉县、资中县、彭县、梓潼县、射洪县、阆中

县、蓬溪、蓬安、理番、井研、合江、江北、邻水、长宁、乐山、盐亭、叙永、灌县、珙县、广安、南溪、永川、

成都县、安岳、大邑、万县、名山、沐川、眉山、纳溪、德阳、崇庆、荣县、新都、丹棱、南部、奉节、古宋、云

阳、兴文、北川、遂宁等也称无私设职业介绍所及其他职业指导所等组织。% 即使有些地方开展了

职业介绍,效果也不如人意。如阆中县政府 1944年 1月 19日呈文称: 查私设职业介绍所,本县并

未组织,以致无法登记, 自社会服务处成立以后, 即负责进行职业介绍佣工介绍各任务, 惟向该处请

求介绍者极少,无从统计。 ∋换言之,社会部曾设想通过职业介绍机构的普遍设立建立起全国性的

职业介绍网,使失业就业信息能得到充分掌握与利用,但实际情况与其设想相去甚远。

其三,赋予职业介绍沉重的使命难以完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把职业介绍放在抗战历史背景

之中,上升到 事业  高度,赋予了职业介绍众多的社会功能,如解决失业就业问题, 稳定社会秩序。

抗战后期曾有人论: 已往每于战争结束以后, 常发生解甲不归田之士兵, 在都市作游民..在深

山为盗匪,此种现象,原因固多,主要由于归田后无正当职业,所以移民垦荒,增设工厂, 介绍正当职

业, 帮助有功于国家民族之战斗员成家立业,实为战后最重要之任务。 (此外,改善社会福利, 发展

经济,支撑抗战,甚至建设新国家等也是职业介绍的使命。如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司长谢征孚所说:

职业介绍事业之发展, 不仅是以调剂人才与事业的关系,使求业者得业, 求才者得才,同时并可利

用职业训练和职业指导,增进其职业知能,激发其敬业心理,使得业者乐业,得才者得用,藉以提高

工作效能,促进产业发展,巩固社会安宁秩序,完成新国家的全面建设。 )

上述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职业介绍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项内容与其他内容毕竟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但赋予其沉重的使命则无疑夸大了其历史作用。无论是失业就业难题, 还是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都不是职业介绍所能承受的职责。它关系到当时社会整体生产力发展处

于何种水平、何种阶段, 关系到执政当局通过何种思想理念、何种方式途径来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进而解决各种社会难题。因此,国民政府把各种社会责任加于职业介绍, 企图通过发展职业介绍达

到理想的目的,这种执政方式无疑于舍本求末,结果当然与初衷不符。而从世界范围看,职业介绍

事务的出现、发展、兴盛均与工业化、市场化步伐相生相伴。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工业化、

市场化刚刚起步,职业介绍怎能兴旺? 国民政府大力发展职业介绍之举, 倒是如同揠苗助长。

(作者江红英,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副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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