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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青年失业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不断、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得年轻人

难以找到一份体面工作获得收入。但技术行业一直飞速发展，公司的许多部门缺乏具备

必要的编码技能的专业人士来满足公司对劳动力的需求。令人欣慰的是，用人单位对具

有编码技能的人员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使得年轻人有更多机会追求自己的事业，即在日

渐繁荣的技术行业和在经济社会的其他领域中成为初级开发人员。编码训练营是其中的

一个典例 — 一项在全球新兴起的职业培训计划。

编码训练营是为期三到六个月的面授课程，学生在此学习编码基础，并运用所学技

能在模拟日常工作的环境下进行项目演练。编码训练营的培养对象是在编码方面有少许

经验或零基础的人群，而不是当前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专业人士。编码训练营通过

对有志人士进行快马加鞭来帮助他们提升编码技能（当今社会需求量很大的技能）的方

式，填补了正规教育体系中的空白之处。

该报告旨在突出强调，编码训练营作为一种社会趋势，既解决了全球技术人才短缺

的问题，又缓和了青年失业的局面。该报告对编码训练营的简短历史展开了讨论、确定

了初步运行办法、检验了其如何促进就业，并对其能为青年人（像年轻的男士女士）增

加就业机会的潜能进行了估量。除增加就业机会外，编码训练营解决了技术和ICT行业中

女性工作者缺失的问题，一些编码训练营成功地增加了女毕业生（女毕业生水平高于传

统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学科的学生）的数量。

国际电信联盟（ITU）将此报告贡献给全球青年体面工作举措组织（联合国的一个新

系统，由多方利益相关者提供举措），以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青年失业问题。国际电信联

盟（ITU）正在引领数字技能和科技中心的主题领域。

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尤其是解决青年和女性的失业问题，是很多国家的头等大

事。政策制定机构和利益攸关方应当继续探索每种途径 — 包括编码训练营，来让全世

界的年轻人看到职业前景。我希望这篇报告能够激励人们付诸行动。

 

布哈伊马·萨努

ITU电信发展局局长

前言





v

前言 iii

1 引言 1

1.1 编码训练营：技能训练的选择 1

1.2 编码训练营的就业成果 2

2 就业与编码技能缺乏 5

2.1 背景：ICT与就业 6

2.2 ICT技术人员短缺 8
2.2.1 编码技术人员短缺：全球趋势 9
2.2.2 编码技术人员短缺：区域趋势 12

2.3 总结 14

3 学习编码：编码训练营模式的采用 14

3.1 发展中国家的编码训练营模式 15
3.1.1 准备工作编码训练营 16
3.1.2 编码训练营+编码集训模式 17
3.1.3 微型编码训练营 18
3.1.4 早期教育模式 19

3.2 编码训练营经营模式 20

3.3 编码训练营模式 21
3.3.1 录取流程 21
3.3.2 人口统计 23
3.3.3 课程设计与内容 27
3.3.4 培训模式（在线培训|现场培训|混合培训） 31
3.3.5 成本与费用机制 32
3.3.6 学业认证 33

3.4 就业策略|就业路径 34
3.4.1 就业率 35
3.4.2 编码训练营学生所获得的工作种类 35

3.5 合作关系 36

3.6 编码训练营行业面临的挑战 37

3.7 总结 38

4 总结与建议 39

5 参考文献 44

附录A：方法论 48

附录B：编码训练营提供商访问标准 50

目录



vi

图表目录

表目录

表1：编码训练营特征： 14

表A：调查报告中涉及的编码训练营提供商名单 48

图目录

图1：编码训练营在世界不同地区分布图 2

图2：每种形式编码训练预期成果 3

图3：实现提升编码技能目标所需时间 4

图4：数字：2015年应用服务经济状况估计 10

图5：2014年地区应用程序开发商数量 11

图6：全球应用服务经济（2013年） 12

图7：用于就业的中短期编码训练营模式 16

图8：发展中国家编码训练营编码学员基本情况 23

图9：发展中国家女性参加编码训练营编码学习情况 24

图10：美国与加拿大编码训练营学校女性代表 25

图11：大学教育与编码训练营的区别 28

图12：参加编码训练营的利弊 28

图13：美国与加拿大编码训练营中最受欢迎的编程语言 30



 编码训练营：青年就业战略

1

1 引言

一天晚上下班后，Savannah W.到丹佛市Galvanize学校进行了参观，了解到编码训练

营是针对在软件开发方面有少许经验或零基础的人群开设的一门编码训练课程，经过训

练，学员可成为初级开发人员。22岁的Savannah最近刚获得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她认为

自己的职业前景可能仅限于编写营销材料或在网站发表博客，并不是她真正理想的职业

道路，于是她与Galvanize学校签约了一期24周的网页编码课程，完成学习后，她到旧金

山的IBM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做了软件开发工程师，月薪高达数十万。

纽约时报近期特意报导了Savannah的故事，主流媒体（尤其是美国和欧洲主流媒

体）几乎每天都会涌现类似的成功案例：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男女在学习了编码训练营

课程后，找到了高薪工作。同时，技术行业持续迅猛发展，全球各种公司都缺乏具备必

要的编码技能的专业人士来满足公司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社会对具备编写代码技能的

人才需求与日俱增，不管人们来自何种行业，是扑克牌手、簿记员还是咖啡师，只要想

在日渐繁荣的技术产业中成为一名高薪的初级开发人员，数字世界语言正在向人们敞开

大门。1

1.1 编码训练营：技能训练的选择

随着社会对技术人才需求量日益增大，很多国家的企业都在力求寻找有资质的、具

备编码技能的人才，因此无技术知识背景的年轻人眼光不能仅局限在传统的教室和四年

的学历，应更快地获取技术方面的技能。大量可供选择的学习场所和学习机会的出现，

为人们学习技术提供了便利条件。从在线互动平台（例如Codecademy与Massive在线公开

课（MOOCs）），到通过Meet-Ups和黑客松与其他喜欢学习编码的人展开互动，学习方

式种类繁多，且每种方式的选择都会带来不同的学习和就业成果。 编码训练营是对市场

上学习编码方式的最新补充。

编码训练营的理念几乎完全为技术行业所熟知。多年以来，IT专业人士已参加编码

训练营，以学习不同的编码课程、获得证书或专门从事一项特定的编码。现备受世界关

注的编码训练营也与众不同，编码训练营的培养对象不是IT专业人士，而是在编码方面

具备少许经验或零基础的人群。这些新来的渴望成为软件开发工程师的人士会参加为期

三至六个月的编码集训，其间他们会学习编码基础，并将自己沉浸在一个学习环境中，

该种学习环境将面授训练和互动式项目演练相结合，让学员在演练中模拟真实工作环境

中会遇到的情况和问题。通过集训，学员们不仅会学到如何用具体编码语言进行编码，

更重要的是，他们会知晓怎样在真实世界中开发产品 — 从发现问题到开发产品和经验分

享、解决问题以及在整个产品周期中展开精诚合作。2

编码训练营训练方式不同、形式各异，但一般为三至六个月的面授实操集训全日制

班或在职班，教授学员如何用不同的编码语言进行编码。随着编码训练营日趋受到人们

的欢迎，以及其学员的高就业率，使编码训练营更想帮助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1 Lohr, S.纽约时报。（2015年7月28日）技术行业繁荣，学习编码完成职业转换 
www. nytimes. com/ 2015/ 07/ 29/ technology/ code- academy- as- career- game- changer. html?_ r= 3

2 Duffner, R.BOOTCAMP编码集训的兴起.《连线》杂志。 
www. wired. com/ insights/ 2014/ 08/ rise- coding- boot- camp/ 

http://www.nytimes.com/2015/07/29/technology/code-academy-as-career-game-changer.html?_r=3
http://www.wired.com/insights/2014/08/rise-coding-boot-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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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编码训练营通过对人们进行快马加鞭来帮助他们提升编码技能（当

今社会需求量很大的技能）的方式，填补了正规教育体系中的空白之处。

为解决所有经济部门对软件开发人员的需求量日渐增大、以及正规教育机构中计

算机科学课程不够完善的问题，编码训练营于2011年首先在美国应运而生，培养了具备

工作技能的人员以适应当今由软件驱动的全球经济（研讨细节详见第二章）。自2011年
大批的编码训练出现开始，技术行业在过去的四年里飞速发展。据课程报告（一个掌管

编码训练行业的组织）统计，如今，单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就有超过67家编码训练营机

构，已培养16000多位人才，75%的毕业生找到了全职工作且薪资水平平均增长了44%。3

女性学员占学员总数的40%，编码训练营训练的方式不仅使人们之间的技能差距缩小，

且解决了技术行业中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问题。4尽管大多数编码集训班是在发达国家运

营的，在很多其他地区（图1），该种技能快速提升训练方式也相继出现，并进行了一

些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具体的经济社会情况。

图1：编码训练营在世界不同地区分布图

 

来源：Bootcamp.me (https:// fvcproductions. com/ portfolio/ bootcamp- me/ )

1.2 编码训练营的就业成果

即使诸如在线教程和MOOC之类的训练方式最省时且价格最低廉，编码训练营与以

上方式相比仍有巨大优势。例如，自学教程仅传授技术技能，而编码训练营除此之外还

会教给学生人际沟通技巧以有效地进行团队合作，以及贯穿一个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的

工作经验。

3 课程报告。毕业生成果与人口统计研究。2015 
https:// www. coursereport. com/ 2015- coding- bootcamp- job- placement- demographics- report

4 Lin, G. BOOTCAMP编码训练缩小技能差距。LinkedIN博客。2015年9月17日。 
http:// blog. linkedin. com/ 2015/ 09/ 17/ as- coding- bootcamps- grow- the- skills- gap- could- shrink/ 

https://www.coursereport.com/2015-coding-bootcamp-job-placement-demographics-report
http://blog.linkedin.com/2015/09/17/as-coding-bootcamps-grow-the-skills-gap-could-sh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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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训练营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更宽。5由于用人单位对MOOCs的看法，以及在线教

学平台（例如Codecademy和Treehouse）缺乏“正规”资质证书，这些都成为了网上课堂

学员就业的阻力。6如图2和图3显示，这些平台提供的基础计算机科学课程和编码训练并

不会帮助人们找到工作：编码训练营不仅教会人们技能，还有个目标就是让人们更好地

就业，而其他的训练形式，目标仅局限在向人们传授技能。7但如果年轻人有兴趣学习编

码，无论他们是否在编码训练营中投入时间和金钱，自学都是个不错的选择。

图2：每种形式编码训练预期成果

 

 

我们对 12 项受欢迎的编码学习课程进行了分析。每组课程重视的结果各

异。选择一项适合您的目标的课程，是确定您应选择哪类课程的第一

步。 
找到一份初级开发 

人员工作 

形成自己的想法 

学习网站开发基础 

初学者 

玩客 

计算机迷 

爱好者 

初级开发 
人员 

开发人员 

目标：学习基础 目标：形成自己的想法 目标：形成自己的想法 

练习时长（小时） 

来源：Bloc.io 

 

5 在博客帖子中，经常出现有关MOOCs和自学方式的就业成果信息，这些帖子的作者通过自学编码，在

诸如谷歌和Facebook等组织单位获得了全职的高薪工作。但这些成果信息不能代表大多数的自学编码

的人群的就业成果。
6 Weber, L.（2015年11月17日）。在线技能学习流行，但就业前景如何？华尔街日报。 

www. wsj. com/ articles/ online- skills- are- hot- but- will- they- land- you- a- job- 1447806460
7 引领BOOTCAMP编码集训系统。Bloc.https:// www. bloc. io/ coding- bootcamp- comparison

http://www.wsj.com/articles/online-skills-are-hot-but-will-they-land-you-a-job-1447806460
https://www.bloc.io/coding-bootcamp-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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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实现提升编码技能目标所需时间

 
 

找到工作 

学习编码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适合您的选择有很多。学习的时间和强度是重要

因素。选择符合您的目标、适合您的生活方式的课程长度和课程难度。有些课程

要求您亲自参加，有些课程允许您根据自己的时间进行远程学习。 
学习基础 
形成自己的想法 
找到工作 

目标类别 

学习基础 

形成自己的想法 

无时间框架 

无时间框架 

无时间框架 

平均 5 周 

平均 32 周 

平均 16 周 

平均 24 周 

总共 12 周（非全日 36 周） 

总共 20 周（课前训练 8 周） 

总共 14 周 

总共 19 周（课前训练 9 周） 

总共 24 周（非全日 72 周） 

来源：Bloc.io 

课程报告（负责搜集行业数据）（毕业生成果与人口统计研究）对来自44家编码训

练营学校的600多位毕业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66%的毕业生找到了全职工作并用到

了在编码训练营中学到的技能。经过培训，这些毕业生的平均薪资由培训前的46 638美
元增至64 225美元（平均增长38%，即18 000美元）。

然而很难得到确切数据（除非由课程报告提供的数据），目前的状态显示，近几年

来，编码训练营学校的数量及其毕业生数量飞速增加：

 “2011年，仅有不到100名LinkedIn成员透露他们已从编码训练营学校毕业。到了

2014年，已有8 000多位成员完成了编码训练营学习并将所学知识应用到了实际工

作中，这充分显示了社会对编码训练营学习模式日趋认同。2015年上半年，编码训

练营毕业生数量几乎超过了2014年全年毕业生总数。按照此种发展趋势，我们期待

2015年年底之前会有16 000多位毕业生 — 超过2014年全年毕业生总数的二倍。”8

技能训练形式也有了明显的改进。起初，编码训练只是致力于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

的发展；新式的编码训练营课程还会教授其他数字技能（例如数据科学、UX/UI设计以及

产品经营），且随着课程教授的技能不断增多，毕业生数量和收入也有了增长。9

学校学费各异，但在美国，编码训练营学费一直保持在10 000美元左右。美国的一

些编码训练营与大学展开合作，可发给学员毕业合格证书，且学费中可包含助学金和补

助。

8 Gan, L.（2015年9月17日）。BOOTCAMP编码训练缩小技能差距。LinkedIn博客。 
http:// blog. linkedin. com/ 2015/ 09/ 17/ as- coding- bootcamps- grow- the- skills- gap- could- shrink/ 

9 Eggleston, L.（2015年11月15日）。2015年BOOTCAMP模式的兴起。课程报告博客。 
https:// www. coursereport. com/ resources/ report- 2015- rise- of- ux- ui- data- science- bootcamps

http://blog.linkedin.com/2015/09/17/as-coding-bootcamps-grow-the-skills-gap-could-shrink/
https://www.coursereport.com/resources/report-2015-rise-of-ux-ui-data-science-bootc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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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青年失业、技术领域重要性日趋显著、技术行业和非技术行业中编码技能匮

乏、美国和欧洲编码训练营毕业生迅速就业的背景下，本报告研究了编码训练营在发展

中国家的产生。通过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美国以及欧洲的40家编码训练营网页进

行访问、对其中的22家编码训练营学校进行走访并结合媒体对编码训练营的报导，本报

告对编码训练营的发展史展开了讨论、确立了编码训练营的初级运营模式、研究了编码

训练营如何促进就业、并考虑到编码训练营极有可能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和年轻人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编码训练营的训练模式有以下四大类（具体介绍详见第四章）：

1 准备工作模式：编码训练营的传统模式 — 12至24周全日制或非全日制集中训练，

使学员的技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提升，在训练结束后不久即可找到工作。

2 编码训练营+模式： 编码训练营的扩展模式 — 更长的训练时间（1至2年）使学员不

仅学到编码技能，而且学到更多的创收技能，以支撑自己在发展道路上走得更远。

非洲的很多编码训练营集训加入了企业家精神培养的科目。

3 微型编码训练营模式：为期2天至1个月的短期编码训练营，可用来激发基础编码

学习兴趣、吸纳和发现人才、帮助专业人士进一步提升技能，并可用于社区建设拓

展。

4 早期教育模式：让人们从小养成学习编码的兴趣。该种模式包括专题讨论会、黑客

松以及网络平台，还有一些学校将编码技能训练与学校课程融为一体。早期教育模

式虽然不是致力于在短期内培养出人们的工作技能，但却成为了重要的发展趋势。

报告组成

第二章详述了发达国家和世界范围内技术行业和其他用人单位的编码技术人才短缺

现状。第三章讲述了编码训练营从美国和欧洲拓展至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兴市场，以及编

码训练营在上述区域采取的不同教学形式。最后一章对报告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些

建议，目的是让编码训练营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青年失业状况。

2 就业与编码技能缺乏

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2014年，全球失业人士中，37%（约7500万人）为

年轻人。10总的来说，人们将失业归因于工作职位短缺、以及公司为寻找廉价劳动力而

搬迁。然而，近几年来，有关报导称，就业状况发生了变化，很多职位为人们敞开了大

门，但人们缺乏技能（大多是技术方面的技能），造成这些职位空缺。新闻标题例如欧

洲的“缺乏编码技能可导致技术人员短缺”11；美国硅谷的“用人单位面临Java、Net和

10 Mourshed, M., Farrell, D.,与 Barton, D.（2015年，第11页）。教育面向就业：制定行之有效的体系。 
http:// mckinseyonsociety. com/ downloads/ reports/ Education/ Education- to- Employment_ FINAL. pdf

11 Venkatraman, A.（2014年）。缺乏技术技能可导致欧洲技术人员短缺。电脑周刊。 
www. computerweekly. com/ news/ 2240225794/ Lack- of- coding- skills- may- lead- to- severe- shortage- of- ICT- pros- 
in- Europe- by- 2020- warns- EC

http://mckinseyonsociety.com/downloads/reports/Education/Education-to-Employment_FINAL.pdf
http://www.computerweekly.com/news/2240225794/Lack-of-coding-skills-may-lead-to-severe-shortage-of-ICT-pros-in-Europe-by-2020-warns-EC
http://www.computerweekly.com/news/2240225794/Lack-of-coding-skills-may-lead-to-severe-shortage-of-ICT-pros-in-Europe-by-2020-warn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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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技术人员短缺问题”12；英国的“微软警惕技术人员‘极度’匮乏”在主流媒体中已司

空见惯。此外，2015年麦肯锡政府中心的报告“教育面向就业：制定行之有效的体系”

中指出，在常规教育体系中，年轻人得不到足够的训练和工作中的必备技能。13在该种情

况下，何种教育与就业战略能够解决“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的问题？缓解青

年失业危机，不仅需要增加工作机会，还需要让人们具备所需的工作技能。

要对就业市场中任何领域的技术人员短缺现象做出评估，我们需要对该领域能提供

的岗位数量和工作机会进行准确衡量。新闻中所述的编码技术人员短缺现象能代表此类

现象在全球都存在吗？若是如此，又是缺乏哪类的编码技术人员呢？技术人员短缺的趋

势是主要存在于发达经济体中吗？

本章从一个较高的层次对问题进行了探讨，为接下来讨论解决措施奠定了基础。为

撰写本报告，我们参考了很多有效文献，并试图明确技术人员短缺现象，如果可以，尤

其要明确编码技术人员短缺现象。14

2.1 背景：ICT与就业

ICT职业发展：众所周知，随着社会日趋数字化以及社会关联日益紧密，信息与通

信技术（ICT）行业整体发展十分迅猛。多种资源（如本章中列举的资源）都大致指向

了文中所述的ICT行业带动就业的能力。152013年的一个世界银行政策解读“与工作相联

系”也对ICT职业和由ICT提供的工作进行了区分。16借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中的分类，报告将ICT职业定义为“ICT职业直接由ICT生产过程产生，且需通过对ICT进
行集约使用”。ICT职业包括：

1. ICT专家：ICT专家开发ICT工具并让他人使用这些工具，他们的主要工作成果是

ICT（ 编码员、软件开发人员和软件开发工程师、程序员均属于ICT专家）。

2. 高级用户：高级用户是比较专业的用户（使用先进的、特定行业的软件工具），他

们的主要工作不是生产ICT，而是将ICT作为工具来使用（典型的高级用户有平面设计

师、统计学家、数据科学家）。

3. 基层用户：基层用户是比较专业的用户（使用一般工具），他们将ICT作为工具来使

用，但ICT行业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12 Willmot, D.（2014年）。硅谷的“用人单位面临Java、Net和PHP技术人员短缺问题。 
http:// insights. dice. com/ 2014/ 04/ 16/ silicon- valley- sees- skills- shortages- java- net- php- linux/ 

13 Mourshed, M., Farrell, D.,与Barton, D.（2015年，第12页）。教育面向就业：制定行之有效的体系。 
http:// mckinseyonsociety. com/ downloads/ reports/ Education/ Education- to- Employment_ FINAL. pdf

14 本报告中使用的术语“编码”包括编程、软件开发和软件工程、网站开发、应用程序开发、物联网开

发等。
15 然而，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关ICT岗位（例如编码、编程以及软件开发）的大

致和具体数量的硬性数字极少。再者，虽然媒体经常报导估计的数量（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可供

选择的工作岗位的具体数量、以及需要被填充的岗位（由于缺乏技术人员而空缺的岗位）数量的具体

数据并不适用于公共领域。
16 Raja, S., Imaizumi S., Kelly, T., Narimatsu, J.,与Paradi-Guilford, C.（2013年）。与工作相联系：信

息与通讯技术如何帮助增加就业机会.世界银行ICT部门单位。www- wds. worldbank. org/ external/ 
default/ WDSContentServer/ WDSP/ IB/ 2013/ 09/ 09/ 000456286_ 20130909094536/ Rendered/ PDF/ 
809770WP0Conne00Box379814B00PUBLIC0. pdf

http://insights.dice.com/2014/04/16/silicon-valley-sees-skills-shortages-java-net-php-linux/
http://mckinseyonsociety.com/downloads/reports/Education/Education-to-Employment_FINAL.pdf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3/09/09/000456286_20130909094536/Rendered/PDF/809770WP0Conne00Box379814B00PUBLIC0.pdf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3/09/09/000456286_20130909094536/Rendered/PDF/809770WP0Conne00Box379814B00PUBLIC0.pdf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3/09/09/000456286_20130909094536/Rendered/PDF/809770WP0Conne00Box379814B00PUBLIC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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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强调，即使在每种经济体中都存在上述的三种ICT职业和工作人员，“尤其是在

发展中国家，缺乏有关ICT职位数量的数据”。即便如此，报告中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了ICT
职业在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发展：从欧洲（每年大约增长3%）和美国（移动应用产业增长

了45%）到印度（IT服务业带动了200万人就业）以及肯尼亚（肯尼亚的一家名叫M-PESA
的移动应用公司雇用了23 000位员工）。

另一方面，报告《与工作相联系》对由ICT提供的工作进行了定义，即由于ICT工具

的存在而产生的工作，使人们的工作不受地点限制，并催生了新的工作形式，例如微型

工作。由于世界联系十分密切，当进行ICT方面的工作时，地理位置因素相对来说并不

重要。

当一些专门的开发工作在美国硅谷或韩国普遍盛行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还有许

多其他的由ICT提供的工作。在亚太地区和美洲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中，尤其是在中小型企

业（SMEs）中，产生了很多由ICT行业提供的工作。由于技术人员短缺现象持续存在，对

于一些处在技术热点区域（例如硅谷和韩国）以外的人群来说，也有机会通过业务外包

甚至移民至这些经济体的方式，在ICT经济体中竞争。世界银行提到“业务外包直接从埃

及、印度和菲律宾雇佣了340万人。”并进一步陈述道：

 “至少从理论上讲，ICT行业允许人们在任何地点办公。但这允许公司进入一个全球

人才库，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公司数量和经济活动的增加，未必意味着该地区的

就业机会增加。举例说明，美国IT行业的发展，不一定导致对美国地区的劳动力需

求上升，也许更需要来自其它国家的程序员进行远程工作。”

因此，非洲、亚太地区以及美洲地区的求职者可以提升这些抢手的技能，并在当地

或全球得到这些工作机会。

ICT职业不仅限于ICT行业：在这个日趋数字化、知识化的社会，不仅是技术公司在

寻求编码员。经济学人指出：

 “随着行业大幅度扩展，从汽车制造到航空航天工业再到家用电器，产品的生产已

涉及使用更多的编码。同样地，这些企业也在力求找到足够的开发人员。和很多中

型技术公司一样，福特发布了许多招聘广告，广纳软件方面的人才。由于他们想通

过智能手机应用软件来为客户提供服务，那么从银行业务到零售业务，所有的服务

业都需要软件技术人员。”17

与此同时，ICT职业也引发了对其他行业的人才的需求。有关ICT职业的统计通常不考

虑由ICT职业间接产生的工作。18例如，与工作相联系报告中写道“在印度，ICT行业中每

产生一个工作岗位，就可间接产生其他四个岗位……在菲律宾，ICT行业中的每个新岗位

都可带动其它行业产生两到三个新岗位……在拉丁美洲，每在ICT行业中产生一个岗位，

就可为其它行业创造2.4个工作岗位。”

17 Schumpeter.如何培养专业技术人员。www. economist. com/ news/ business/ 21644150- battle- software- 
talent- other- industries- can- learn- silicon- valley- how- bag

18 这些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形式各异。例如，这些工作可存在于用ICT工作人员缴纳的税款成立的公共部

门、服务行业（ICT工作人员用薪资在餐厅、商店消费或购买服务），或是一些其他工作（需要支持一

定量的ICT服务）。其中的一个典例就是，一些代理商为移动货币服务提供现金收入/支出设备。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usiness/21644150-battle-software-talent-other-industries-can-learn-silicon-valley-how-bag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usiness/21644150-battle-software-talent-other-industries-can-learn-silicon-valley-how-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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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ICT技术人员短缺

由于社会对软件开发人员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大部分的就业部门在评定ICT技术人员

短缺情况时，会看一下用人单位的总体状况。大部分的现有数据都来自行业研究（行业

研究是关于用人单位期望求职者和雇员具备的技能）。

劳动力技能并未与ICT行业发展同步：图像大致显示，ICT行业的很多公司都在考虑

求职者和员工的知识水平和是否接受过培训。19个联合国有关机构在2016年2月1日发布

的19全球青年体面工作举措中指出：

 “科技、创新及其他因素正迅速改变着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条件及对青年男女

的技术要求。在一些技术行业，甚至出现了技术人员极度匮乏的现象，导致了岗位

空缺并需要对人们进行新的技术培训。”20

近期万宝盛华集团的一篇报告《2015年人才短缺状况调查》对来自42个国家的

41 700位人力资源经理展开了调查，以确认是否存在以及哪里存在人才短缺现象。21然

而调查并没有具体至ICT行业或编码方面，调查是从人力资源经理的角度，对“哪里存

在人才短缺现象”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解。在“十大最难招聘人才的岗位”排行榜中，

位居前三位的是与ICT、IT或编码相关的工作：工程师岗位招聘难度排名第三，技术人员

紧随其后，排名第九的是IT员工（尤其是开发人员和程序员、数据库管理员以及IT领导者

和经理）。调查还发现，导致人力资源经理在招聘人才时遭遇困境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

是：缺乏/没有可选择的求职者（35%）以及求职者缺乏技术能力（硬性技能 — 34% ） 。

类似地，麦肯锡咨询公司的调查结果也显示，职位空缺是由求职者缺乏技术能力导致

的：“ 将近40%的用人单位表示，职者缺乏技术能力是造成岗位空缺的首要原因 。 ”22

报告对来自30个国家的公司的3 200名首席信息官（CIO）和技术领袖进行了调查，

其中一家招聘顾问与IT外包服务供应商—瀚纳仕（2014年）表示，技术人才短缺现象仍

然有增无减。232014年，60%的CIO对技术人才短缺的局面感到担忧，而2013年，这个比

率仅为45%（自2008年经济衰退之前比率最大的一次）。25%的CIO坦言他们正在面临编

码人员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42%的CIO计划在下一年增加IT职员人数，原因是自2006
年起，IT预算增长速度加快（44%的CIO预测，未来的IT预算会有所增长）。因此，如果工

作岗位数量增长而人才数量不随之增长，技术人才短缺的现象还会加剧。

19 联合国首席执行董事会在第30次会议上的协调报告（附件IV：全球青年体面工作举措）https:// www. 
unsceb. org/ content/ report- 30th- session- october- 2015- new- york.

20 Pa ILO担任任务团队主席（任务团队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国际贸易中心（ITC）、国

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UNCTAD）、社会事务署（UNDESA）、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人口基金

（UNFPA）、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联合国妇女署（UN-WOMEN）、世界旅游组织

（UNWT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界银行集团，以及（Ex Officio公司）秘书长青年事务特

使办公室构成）。（2015年）全球青年体面工作举措。
21 万宝盛华集团。2015年人才短缺状况调查。www. manpowergroup. com/ wps/ wcm/ connect/ db23c560- 

08b6- 485f- 9bf6- f5f38a43c76a/ 2015_ Talent_ Shortage_ Survey_ US- lo_ res. pdf? MOD= AJPERES
22 Mourshed, M., Farrell, D., 与Barton, D.（2015年，第16页）。教育面向就业: 制定行之有效的体系。 

http:// mckinseyonsociety. com/ downloads/ reports/ Education/ Education- to- Employment_ FINAL. pdf
23 瀚纳仕。2014年CIO调查：www. harveynash. com/ group/ mediacentre/ 2014%20 CIO_ survey. pdf

https://www.unsceb.org/content/report-30th-session-october-2015-new-york
https://www.unsceb.org/content/report-30th-session-october-2015-new-york
http://www.manpowergroup.com/wps/wcm/connect/db23c560-08b6-485f-9bf6-f5f38a43c76a/2015_Talent_Shortage_Survey_US-lo_res.pdf?MOD=AJPERES
http://www.manpowergroup.com/wps/wcm/connect/db23c560-08b6-485f-9bf6-f5f38a43c76a/2015_Talent_Shortage_Survey_US-lo_res.pdf?MOD=AJPERES
http://mckinseyonsociety.com/downloads/reports/Education/Education-to-Employment_FINAL.pdf
http://www.harveynash.com/group/mediacentre/2014%20CIO_surve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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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编码技术人员短缺：全球趋势

预计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软件开发人员的需求量会很大：美国劳工统计局认为，到

2020年，社会对计算机专业人员的需求量会增长22个百分点，其中对软件开发人员的需

求量最大（28%-32%，取决于软件开发的类别）。24麦可·佩奇（一个招聘与就业机构）

在一个研究报告（24个国家中对人才需求量最大的工作）25中总结到，需求量最大的两

个职业（除非洲以外的所有地区）是软件工程师和软件开发人员。26

然而，近期TechTarget与瀚纳仕对IT专业人士展开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软件开发

方面的人才仍然供不应求，短缺率由2013年的22%升至2014年的26%。27需求量最大的技

能包括大数据及分析、变革管理以及软件开发。

软件驱动型公司兴起引发软件开发人员需求热：编码作为一项重要技能，其出现对

经营战略和劳动力需求进行了重新定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对技术人才短

缺这一复杂问题进行讨论时指出：

 “一些结构性变革（例如新技术的采用）可能导致对技术人员的需求量上升，而这

种技术人才并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立即获得，所以即使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仍可能

存在技术人才短缺现象。事实上，即使待业人员很多，也并非保证用人单位能立即

找到具备工作技能的人员弥补岗位的空缺。”28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呈现的CA技术公司委托报告可知：

 “软件驱动型公司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公司，正在对经营战略和经营方法进行重新定

义。在应用经济中，编码是主导者，要根据客户对应用程序的兴趣需求以及先进的

开发方法将产品差别化。这些公司在其行业乃至全世界扮演着飞速发展的应用服务

经济的领导者。”29

“软件驱动型公司”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在最严峻的编码技术人才短缺局面中

首当其冲。然而，我们需要牢记，在以上内容中提到的三种ICT人才在大部分的行业和部

门中需求量很大。

技术行业和非技术行业的商业领袖认为，进入应用服务经济的最大障碍是缺乏知识

和技能。上述的牛津经济研究院报告对来自美洲、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各行各业（从制造

业和商务服务业到零售业和医疗保健业）的200名商业领袖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他

24 Thibodeau, P.（2012年3月29日）。美国计算机世界提到，到2020年，IT工作岗位数量会增长22%。 
www. computerworld. com/ article/ 2502348/ it- management/ it- jobs- will- grow- 22-- through- 2020-- says- u- s-. 
html

25 基于OECD幸福指数中呈现的官方短缺职业列表。
26 Walters, N.（2015年10月8日）。全球需求量最大的工作。商业内情。www. businessinsider. com/ most- in- 

demand- jobs- around- the- world- 2015- 10
27 Silverthorne, V.（2015年11月6日）。努力解决软件开发人员短缺问题。TechTarget. 

http:// searchsoftwarequality. techtarget. com/ news/ 4500256938/ Taking- strides- in- the- software- developer- 
shortage

28 OECD。（2015年）。技术人才短缺。http:// skills. oecd. org/ hotissues/ skillsshortages. html
29 牛津经济研究院。（2015年）。在应用服务经济中发展竞争优势。http:// rewrite. ca. com/ content/ dam/ 

rewrite/ files/ White- Papers/ CA%20 -%20 The%20 Battle%20 for%20 Competitive%20 Advantage%20 in%20 the%20 
App%20 Economy%20 -%20 final%20 June%205 %202015. pdf

http://www.computerworld.com/article/2502348/it-management/it-jobs-will-grow-22--through-2020--says-u-s-.html
http://www.computerworld.com/article/2502348/it-management/it-jobs-will-grow-22--through-2020--says-u-s-.html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most-in-demand-jobs-around-the-world-2015-10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most-in-demand-jobs-around-the-world-2015-10
http://searchsoftwarequality.techtarget.com/news/4500256938/Taking-strides-in-the-software-developer-shortage
http://searchsoftwarequality.techtarget.com/news/4500256938/Taking-strides-in-the-software-developer-shortage
http://skills.oecd.org/hotissues/skillsshortages.html
http://rewrite.ca.com/content/dam/rewrite/files/White-Papers/CA%20-%20The%20Battle%20for%20Competitive%20Advantage%20in%20the%20App%20Economy%20-%20final%20June%205%202015.pdf
http://rewrite.ca.com/content/dam/rewrite/files/White-Papers/CA%20-%20The%20Battle%20for%20Competitive%20Advantage%20in%20the%20App%20Economy%20-%20final%20June%205%202015.pdf
http://rewrite.ca.com/content/dam/rewrite/files/White-Papers/CA%20-%20The%20Battle%20for%20Competitive%20Advantage%20in%20the%20App%20Economy%20-%20final%20June%205%20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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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当中将近半数（43%）的人认为或坚定地认为，向软件驱动型经济转型会对他们现在

和未来三年的事业发展带来危机。

报告进一步说明，完成向软件驱动型经营和产品的转换，要求人才具备多方面的新

技能。42%的调查对象表示，在劳动力市场中很难找到具备多方面新技能的人才，“缺

乏知识和技能”是进入应用服务经济的最大阻碍。这些多方面技能包括编码以及将编码

运用到数据科学、数据协作、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s）以及IT安全 — 即“在应用服务

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必备技能。”一些用于应用服务经济中的“至关重要”的技能包括：

数据科学（22%）、DevOps（20%）、API开发与应用（19%）、编码与开发（18%），以

及具体工作软件（15%），以上所有技能均要求一定的编码能力水平。

智能手机的普及可加剧人才短缺：随着智能手机日渐普及，可知人们对移动应用软

件的需求会成上升趋势，进而增加对程序员的需求。图4的一组惊人数字反映了全球应

用服务经济与就业状况。30

图4：数字：2015年应用服务经济状况估计

全球应用经济：

• 20亿：2015年全球智能手机使用人数

• 1800亿：2015年全球应用软件下载次数预期

• 100亿美元：2014年iOS应用软件带来的收益

• 770亿美元：预计到2017年全球应用软件年收益

• 1430亿美元：估计到2016年移动应用软件市场总规模

美国应用服务经济带来的工作机会：

• 627 000：至今iOS应用软件商店产生的美国的工作岗位数量

• 110：2012年到2014年间的安卓开发人员工作岗位增长率

• 54：2012年到2014年间的iOS开发人员工作岗位增长率

• 43：目前每年至少有120 000美元收益的企业应用软件开发商所占比率

• 19：同等收入的消费者应用软件开发商所占比率

来源：CA 公司

下图5和图6呈现了全球移动应用服务经济的发展趋势。也许不出所料，拉丁美洲、

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地区的开发商数量最少；然而，如第2.2.2节所述，即使在这些地区，

当地仍存在技术人才短缺现象。

30 Upadhyaya, P.（2015年7月30日）。数字：2015年应用服务经济状况估计。CA技术改写。 
http:// rewrite. ca. com/ us/ articles/ application- economy/ by- the- numbers- sizing- up- the- app- economy- in- 2015. 
html

http://rewrite.ca.com/us/articles/application-economy/by-the-numbers-sizing-up-the-app-economy-in-2015.html
http://rewrite.ca.com/us/articles/application-economy/by-the-numbers-sizing-up-the-app-economy-in-2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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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14年地区应用程序开发商数量

 
 

76 万开发者（32.9%） 

应用程序开发者在三大洲的分布 
各地区开发者百分比（n=7,149）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非洲 

大洋洲 

68 万开发者（29.7%） 

68 万开发者（29.4%） 

8 万开发者（3.5%） 

7 万开发者（3%） 

3.5 万开发者（1.5 %） 

来源：软件开发经济学31

31 Asteriadis, N. A $680亿应用服务经济。软件开发经济学。www. developereconomics. com/ report/ q1- 2014- 
68- billion- app- economy/ 

http://www.developereconomics.com/report/q1-2014-68-billion-app-economy/
http://www.developereconomics.com/report/q1-2014-68-billion-app-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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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全球应用服务经济（2013年）

 
 

应用程序经济遍布全球 
但在 2013 年应用程序销售总额中，…北美洲占 42% 

 
应用程序销售额： 
181 亿美元 
开发者：67.9 万 

应用程序销售额： 
286 亿美元 
开发者：67.1 万 

 
应用程序销售额： 
39 亿美元 
开发者：8 

 
应用程序销售额： 
47 亿美元 
开发者：10.5 万 

 
应用程序销售额： 
125 亿美元 
开发者：75.1 万 

来源：VisionMobile32

2.2.2 编码技术人员短缺：区域趋势

经济学人中强调，全球都在面临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技术行业与非技术行业公司都

在竞相雇佣具备技术技能的软件开发人员：

 “虽然在硅谷人才竞争尤其激烈，但世界各地都不例外。在印度，电商巨头例如

Flipkart和Snapdeal都在力争雇佣软件工程师帮助他们与亚马逊展开竞争。百度作为

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出资为员工举办相亲活动，原因是有关调查显示，已

婚员工跳槽几率相对较小。”33

上述的大量数据是来自美国和欧洲，一些来自其他区域的有限的数据概述如下：

2.2.2.1 亚太地区

2014年瀚纳仕CIO调查结果显示，亚太地区（APAC）76%的CIO认为他们会被动地遭

受技术人才短缺的影响，这个比例比全球平均比率（60%）高出16个百分点。中国和中

32 Vision Mobile。经营与生产应用软件。www. visionmobile. com/ product/ business- productivity- apps/ 
33 Schumpeter。如何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经济学人。 www. economist. com/ news/ business/ 21644150- battle- 

software- talent- other- industries- can- learn- silicon- valley- how- bag

http://www.visionmobile.com/product/business-productivity-apps/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usiness/21644150-battle-software-talent-other-industries-can-learn-silicon-valley-how-bag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usiness/21644150-battle-software-talent-other-industries-can-learn-silicon-valley-how-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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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香港特别行政区60%的CIO认为公司会面临技术人才短缺的挑战，中国的CIO也认为国

家会受技术人才短缺的影响。在亚太地区（APAC），将近半数（49%）的CIO打算在接

下来的几年里增加他们的IT工作人员数量，在中国及中国香港地区，这个比率为42%。

在越南，84%的CIO认为技术人才短缺会给他们带来巨大影响，且61%的CIO计划增加IT
工作人员数量。

万宝盛华集团报告（2015年人才短缺状况调查）中指出，人才短缺现象在全球均有

所加剧。在日本、秘鲁、香港、中国，人才短缺局势最为严峻。人才短缺最严重的三个

地区中，有两个为亚洲经济体。印度、新西兰以及新加坡的用人单位表示，他们所面临

的人才短缺问题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更严重。

另一个报告是由思科系统公司在IEEE工作现场中发表的，里面提到，“到2016年，

亚太地区将缺乏400 000名网络技术专业人士。”34在报告中提及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

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泰国以及越南。报告还显示，“受访的

公司中，29%表示难以找到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35

2.2.2.2 拉丁美洲

万宝盛华集团研究报告指出，世界上岗位空缺最严重的十个国家中，其中五个位于

拉丁美洲地区：在秘鲁，67%的用人单位表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填补岗位空缺，在阿

根廷、巴西、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该比率分别为63%、63%、58%和57%。36墨西哥以54%
的比率紧随其后。

巴西的技术人才短缺现象已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华尔街日报中的一篇文章对此现

象描述如下：

 “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之一，其互联网使用人数位居世界第五、上网时

间总量世界排名第三。巴西大量的公司致力于社交媒体、数字广告、电子商务和其

他网上业务。但一些经营这些业务的企业家说，人才短缺已经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

伐。一个人力资源公司 — 万宝盛华集团在在2014年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在巴西，63%的用人单位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填补岗位空缺，而在全球，这个比率

平均为36%。需要专业技术人才的公司感到自身仿佛是在夹缝中生存。顶尖人才数

量有限，这对于全球的技术公司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挑战。但在巴西存在一个特殊问

题，相对于其市场规模来说，其教育培养出的计算机科学人才数量相对较少。”37

在墨西哥，很多行业都在技术方面得以发展，但技术人力资源仍旧是个挑战。一位

墨西哥的城市技术公司商业人士Ricardo Medina见证了墨西哥将有机会在飞速发展的物联

网（IoT）行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前提是要有训练有素的人员胜任这些工作，“我们面

34 Schneiderman, R.（2014年8月）。亚太地区需要大量技术人才，而人才短缺形势依旧严峻。IEEE工作现

场。http:// careers. ieee. org/ article/ asiapacific_ 0814. php
35 Lee, W.亚太地区网络技术人才短缺现象加剧。https:// www. cisco. com/ web/ AP/ docs/ cisco_ netacad_ ap_ 

idc_ skills_ gap. pdf
36 Sucre, F.拉丁美洲的专业技术人才在哪里？PREAL博客。http:// prealblog. org/ 2014/ 09/ 09/ where- is- all- the- 

professional- talent- in- latin- america/ 
37 Chao, L.技术人才短缺问题困扰巴西。华尔街日报。 www. wsj. com/ articles/ tech- talent- shortage- crimps- 

brazils- outlook- 1420248531

http://careers.ieee.org/article/asiapacific_0814.php
https://www.cisco.com/web/AP/docs/cisco_netacad_ap_idc_skills_gap.pdf
https://www.cisco.com/web/AP/docs/cisco_netacad_ap_idc_skills_gap.pdf
http://prealblog.org/2014/09/09/where-is-all-the-professional-talent-in-latin-america/
http://prealblog.org/2014/09/09/where-is-all-the-professional-talent-in-latin-america/
http://www.wsj.com/articles/tech-talent-shortage-crimps-brazils-outlook-1420248531
http://www.wsj.com/articles/tech-talent-shortage-crimps-brazils-outlook-142024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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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墨西哥没有哪所大学正式为IoT行业培养人才。所以我们要与公共

教育秘书处实施一项计划，现培养5 000个人才用于IoT行业的初步发展。”38

2.2.2.3 非洲

有关非洲的ICT技能状况和编码技术人才短缺情况的数据最难获取。但有一些关于

为待业青年提供ICT就业机会的调查报告，39而现阶段南非以外的技术人才数量和人才短

缺状况不得而知。

南非内务部在2012年编制的一个列表中显示，“现需要近3000名软件与应用程序

员、近3000名项目经理和其他部门经理以及1600名信息和通信技术支持技术人员。”40

万宝盛华集团研究报告（2015年人才短缺状况调查）显示，在南非，有31%的用人单位

由于人才短缺难以填补空缺岗位。

2.3 总结

现有的研究和数据清晰地阐述了技术行业和非技术行业中的编码技术人才短缺现

象。数字显示，技术行业以及各行各业中与技术相关的工作均有所发展，但劳动力供

给方面很难跟上社会对编码人员和开发人员的需求。考虑到学校教育中的计算机科学和

编码教学方面存在不足，对编码感兴趣的人员需要到课堂以外的世界寻求提升技能的机

会。提升这些技能的途径之一是参加编码训练营。

下个章节将对一些国家的不同编码训练营训练模式进行分析，并研究编码训练营对

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意义。

3 学习编码：编码训练营模式的采用

本章介绍了四种编码训练营观念，呈现了这种新兴的培训行业在中低等收入国家的

进展。北美洲和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在已有的编码训练营类型的基础上发展具有特色

的基础培训。所涉及的主题有：发展中国家的编码训练营模式、商业模式、培训模式、

就业路经、合作关系以及挑战等（表1）。

表1：编码训练营特征：

特征 所含内容

商业模式 • 组织类型

• 资金来源

38 Tucker, D.人才短缺阻碍墨西哥物联网行业发展进程。近岸美洲： 
www. nearshoreamericas. com/ mexico- overcome- talent- shortage- advantage- demand- internet- innovation/ 

39 国际青年基金会（2013年）。对于加纳、肯尼亚和南非ICT带动青年就业的现象的分析。www. iyfnet. 
org/ sites/ default/ files/ library/ RockFdn_ ICTYouthJobs. pdf

40 SA面临ICT技术人才短缺问题。IT非洲新闻。 www. itnewsafrica. com/ 2012/ 01/ sa- has- a- shortage- of- skilled- 
workers- in- ict/ 

http://www.nearshoreamericas.com/mexico-overcome-talent-shortage-advantage-demand-internet-innovation/
http://www.iyfnet.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RockFdn_ICTYouthJobs.pdf
http://www.iyfnet.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RockFdn_ICTYouthJobs.pdf
http://www.itnewsafrica.com/2012/01/sa-has-a-shortage-of-skilled-workers-in-ict/
http://www.itnewsafrica.com/2012/01/sa-has-a-shortage-of-skilled-workers-in-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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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所含内容

培训特色 • 录取流程

• 人口统计学

• 女性参与培训及策略

• 培训服务

• 课程设计与更新

• 培训授课方式

• 课程时长

• 证书

• 培训费用

• 为学生提供资助

就业路经培训 • 就业服务

• 就业率

• 工作岗位类别

• 具有行业针对性

合作关系 • 合作伙伴类型

• 合作关系特征

挑战 • 供应商对挑战的觉察

3.1 发展中国家的编码训练营模式

从地区角度来看，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编码训练营发展趋势有两个共通点：

1. 技术企业家率先带动了该行业的兴起。这些企业家当中，有很多人本身就是从美国

和欧洲的编码训练营学成毕业，看到了该行业的发展前景，于是想在自己的国家提

供该种培训。他们的几种比较典型的策略就是，进入编码训练营参加培训，再结合

自己国家的情况对该种培训进行拓展。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家企业（罗马尼

亚的Simplon）成功地将方法论和品牌带入了当地市场，其它的企业都只是成功地确

保对编码训练营的承诺，即为设定培训计划和课程的发展提供指导。

2. 编码训练营组织中的领导者和训练员均与当地技术行业部门联系密切。这使得他们

能够为学生们提供一些用人单位信息，以后学生可能成为这些用人单位的员工或作

为自由职业者与这些单位保持紧密联系。这些紧密的关系也有利于对行业对不同编

程语言的需求进行评估，为我们改进课程提供指导。

如第一章中对此报告内容的陈述，现行的编码训练营模式至少有四种，虽然介绍不

是最详尽的，但也代表了编码训练营培训的范围和多样性：准备工作模式、编码训练营+
模式、微型编码训练营 模式以及早期教育模式。这些模式中的一些因素形成了相互交叉

的效果，因此模式之间不会相互排斥。除此之外，这些模式描述的是编码训练营课程，

而不是提供商；个人的编码训练营提供商会提供上述的一种或多种模式。

对解决编码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准备工作模式和编码训练营+
模式（如图7所示）。其余的两种模式描述了我们对新的概念的采用，并证实了编码将



16

编码训练营：青年就业战略

被视为一项基本技能。实际上，虽然每种模式课程都是针对人们就业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开设的，但它们都至关重要。这些课程分别是：准备工作编码训练营（短期）、微型编

码训练营（短期）、编码训练营+（中期）以及早期教育（长期）。

图7：用于就业的中短期编码训练营模式

 
 

 

发展中国家编码训练营模式 

准备就业模式 训练时长 工作类型 工资 (美元) 

强化、全日制与非全日制、

本人亲自参加训练、不同编

程语言 

编程语言+交流沟通、 

企业家能力以及 

生活技巧 

3-6 个月 

1-2 年 

就业服务 

编码训练营++ 

初级开发人员 

自由职业者 

初级开发人员 
 

自由职业者 
 

企业家 

不可使用 

 来源：工资范围是基于选定的国家的 HongKiat 工资（初级网站与移动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工资）数据库，而不是来自本研究报告的编码训练

营数据。 

3.1.1 准备工作编码训练营

该种课程模式专为立即解决技术人才短缺问题而设计。通过学习该课程，人们会获

得作为一名初级开发员所需的全部技能，随后可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在公司工作，也有

少许的人员会到公司实习。该种类型的编码训练营通常被称作“零到六十”编码学校，

其课程为具有少许经验或是零基础的人员设计，编码训练营编码学习结束后，学员们可

从事初级开发员的工作。

这些集训课程为期三至五个月，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由商业组织和非营利组织

（包括社会企业）提供。考虑到该种模式课程是针对立即就业所设置，入学也是要经过

层层筛选且入学条件很苛刻。该课程招生录取率极低，但足以比得上美国同等的编码训

练营 — 约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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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培训通常为面对面授课，每周五天课。上课时间取决于该课程是全日制还是非全

日制：全日制课程培训时间为每天六至十小时，非全日制课程培训时间为每天三至五小

时。此外，该课程要求学生在课外将所学技能应用于实践，方式是在在线训练平台（例

如Codecademy）上进行一些工作或练习。面对面授课不仅对于提升人们的编码技能有极

大帮助，同样重要的是，让人们理解了团队工作动态、项目进展、客户关系以及沟通交

流技巧。毫无例外，该种模式的培训会在机构内部进行课程更新。

培训费用因地区和课程种类不同而有差别（注：以下价格不适用于国家或地区的购

买价格平价（PPP））。在非洲，该种模式的培训费用为500至2 500美元。在拉丁美洲，

培训费用为1 500至3 000美元。在亚洲，除了从中国香港大会得到的数据（约为10 000美
元）以外，目前没有确切数据。有些培训课程出于做某种贡献的目的，是向学员免费提

供的。学生可选择用以下方式支付培训费用：

1. 自费或通过信用卡或贷款支付（即使在很多国家很难获取低利率贷款）。

2. 培训机构允许学生延期付款，例如按月分期付款、延期交学费等直至学生找到工

作。或一旦学生找到工作，学生将每月工资的一部分用于偿还学费。

3. 对于获得企业赞助或奖学金的学生来说，培训可免费进行。

参加准备就业培训课程的学生年龄一般为22-35岁，大部分为大学、专科毕业生或

做兼职工作的学生，甚至包括小企业主。

关于就业服务，该种培训模式具有最全面的就业服务（从求职技巧到实际就业安

置），以帮助学生实现就业。就业率通常为60%至100%，这取决于组织的情况。

该种培训模式适用于以下组织：

• 非洲：肯尼亚的Moringa学校、eMobilis、SamaSource；南非的xPerience、IT Varsity；
加纳的KACE AITI；津巴布韦的Muzinda ；利比里亚的iLAB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的

Andela。

• 亚洲：香港大会、印度的Ace Hacker与Geek Skool、印度尼西亚的海滩红宝石组织。

• 拉丁美洲：墨西哥的Laboratoria与 Codea实验室；41智利、哥伦比亚与墨西哥的

Desafio Latam；哥伦比亚、巴西、智利的世界高科技制造商。

• 欧洲：罗马尼亚的Simplon；英国的创业者与程序员；西班牙的Iron Hack；以及西班

牙的麦肯锡的社交活动组织。

• 美国：旧金山的技术学习实验室；西雅图的Galvanize大会。

3.1.2 编码训练营+编码集训模式

该种培训模式与准备就业培训模式有一些共通之处，且编码训练营+在非洲最为盛

行。与准备就业培训模式一样，编码训练营+也是沉浸式强化训练课程。然而，它们也有

不同点：1）编码训练营+更倾向于全日制而不是非全日制；2）编码训练营+培训时间更

长，大约一至两年；3）编码训练营+的目标是让学生学到更多的技能，包括各种编程语

41 Codea实验室：www. codealab. mx/ 

http://www.codealab.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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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平面设计、产品经营、营销、企业家精神以及其他常用的谋生技能。实际上，编码

训练营+是沉浸式强化训练，但不是快速技能提升课程，并且在一定情况下可作为大学或

专科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例如南非的xPerience打算在2016年实施一项“间隔年项目”  ，

为一些难以负担其他长期高等教育学费的高中毕业生提供培训。

录取流程与准备就业模式类似，但由于其具有基于奖学金的筹资结构，所以入

学门槛要比准备就业模式高。例如，Akirachix的录取流程中有一项为家访，以证实入

学申请者来自低收入家庭；MEST要求入学申请者具备三至五年的创业或公司工作经

历；WeThinkCode_applicants在最终获得两年的学习机会之前，要经过四周的编码训练

营培训。

该种培训课程中，大部分以奖学金为基础，学生可免费参加学习。然而，至少有一

家培训机构（CodeX）每学期呈现一个25 000南非兰特（约合1 700美元）的费用列表，

以收取三个学期的学费（CodeX还会保证为学生提供企业赞助）。除奖学金以外，该种

培训模式当中的有些机构会为学生提供生活费，或者在培训期间，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售

卖自己开发的产品而获得额外收入。大体趋势是，学生承诺毕业后在一家赞助者的公司

工作，按照市场利率将工作的薪资用于支付他们所获得的赞助费用，或他们受资助的时

间多久，他们毕业后就在该公司工作多久。但这取决于编码训练营提供商拥有的合作伙

伴的数量和类别，例如AkiraChix并不保证帮助学生实现就业。

非洲地区适合使用该种培训模式的组织有：南非的CodeX、WeThinkCode_、CodeX与
xPerience；肯尼亚的AkiraChix；加纳、尼日利亚以及肯尼亚的MEST。

 

 

AkiraChix 是一个为不同女性提供培训的非营利组织，参加培训的女性来自小学、中

学、大学，她们从事技术行业并希望在技术行业成就一番事业。该组织建立高效完善的

培训体系，树立编码训练营+模式的实践典范。AkiraChix 的培训课程为内罗毕的被边缘

化的女性提供了获取技术技能和其它重要生活技能的机会。课程内容包括网站与移动应

用程序开发技能、沟通技能以及企业家技能训练。在肯尼亚市场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下，这些技能尤为重要。 

3.1.3 微型编码训练营

该种培训模式包括超短期（一般为二至三天到一个月）培训课程。该课程的一种常

用策略是，唤起人们对编程职业的认知，并让人们（特别是女性）知道与编码技能相关

的就业机会。除了激发人们对编码的兴趣，该种培训模式还用于发现和招收人才，并用

于外包服务和社区建设。一些组织还专门设立了专题讨论会，以便专业开发人员提升自

身技能和学习新技术。除针对专业开发人员或特定群体（例如女性）而设立的专题讨论

会，该类培训模式也向对编码感兴趣的人群敞开大门（无入学标准）。

微型编码训练营培训虽然不是致力于促进就业，但其在所有地区的编码训练营生态

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几个组织专门致力于开展微型编码训练营培训，而其他组织

将微型编码训练营作为对准备就业培训模式或编码训练营+培训课程的补充。不论学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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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选择参加进一步的培训，他们所吸收的培训内容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会让他们选择从

事编码工作。

以下组织适合采用该种培训模式或将该种培训模式作为其课程的一部分：

• 非洲：17个国家的“非洲编码周”组织；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的“非洲

编码”组织。

• 亚太地区：菲律宾的Island Techies与DevCon。

• 美洲地区：墨西哥的Epic Queen。

• 欧洲：荷兰的“编码改变世界”组织。

 

 

DeVcon 是一个为菲律宾的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组织短期技术研讨会和活动的组织。

学生可在编码研讨会中见识最新技术，并受到鼓舞，从而追求技术事业。专业技术

人员可通过该组织获取提升技术技能的机会，并让自己的事业有所发展。在菲律

宾，编码训练营模式并未得到真正的发展；虽然菲律宾有很多提供类似训练的公立

和私立 IT 学校，但学费昂贵且在最新技术方面通常缺乏指导。 

3.1.4 早期教育模式

早期教育模式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于，该模式面向儿童，而不是适龄工作人群，其目

标是从小激发人们对于编程的兴趣。该模式包括微型编码训练营风格的活动与元素例如

专题讨论会、黑客松、以及专为儿童学习基础编程而设计的网络平台。例如，肯尼亚的

Akirachix经营中小学生外包服务项目，这些项目中有为中学生开设的为期一周的编码训

练营培训，有两周为中学生举行一次的培训会，也有针对儿童开设的为期一周的编码训

练营培训。同样地，加纳的KACE-AITI拥有i2CAP（我也能编程）活动，向中学生传授编码

技能。为将编码技能融入学校课程以便孩子从小接触编码，美国和欧洲正在为此付出巨

大努力。

以下组织适合采用该种培训模式或将该种培训模式作为其课程的一部分：

• 非洲：肯尼亚的Akirachix、加纳的KACE-AITI。

• 美洲地区：阿根廷的program.ar；墨西哥的Epic Queen； code.org；美国的Made with 
Code 、IT行业的女孩、BlackGirlsCode。

• 欧洲：12个欧盟国家已开始将编码技能融入学校课程。

本章对世界上的编码训练营的不同定义特征进行了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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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编码训练营经营模式

在非洲、亚太地区、欧洲以及美洲地区，目前有以下三种组织提供编码训练营：

• 商业组织；

• 社会企业；

• 非营利组织。

在上述的四个区域中，每个区域都拥有这三种经营模式。在非洲地区，非营利机

构更普遍。编码训练营提供商利用多种多样的资金资源来维持和发展业务。大多数情

况下，这些提供商会将两种或多种筹资方式相结合，而不是仅依靠单一的收入渠道。

1. 学生学费：学生用于参加编码学习的费用。学费的数额取决于组织和培训类型。这

方面的例子有：拉丁美洲的Desafio LATAM、Codea以及世界高科技制造商；非洲的

xPerience和 Moringa；以及General Assembly（中国香港）。

2. 学生工作后对组织的贡献：学生参加工作后，有一段时间按照比例将月薪的一部分

贡献给组织。对于很多提供商来说，这既是一种收入来源，又是一种筹资方式，可

以减轻预付学费的负担。这方面的例子有：墨西哥的Laboratoria；伦敦的创业者与

程序员（仍在贯彻）；以及肯尼亚的Dev学校。

3. 用人单位雇佣费：单位每雇佣一个编码训练营毕业生，提供商会向用人单位收取费

用。这方面的例子有：印度的Geek Skool；美国的CodePath与Ada开发商。

4. 启动加速：供应商帮助学生创造一份启动资金并持有一定比例的启动资金。这方面

的例子有：印度的AceHacker。

5. 内部招聘：提供商拥有或创立一个招聘或网络开发机构来为毕业生寻找未来的

工程项目供学生就业。这方面的例子有：伦敦的创业者与程序员；墨西哥的

Laboratoria（仍在完善阶段）。

6. 课程授权：目前记录的组织中，还没有组织实施该种收入方法。然而，旧金山的技

术学习实验室、以及伦敦的创业者与程序员正在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实施该种方法。

上述两个组织的唯一不同点就是，后者会将自己的课程作为开放源码。

7. 捐赠[现金或实物]：正如人们所期待，对于一些提供编码训练营的非营利组织来说，

捐助是筹资的重要途径。各组织的捐助类型与活动也各有不同。在一些情况下，实

物捐助通常有物理空间、网络途径、培训空间或购买工具等。现今捐赠通常用作启

动培训项目的种子投资，为更多的人提供培训并拓展其他类型的培训，或为学生报

名费提供赞助。这方面的例子有：墨西哥的Laboratoria和Epic Queen；西班牙的麦肯

锡的一代行动及其合作伙伴Iron Hack；菲律宾的DevCon；荷兰的“编码改变世界”

组织。

商业组织和社会企业采用以上的任意几种或全部途径相结合的方法筹资，而非营利

组织大多依靠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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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一位科技创业家最先创立了 iXperience 组织，为美国学生提供暑期编码训练课

程。暑期课程为学生提供为期四周的强化学习，并让学生到优步、埃森哲以及开普敦的

其他知名企业进行为期四周的实习。起初，该公司想要开发课程来满足当地教育与社会

发展的需求。现如今，iXperience 已通过暑期出国项目创建了可持续经营模式。该公司

与 Allan Grey（南非最大的投资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资助当地学生参加课程学

习。此外，该公司正准备为一些被边缘化的、没有钱上大学的中学生开展一项“间隔

年”计划。参加间隔年计划的学生可以获得为期六个月的计算机训练，并在当地的公司

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实习。该公司通过从合作伙伴公司获取佣金，将课程对学生免费开

放。 

南非|一种不同的编码训练营经营模式 

3.3 编码训练营模式

不同类型的编码训练营提供的培训有所不同，包括招生机制、培训时长、费用机制

（用于学生的培训费用）以及他们提供的就业服务也有差异。以下讨论内容考虑了下列

培训模式的特征：

• 录取流程

• 目标人群人口统计

• 课程

• 培训形式

• 学生的学费与费用来源

• 证书认证

3.3.1 录取流程

无入学要求 – 微型编码训练营与早期教育模式：由于课程旨在扩大服务范围，因此

微型编码训练营与早期教育模式（由墨西哥的Epic Queen、荷兰的“编码改变世界”组织

以及菲律宾的DevCon等供应商提供）通常没有入学要求。他们的目标是吸引越来越多的

人来参与学习。对于准备就业模式以及编码训练营+模式来说，一些微型编码训练营课程

（用于筛选课程学员）的某些要求项可以成功地完成初始评估流程。

严格的筛选流程 – 准备工作模式与编码训练营+模式：各地区的准备工作模式与编

码训练营+模式的录取流程和招生工作看起来都是一致的。同美国和欧洲的编码训练营

的准备工作模式与编码训练营+模式一样，这两种模式在各地区均有严格的录取流程且

录取率通常很低。据课程报告（毕业生成果与人口统计研究）显示，对美国的顶级编码

训练营感兴趣的入学申请者中，仅有3%至6%能被录取。同样的现象在亚太地区、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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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以及欧洲的供应商中也有所存在。例如，据报导，Andela的录取率仅为1%。42通常情

况下，准备工作模式与编码训练营+模式的录取流程大致如下：

1. 对课程进行宣传，宣传途径包括微型编码训练营（专题讨论会、黑客松、编码训练

营网页、社区组织以及社会媒体）。

2. 想要参加学习的学生须填写一张申请表，申请表中要包含个人基本信息，并说明学

习动机与职业愿景。

3. 接下来，申请者会接受一项逻辑测试和编码考核（通常在Codecademy上进行）或通

过其他方式证实自己的能力。该项录取步骤有以下两个用途：一方面，让提供商对

申请者的基本情况和技术学习兴趣进行评定。另一方面，让申请者进行自我评估，

以确认自己是否能够学习编码。不同机构在这方面会采取不同的测试方法，例如西

班牙的“麦肯锡的一代举措”组织会让学生发送一段视频来展示自己。

4. 入围的申请者会参加一个面试，以对他们的学习动机、纪律、软技能和职业目标进

行进一步评估。该种面试一般是面对面进行。

5. 在最初阶段的招生结束后，学校可能使用编码训练营活动例如黑客松和专题讨论会

进行预先筛选。

由于课程所要求的技术水平不同，所以学校对学生的入学要求也各有差异。总的来

说，提供商对申请者的最低要求是能熟练使用工作英语。大多数的编码训练营课程并不

要求申请者具有编码技能。提供商更注重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困境中信守承诺以

及遵照课程中的工作要求。学生在提出入学申请之前，最好先对自己的学习动机、承诺

等级以及纪律性进行评估。

 

 

Moringa 学校自 2015 年起提供培训，且该学校已成为非洲东部的领先编码训练营之

一。学校提供各式各样的训练课程（包括安卓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以及用于网络界

面的 HTML 和 CSS）。学校的录取流程严苛，潜在申请者中，仅有 6%能够被录取。首

先，学生通过填写一个简易的在线表格完成申请，然后会自动接收一个电子邮件，邮

件中有一项编码挑战。在挑战中表现出色的学生会进入一轮面试。在面试环节中，学

校会对学生的数理逻辑能力进行测验并对他们的职业抱负进行评估，以便选拔最有前

途的学生。根据学校反馈结果，学生的就业率很高，且大部分学生的收入明显增加。 

肯尼亚|为课程挑选最好的生源 

42 CNN。（2015年6月24日）。学习编码难于上哈佛。http:// edition. cnn. com/ 2015/ 06/ 24/ africa/ andela- 
start- up- nigeria/ 

http://edition.cnn.com/2015/06/24/africa/andela-start-up-nigeria/
http://edition.cnn.com/2015/06/24/africa/andela-start-up-ni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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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人口统计

根据课程报告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编码训练营状况的研究报导，编码训练营学员的平

均年龄为29岁，71%的学员具有大学文凭，60%的学员为男性。上述的学员年龄特征与

其他地区的大部分编码训练营学员年龄特征类似，学员年龄大都在25至35岁（图8）。

即使参加该课程学习要求学员本身具备一定的受教育水平，但学员的职业背景在非洲、

亚太地区、拉丁美洲以及东欧的罗马尼亚略显参差不齐。学员当中有已在技术或非技术

行业工作的大学或专科毕业生，有应届毕业生（无工作经验），还有受过或未受过高等

教育的企业家。在极少数情况下，学员可能仅有高中文凭，例如在墨西哥的Laboratoria
以及肯尼亚的AkiraChix。

图8：发展中国家编码训练营编码学员基本情况

 
 

大部分具有大学学历

+一些职业经验 

25-35 岁 

受访组织中的编码训练营学生状况 

25-40%为女性 
也有一些刚毕业的 
学生、专业工作人员 

以及企业家 
 来源：2015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间对编码训练营提供商的采访 

各地区女性参与编码学习的趋势同美国和加拿大类似。据统计，编码训练营学校中

的女性学员占25%至40%（图9）。女性学员比例最高的学校是西班牙的麦肯锡的一代举

措及其合作伙伴Iron Hack，罗马尼亚的Simplon紧随其后，女性学员占40%。然而，有些

培训课程是专为女性设置的（其中有肯尼亚的Akirachix和墨西哥的Laboratoria）。如下一

章中所述，无论当前的学校学员性别构成如何，所有受访的编码训练营提供商均表示想

要增加课程的女性学员数量，有几家学校正在制定策略来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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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发展中国家女性参加编码训练营编码学习情况

 
 

西班牙的麦肯锡 Generation 举措 

Simplon | 罗马尼亚 

iLab | 利比里亚 

Codea Lab | 墨西哥 

Moringa School | 肯尼亚 

Desafio Latam |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 

世界科技制造商 | 哥伦比亚、智利和巴西 

女性参与比重 

采访期间组织提供的数据。百分比因学生人群、训练类型以及组织所在的国家的位置而各异。 

增加编码训练营女性学员数量策略：几十年来，技术行业中女性人数过少的问题始

终困扰着学者、从业者、政府、培训机构以及技术行业本身。性别歧视和社会阻碍，例

如阻碍女性追求与STEM相关的事业（要求具备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方面的文凭）、

认为女性就该做家庭主妇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技术行业中长期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促使更多的女性参加学习培训，更要使这个社会认识到，技术

培训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铺就职业生涯道路的方式。这对于一些欠发达地区（这些

地区中女性从事技术行业面临严重的社会阻碍）的很多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美国的研究

报告中对于编码训练营行业分步解决性别失衡的问题的做法进行了夸赞（见图10）。近

期的一个LinkedIN博客帖子提到，在编码训练营学校毕业生中，女性约占40%，“之前的

技术行业中女性软件开发工程师仅占20%，这次有了巨大的飞跃。”43随着以女性为中心

的编码训练营培训学校（例如Ada开发者、HackBright 学院及其他学校）的兴起，这个比

重将持续扩大。

43 Gan, L.（2015年9月17日）。BOOTCAMP编码学校的兴起可缩小技能差距。LinkedIn博客。 
http:// blog. linkedin. com/ 2015/ 09/ 17/ as- coding- bootcamps- grow- the- skills- gap- could- shrink/ 

http://blog.linkedin.com/2015/09/17/as-coding-bootcamps-grow-the-skills-gap-could-sh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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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美国与加拿大编码训练营学校女性代表

 
 

 

* 不包括以女性为中心的编码训练营（例如 Ada Developers Academy、Hackbright Academy 以及 Skillcrush）。 
数据截至 2015 年 8 月 

女性学员比重 

女性参与编码训练营情况 
占 Linkedin 数据基础上的选定组织中的参与者总数的百分比 

南方科技人才 

大会 

Flatiron 学校 

BrainStation 

初创学院 

初创者社团 

洞察数据科学 

波特兰编码学校 

Hacker 学校 

来源：LinkedIN 经济状况图 

目前，编码训练营学校在吸引女性学员方面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招生选拔，原因是

当今技术行业大多是男性主导的，且在承诺完成编码训练营课程的所需时间方面也存在

困难。另一个挑战是，确保学习的有效进行，这要求我们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一旦女

性进入学校，她们会愉快地学习编码技能并且能够得到尊重。解决招生方面的问题，我

们通常是让人们认识到学习编码的重要性，并特意为女性举行一些展示活动，或设置一

些学习时间更为灵活的课程。有效学习方面的挑战并不明显，但我们也在解决该问题，

方法是提供一些专为女性设计的课程，在学习过程中女性可以专心提升自己的技能，而

不用面对与同龄的男性竞争的压力。

解决招收女性学员困难的问题

• 意识培养。该种策略包括组织微型编码训练营学习班、每日或每周编码专题讨论

会以及其他活动，使女性从单单从事技术行业工作到为大家做榜样或称为大家的

导师，或简单地成立一个支持社区。例如，荷兰的“编码改变世界”为在技术行业

工作的女性举行了活动，让她们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分享给他人，并尝试着激励其

他女性在技术工作获得快乐。墨西哥的Epic Queen也组织了类似的活动。例如，该组

织拥有来自七个国家的70名志愿者，这促进了30 000多名从事技术行业工作的女性

之间的联系，为她们之间相互支持和交流技术经验提供了便利。该组织现与Desafio 
LATAM（Desafio LATAM是一个编码训练营提供商，在墨西哥、哥伦比亚以及智利有

办公地点）结为了合作伙伴关系，为具备资质的女性申请者提供全额奖学金。此类

的招生工作并非仅由以女性为中心的编码训练营编码学校来开展，几个受访的提供

商均表示为招收女性学员作出了努力。



26

编码训练营：青年就业战略

 除了这些策略以外，还有针对年轻女孩开设的早期教育模式的编码课程。除了她

们的内部课程，她们还会参加一些国家或国际活动，例如ITU年度ICT行业年轻女性

日，其中一些例子包括：

– 阿根廷的Program.ar (http:// programar. gob. ar/ de- que- se- trata/ )

– 拉丁美洲的七个国家、西班牙以及美国的Epic Queen (http:// epicqueen. com/ ) 

– 肯尼亚的儿童项目Akirachix (http:// akirachix. com/ kids- program/ 

– 美国的Made with Code (https:// www. madewithcode. com/ )

– 美国的Girls in IT (https:// www. ncwit. org/ resources/ girls- it- facts)

– 美国的Black Girls Code (www. blackgirlscode. com/  )

 

 

成立于 2013 年的 Epic Queen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让更多的女性从事 STEM（科

学、技术、工程、数学）职业。该组织开展不同的项目，其中一项是与谷歌墨西哥建立

合作伙伴关系来为 6 至 11 岁的年轻女性组织编码聚会。在三小时的编码研讨会中，年轻

女性们有机会学到编程基础，遇到从事技术行业的女性并以她们为榜样，激励自己成为

技术的创造者。除了编程基础，年轻女性们在编码聚会中还会学到团队合作与沟通技

巧。自该项目实施以来，已有来自墨西哥的 800 多名女生和来自哥伦比亚的 200 多名年

轻女性参与了该项目，且预计参与该项目的年轻女性人数今年还会有所增长。 

 

墨西哥与其它 7个国家|年轻女性在编码聚会中学习编码基础 

• 课程设计。为鼓励女性报名参加编码培训，组织提供了一些解决措施，这些解决措

施将培训形式、时长以及费用机制与当地的女性实际情况、社会角色（例如，女性

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而男性受教育程度更高）相结合。措施包括：

– 通过赞助来支付学费，包括当课程为全日制课程时，为学生提供生活费，西雅

图（美国）的Ada开发者、哥伦比亚、巴西和智利的世界高科技制造商即为该

方面的典例。也有一些非营利编码训练营编码学校与商业机构结为合作伙伴来

为女性学员提供学费（其中的例子有Laboratoria与Desafio LATAM结为合作伙伴

关系、Epic Queen与墨西哥的Codea Lab结为合作伙伴关系等）。

– 还有一些组织例如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Desafio LATAM、墨西哥和秘鲁的

Laboratoria，为女生开设了一些非全日制课程，让女性可以在学习的同时兼顾

家庭和/或自己的本职工作。

C:\\Users\\xue\\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WQUF0KPJ\\Program.ar
http://programar.gob.ar/de-que-se-trata/
http://epicqueen.com/
http://epicqueen.com/
http://akirachix.com/kids-program/
http://akirachix.com/kids-program/
https://www.madewithcode.com/
https://www.madewithcode.com/
https://www.ncwit.org/resources/girls-it-facts
https://www.ncwit.org/resources/girls-it-facts
http://www.blackgirlscode.com/
http://www.blackgirlsco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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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ia 于 2014 年成立于秘鲁，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为没有读过大学或没有完成大

学学业的女性提供编码训练。由于先前的成功典例，区域内的其他国家也很快采用了该

项计划。例如，墨西哥的 Laboratoria 与一些女性的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招聘了

27 名于 2015 年 11 月从 Laboratoria 的网络开发培训课程中成功毕业的学员。Laboratoria
课程是为 20 至 35 岁的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女性所设计，参加该项课程的女性仅有三分之

一的人有大学学历，但她们从事的工作与她们大学的所学专业无关。从这个角度（学员

的教育和职业背景）来看，Laboratoria 是专为女性设计的编码训练营。该组织与潜在的

雇主（主要是数字营销行业的雇主）建立了关系，并通过协商为让受雇的学生获得合理

的工资（8000 至 12000 比索）。Laboratoria 与墨西哥的一家商业的编码训练营提供商 – 
Codea Lab 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便为一些追求更高水平的编码技能培训的女性提供

奖学金。 

墨西哥、秘鲁和智利|带领不同女性走进技术世界 

3.3.3 课程设计与内容

编码训练营课程与普通大学里的计算机科学课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学课程一般提

供更多的综合学习内容以及更多的编码理论基础，而编码训练营课程更倾向于为学生传

授实践与职业发展技能。44编码训练营课程以项目为基础，与讲课、合作工作以及在线练

习共同构成教学框架。下面的图11和图12列举了大学教育与编码训练营的不同点，并列

举了编码训练营对实现美国市场就业目标的利弊。

44 Drost, S. & Farquharson, M.,（2016年）BOOTCAMP编码培训，提升你的编码技能。2016年在线计算机科

学。www. computerscienceonline. org/ coding- bootcamp/ 

http://www.computerscienceonline.org/coding-boot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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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大学教育与编码训练营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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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6 年在线计算机科学 www.computerscienceonline.org/coding-bootcamp/ 

图12：参加编码训练营的利弊

 

 

参加编码训练营的利弊 

CONTRAS 

实用、注重职业能力提升 

比四年制的费用低廉 

让职业生涯有个良好的开端 

更早地毕业 

发展行业所需的技术能力 

有职业的程序员做指导 

没有学生贷款 

严苛、高强度的学习环境 

可能为了参加课程需要搬迁 

缺乏面面俱到的教育 

对计算机科学理论缺乏深刻了解 

没有太多时间适应工作 

不能获得大学学历 

没有经济资助和最低支付援助项目 

利 弊 

来源：2016 年在线计算机科学 www.computerscienceonline.org/coding-boot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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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 课程设计

上述的公司中大多数都用他们的内部知识、培训师的专业技能来设计他们的课程，

在一些较小的组织中，创办者自己来设计课程。课程设计的过程会通过组织当中的用人

单位网络和技术专家的审核。编码训练营提供的课程质量越好，学生找到工作的几率越

大，且由于大多数的编码训练营培训学校不提供官方证书，所以毕业生质量和就业情况

就是他们最好的信誉资产。

培训通常是分模块进行 — 核心基础保持不变，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增加新的学习模

块。模块结构使提供商能够对市场状况保持高度敏感性 — 编码训练营课程时常更新，

以反映技术发展（技术发展引发用人单位要求员工具备新的工作技能）。这种行业敏感

性是最优质的编码训练营供应商具备的条件之一，也是他们面临信誉方面的挑战时的主

要武器（见第3.3.6节）。一位编码训练营课程开发者Joe Lipper解释了为什么内部课程开

发成为了一种风尚：

 “……软件语言、图书馆和框架均在飞速发展，依靠从其他地方获取的书本、辅导

材料或视频资料会影响学生对最新知识或最佳实践的接受程度。内部开发允许存在

短的更新内容反馈回路短。

 ……如果一个编码训练营的信息资源是从多个作者或生产厂家获取的，他们需要对

这些资料进行尝试并将碎片整合到一起来拼凑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学习叙事。编码训

练营拥有内部课程，可以控制学习叙事，确保课程的每个学科或每个单元都很合适

并且上下文意思也完整。”45

例如，伦敦的“创业者与程序员”在项目初期使用优达学城的学习资料来设立自己

的课程。起初六周的培训，他们是使用外来的免费材料，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使得该

组织开始摆脱对外来网络材料的依靠，转向通过团队合作来创设自己的课程。津巴布韦

的Muzinda使用Treehouse（另一个网络训练平台）课程并将其改编成自己的培训课，现

在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3.3.3.2 编程语言教学

尽管目前我们所教授的编程语言有所不同，但并未离开网络开发与以

移动应用程序开发这个核心。从全球来看，最受欢迎的编程语言有Ruby on 
Rails、JavaScript、HTML、CSS以及PHP。安卓系统编程位居操作系统名单中第一名，iOS
名列第二，且学校提供用于操作系统的移动应用程序开发培训。该种趋势与美国和加拿

大的趋势极为相似，即Ruby on Rails和JavaScript为2015年编码训练营所教授的编程语言中

最受欢迎的两种（见图13）。46

45 Quora，2015年6月1日https://www. quora. com/ What- are- the- downsides- to- programming- bootcamps
46 课程报告。2015年编码训练营市场规模调查。https:// www. coursereport. com/ resources/ course- report- 

2015- bootcamp- market- size- study

https://www.quora.com/What-are-the-downsides-to-programming-bootcamps
https://www.coursereport.com/resources/course-report-2015-bootcamp-market-size-study
https://www.coursereport.com/resources/course-report-2015-bootcamp-market-size-study


30

编码训练营：青年就业战略

图13：美国与加拿大编码训练营中最受欢迎的编程语言

 

 

 

图 3：一流教学语言 

 

来源：2015 年编码训练营调查：https://www.coursereport.com/2015-coding-bootcamp-market-research.pdf 

每个编码训练营提供商选择教授哪种编程语言，取决于行业发展需要哪种编程语

言。例如，在拉丁美洲，由于网络开发是数字营销与网络营销行业的基础，需要大量

的网络开发人才，因此编码训练营提供商最注重网络开发培训。但中国香港的General 
Assembly提供的课程大多是关于数据科学与数据分析，原因是金融行业对该方面的人才

需求量最大。

每种编码语言都有不同的用途，如下所示：

• JavaScript：网络浏览器

• Python：多功能

• SQL：数据库

• PHP：网页

• Ruby：网页与网站

• C++：硬件编码、Windows操作系统

在受访的提供商中，只有少数编码训练营教授Python、Drupal、WordPress以及管理

数据库的语言（MySQL）。关于对用人单位对编码技术人才的需求，这些组织中没有任

何一个组织开展过正式的市场调研。相反，这些组织的创建者和培训师利用自己的技术

网络来洞察技术新趋势、对人才需求状况进行评估，并提供最新的培训课程以确保所教

授的技能与市场需求相符合。

很少有编码训练营学校有全职教师；编码教师大多是技术行业专业人士，这些人

士利用业余时间到学校教授学生编码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志愿者，有的

是领取一定的薪资。一些提供商例如墨西哥的CodeaLab以及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的

Desafio LATAM教师提供培训课程项目，以保证教师有足够的知识技能。还有一些“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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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机构（例如Founders & Coders）从他们的毕业学员中招募教师。对于所有地区的

编码训练营机构来说，教师招聘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寻找具备资质的开发人员

来教授课程并不是难事；但很难选择既具备编码经验，又具备教学经验的人员。

 

 

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 为什么教授 Ruby on RailsDesafio LATAM 是一家商业的编

码训练营，2012 年由两位技术企业家创建于智利。成立之后不久，该训练营扩展至墨

西哥和哥伦比亚。公司的发展出乎了企业家的意料，使拉丁美洲的经济由商品经济转

为数字服务经济。据其中一位创始人所述，公司主要致力于 Ruby on Rails 培训。Ruby 
on Rails 是一种编码初学者使用的语言，该语言更方便用户使用，并拥有最大的开发

者社区，使知识交换和问题咨询变得更加容易。最重要的是，Ruby 是拉丁美洲市场中

需求量最大的编程语言。 

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为什么教授 Ruby on Rails? 

3.3.4 培训模式（在线培训|现场培训|混合培训）

培训时长：虽然目前为止，培训时长是编码训练营的一个定义特征，发生的很多变

化使编码训练营的原本定义开始变得复杂化。目前最主要的培训时间是10至12周的培训

期。然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更机动灵活的选择方式的出现使得非全日制课程

和精简课程成为可能：非全日制课程延长了培训周期，学生可以得到同样的训练，且不

用以牺牲现有的工作或其它事情为代价。超短期培训课程（例如微型编码训练营培训）

使人们能够进行能力倾向测验，或获取特定的技能，而不用占用太多的工作时间。长期

培训（例如编码训练营+模式）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获取更多的技能。

培训模式：目前最常见的培训模式是现场培训。几乎每个受访的编码训练营培训机

构，无论是传统的、拓展的、还是微型课程，都有现场培训作为核心课程，这符合编码

训练营的理念。并且，美国和欧洲一些受访的编码训练营说道，这种强化培训要求沉浸

式训练，这种训练很难通过远程教育来实现。他们表示，现场培训是一种理想的培训方

案。事实上，一些训练课程不仅是面对面的，而且适用于校园，例如加纳的KACE-AITI和
MEST要求学生在校园里进行一些项目（MEST为学生提供奖学金，用于食宿和补助）。

然而，在线和混合培训模式的出现是因为有些入学申请者无法到场参加全日制学

习。一些提供商例如美国的SamaSchool，除了提供现场培训，还提供全日制在线培训课

程。General Assembly和Dev编码训练营近期也提供了全天在线培训课程。其他的提供商

提供了混合训练模式，即有些课程是通过现场教学、有些课程是通过远程教育实现的。

例如，肯尼亚的SamaSource培训学校使用混合培训方法，主要采用现场教学法，但也辅

以一些灵活的家庭或在线教育方式（例如，一周当中有一天学员可以不用到现场参加学

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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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在伦敦地区为 JavaScript 网络教学提供软件开发培训。在为期四

个月的培训中，前十周的时间里学生每周都会完成一些项目，随着培训的进展，项目内容

也会日渐复杂。在课程的前半部分期间，学生在教室里组成学习小队，每个小队有四人。

十周之后，学生们开始着手现实世界项目 — 通常是组织可能使用的内部项目或可能作为

开放源码而广泛分享的项目。最后的四周，学生们全身心地投入商业或半商业项目，在这

些项目中，学生将学习如何与客户交流、如何表达他们的想法并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学

生每天参加训练的时间（包括课堂和作业时间）约为 10 个小时。 

英国的 Founders & Coders| 为期四个月的由同龄人领导的

编码课程 

3.3.5 成本与费用机制

课程收费各有不用，有些课程是免费或提供补助的，但大部分课程的收费很高（有

些课程费用高达一万美元或更贵），中低等收入国家有几家编码培训学校免费为学生提

供课程。学生可在一定条件下获得奖学金或无条件地获得奖学金赚取课程费用，且对于

免费的培训机构来说，他们大都通过合作伙伴或捐赠单位获得赞助。获得企业赞助的方

式通常是，学生承诺毕业后在赞助单位或编码训练营培训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学生可通

过以下方式获取编码训练营学费：

• 学生个人财产

• 免费（为所有学生提供的奖学金）

• 为一定量的学生提供的奖学金

• 学费减免

• 延期付款 — 按月还款（还款期限为二至四年）

• 提早报名的学生享受打折优惠或费用全免

• 由信用代理合作伙伴支付

• 每月工资按比例上缴，用于学费

• 毕业学员为下一阶段培训提供支持 — 非营利组织常用方法

• 毕业生在完成一定的培训量之后可获得一笔返还钱款

• 毕业生在就业之后可获得一笔返还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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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学业认证

编码训练营毕业生可从培训机构获得一个证书以证实他们参加了编码训练营课程学

习。由于大部分的编码训练营培训机构不是经认证的教育机构，因此编码训练营中稍微

正式的国家或国际认证证书很少。47这是编码行业的不稳定性导致的，这种不稳定性要求

培训课程不断更新以适应行业发展趋势。课程的不断变化导致资格认证方面存在问题。

所有的地区都在面临这个挑战。然而，在一些国家当中，很多用人单位更倾向于录

用具备正规高中或大学学历的人员，他们认为正规学历比专业资质的含金量高。为解决

学业认证方面的问题，美国的几家编码训练营提供商联合建立了一个协会（新经济技能

训练协会或NESTA），目的是“开展最佳实践、制定最高标准、加强结果导向的NESTA组
织问责制”。48

随着编码训练营在不同国家持续发展，证书认证成了最大的问题。在美国，由于编

码训练营培训学校没有被认证为教育机构，导致很多学生无法申请联邦学生贷款和其他

政府补助。49不过，国家的技术部门正在转变招聘机制，在公司高级开发人员举行的招

聘环节中，求职者的项目组合和在编码面试中的表现比证书更重要。50墨西哥的Codea 
Lab（www. codealab. mx/ ）的创建者Javier Ibarrola简明地阐述了证书在劳动市场中扮演

的角色。

 “证书问题在编码行业中一直存在争议。在不同的市场中，争议的内容也有差异。

在美国，雇用技术人才的公司拥有很好的招聘机制，在面试中，他们会对求职者的

项目组合进行审查，并让求职者与一组同龄人展开一个“展示与讲述”的编码练

习。在墨西哥，这些机制尚处于起步阶段。起初，我们不打算颁发关于编码培训的

证书，但对于学生和用人单位来说，证书很重要，后来我们在学生完成学习时为他

们颁发了证书。”Javier Ibarrola（2015年10月13日采访记录）

从澳大利亚的Coder Factory Academy编码训练营可以看出，资质认证是非常有限

的。澳大利亚政府认证体系以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为基础。这是实现能力本位培训的有效

方法，其使用具体的学习成果和离散单元组成个人资质，使人们具备职业资格。一旦编

码训练营课程有了恰当的结构，便可反映到职业资格中。编码训练营课程之间的差距可

以通过课件来填补，课件是专为具体资质设计的。

在澳大利亚的Coder Factory Academy案例中，最合适的资质是软件开发毕业文凭。

该资质由16个科目（单元）组成，这些课程当中，有的恰巧反映出为编码训练营培训开

发的课程，但有的课程没有明显的内容比较。这要求提供商在编码训练营课程中囊括额

外的内容，以确保课程涵盖了毕业文凭资质中所提到的所有学习成果。随后他们可以选

择教授未经认证的课程，或遵照要求以便有资格颁发国家认证的证书。要颁发国家认证

资格证书，要做出以下几处关键的改变：

47 Schmidt, C.（2015年）。BOOTCAMP编码培训无须认证，那我们为何在追求？LinkedIN 博客。 
https:// www. linkedin. com/ pulse/ coding- bootcamps- dont- need- accreditation- so- why- chasing- clint- schmidt

48 www. thenesta. org/ 
49 Belkin, D.白宫准备对计算机BOOTCAMP培训进行认证。华尔街日报。2015年11月6日。www. wsj. com/ 

articles/ white- house- readies- accreditor- for- computer- boot- camps- 1446855579
50 编码面试是软件行业中的一项技术面试，目的是检验求职者的技术知识、编码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在计算机方面的创造力。面试通常要求求职者解决编码问题、算法问题、难题和/或与计算机相关

的技术问题。https:// en. wikipedia. org/ wiki/ Programming_ interview

http://www.codealab.mx/
http://www.codealab.mx/
http://www.codealab.mx/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oding-bootcamps-dont-need-accreditation-so-why-chasing-clint-schmidt
http://www.thenesta.org/
http://www.wsj.com/articles/white-house-readies-accreditor-for-computer-boot-camps-1446855579
http://www.wsj.com/articles/white-house-readies-accreditor-for-computer-boot-camps-144685557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gramming_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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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立明确的评估工具，以便说明学校对每个学科都进行了恰当的评估并且已经取得

了学习成果。

• 与已经注册的培训机构（政府批准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便遵守相关的规定。

• 确保制订结构清晰的课程和评估计划。

• 确保所有的培训师都具备必要的行业与培训师资质。

课程开发以两种方式进行。当编码训练营内容有了更新时，必须保证更新的内容能

够反映选定的资质中的学科。受行业标准、督导委员会以及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驱动，

编码训练营实际资质内容每五年变化一次。学校必须确保其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培训材

料，并将课程内容改为国家认定的教学内容。澳大利亚的一个编码训练营提供商Coder 
Factory Academy 的创始人Raman Nambiar阐述了证书认证的意义，尤其是对学生的好处。

 “这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但其带来的主要益处是，学生不仅会得到优质的、最

新的培训，而且能够获得国家认证的资质。通常这些资质（尤其是在需求量大的行

业领域）可以帮助学生获得政府资助以及各种学生资助机制，否则学生将无法得到

资助。在市场中，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以及设定更多的监管要求对于编码训练营

提供商来说是否值得，这取决于他们自身。”（Raman Nambiar：2016年3月22日采

访记录）

3.4 就业策略|就业路径

编码训练营学校能为学生提供哪些就业策略以及就业服务，这取决于课程的根本目

标 — 从提供全套就业服务（面试培训、开发项目组合、工作推荐等）到在学生求职过程

中为其提供招聘会和基本就业指导。

准备就业模式和编码训练营+编码培训模式通常提供最全面的就业服务，以便学生

在学成毕业后立即找到工作。在该种模式下的一些课程中，学校能为学生提供的就业服

务与时间承诺、课程时长以及教学模式有关。例如，中国香港的General Assembly为参加

非全日制在线学习的学员提供的就业服务是有限的，而为参加全日制现场学习的学员提

供的就业服务范围更广。

然而，微型编码训练营更多是关于职业发展、社区建设、以及唤醒人们学习编码的

意识，所以微型编码训练营很少有或没有完整的就业服务体系。但他们同样会建立就业

网站来为学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编码训练营学校能为学生提供的就业服务如下：

立即就业

a. 这些编码训练营学校进行自己的内部就业网站开发或拥有其他数字服务机构，例

如：肯尼亚的Andela和SamaSource在招生时会按照学校内部就业网站上的条件招收

合适的学员；墨西哥的Laboratoria和美国的Founders & Coders也可以选择该种方式。

b. 在实际培训课程中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该方面的例子有：南非的xPerience和美国

的Ada Develo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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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人单位引荐毕业生

a. 通过招聘会、分享就业机会、与用人单位进行项目演示等方式与用人单位建立联

系。

b. 鼓励开发人员将自己开发的应用程序卖向市场，该方面的例子有肯尼亚的eMobilis。

求职技能指导与培训

a. 对项目组合与CV进行开发，并开发一个网络平台对该组合进行分享。也许这是编码

训练营为学生提供的最有效的就业服务之一。由于该种培训没有证书，学生的项目

组合是他们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最有效的办法。

b. 提供面试和薪资谈判方面的指导和训练。

c. 软技能培训（沟通交流能力与公开演讲能力）。

3.4.1 就业率

对于编码训练营学校来说，最宝贵的资产就是培养优质毕业生。正是通过他们培养

的初级开发人员或实习生，这些组织才能赢得用人单位的认可。就业率是衡量编码训练

营学校成功与否的最有效标准，也是学校打造品牌效应最有力的武器（该种方法适用于

商业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这对于准备就业培训和编码训练营+培训学校来说尤为重要，

因此他们的入学选拔标准非常严格。

据统计，学生毕业数周到数月以后均会找到工作，就业率为40%至100%。这些数

字只是象征性的，原因是有的培训学校才刚刚起步，仅有一个班的毕业生；而其他的

学校已经运营了更长的时间。另一个问题我们也须考虑，即组织衡量就业率的方法各有

不同，因此他们自行申报的就业率可能会有差异。例如，目前我们不知道学生毕业后多

久能找到工作，也不清楚他们能否在工作岗位上坚持一段时间。其中仅有一家培训机构

（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Desafio LATAM）遵循着就业时间原则，即让学生在毕业

后30、60和90天内实现就业。据课程报告（校友成就与人口统计）报导，在美国和加

拿大，66%的编码训练营学校 毕业生找到的全职工作会用到在编码训练营学到的技能。

3.4.2 编码训练营学生所获得的工作种类

亚太地区、非洲、美洲以及欧洲的编码训练营学校培养的学生主要从事以下三类

工作：1）初级网站开发人员；2）企业家 — 成为自由职业者或自主创业；3）实习生

与学徒。关于学生从事上述工作所涉及的时间长短、签订的合同种类、以及薪资水平，

目前信息非常有限。这些地区中编码训练营学员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与美国和加拿大

的编码训练营毕业生从事的工作类似，但开发人员除外（开发人员比初级开发人员水平

高） ，且上述案例中的组织并未提及开发人员的就业状况。

大多数情况下，编码训练营培训学校都面向具有和编码相关的业务外包需求的当地

技术和/或国际公司。这些编码培训学校的创建者和培训师均与技术行业保持紧密联系，

或他们本身就在从事技术行业。他们与技术行业之间的密切联系能帮助他们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与技术行业保持密切联系，编码训练营提供商可以洞察市场中需

要哪些技术人员，并观察编码语言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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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合作关系

在编码培训行业中，机构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非常普遍。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与

潜在雇主之间、与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之间、与信用公司之间以及与其他教育机构之间的

合作伙伴关系。组织性质不同，建立合作关系的目的也有区别。毋庸置疑，最普遍的合

作关系是编码培训学校与潜在雇主和基金组织之间的关系。

1. 潜在雇主：上述的所有供应商都已经或正试图与潜在雇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帮

助学生实现就业。在一些情况下，一些正式的合作关系会帮助学生提供就业机会，

但大多数的关系是通过非正式网站来建立的，提供商通过这些网站为学生列举出就

业机会。很多与编码培训学校建立合作关系的潜在雇主都是编码训练营分校的客

户，这些编码训练营学校会为用人单位提供网站开发和其他与IT相关的商业服务。

毕业生到这些用人单位工作后，为这些客户提供服务。Moringa School 和Laboratoria
均表示他们有大约30个招聘单位合作伙伴。Andela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后可以在其学

校客户（客户为用人单位）那里工作四年。

2. 基金组织：能为学生提供奖学金或其他形式的经济补助的培训提供商均与当地或国

际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以及经济援助部门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获得赞助。赞

助形式包括奖学金（用于支付学生的学费和/或其他费用）、对外包业务活动（例如

专题讨论会和黑客松）提供赞助，或提供其他物资支持例如办公房间、设备以及软

件包或教育平台。

 

 

西班牙| 与编码训练营合作的社会举措 

Generation 是麦肯锡社会举措的第一个项目，作用是在世界各国提升年轻人的技能、改善

年轻人的就业前景。目前，该项目在肯尼亚、印度、墨西哥、西班牙以及美国提供不同

的就业准备培训课程。西班牙 Generation 的课程聚焦于编程技能。Generation 与 Iron 
Hack（西班牙领先的商业编码训练营之一）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资

助了 100 名学生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数字营销编程课程，90%的学员毕业后找到了工作。

目前，Generation 准备将项目扩大，以便于一月份在全国不同城市招收 500 名学生。 

 

3. 信用机构：一些编码训练营提供商与一个或多个提供贷款的公司建立联系，为学生

提供低利率信用贷款。例如，肯尼亚的Moringa School与These Numbers Have Faces机
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保证为学生提供低利率贷款。学生在就业之后一年之内

还清贷款。

4. 其他教育机构：编码训练营可能与其它教育机构（例如其他编码训练营、高等教育

机构、训练平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共同开展课程培训，以便获得培训材料以及

训练平台和/或培训课程认证。例如，在拉丁美洲，Laboratoria与CodeaLab建立了合

作关系来资助两名学生参加CodeaLab编码培训，Desafio LATAM与Universidad de la 
Frontera y San Sebastian也建立了类似的合作伙伴关系。在非洲，Tech Learn正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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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向其它的编码训练营提供商进行课程授权；eMobilis与内罗毕大学计算机科学学

院建立了合作关系，以便从大学里进行消费者洞察，做相关的调查研究来为eMobilis
的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在加纳，KACE-AITI使用从其他的大学校长那里获取的培训材

料。51

5. 国家与国际政府机构：国家合作伙伴关系比较稀少，这对于较小的编码训练营运营

商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与政府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学校可以让自己的课程获得认

证，并且可被视作正规的教育机构或特殊课程培训机构。Desafio LATAM所述的另一

种方式是，组织与政府机构建立关系来获取支持，即政府可以为当地公司提供支持

使他们的业务拓展到国际市场。国际组织（包括政治与经济组织例如欧盟与世界银

行）也为各种各样的IT培训机构提供可资金，还有的组织与编码训练营运营商建立

了合作伙伴关系。

 
 

 

 

iLab 是一个非营利计算机实验室，为对技术感兴趣的人群提供培训、活动

和见面机会。面临女性对培训的参与度低的状况，该组织与女性提升技术

（WeTech）组织（由国际教育协会领导的合伙人组织，旨在帮助妇女和女

孩在技术事业中取得成功，并和谷歌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这些合作

伙伴关系和补助金，iLab 筹集了资金，使得更多的女性参与了课程学习，

见证了女性参与度的重大变化。例如，从社会媒体课程中我们发现了直接

的、显著的效果，女性的参与度较之前相比增加了近一倍。该组织还成功

地运用补助金为年轻女性设置了一项编码研讨会。 

利比里亚│与 WeTech（女性提升技术）组织合作，让更

多女性参与编码学习

3.6 编码训练营行业面临的挑战

在发展初期，编码训练营行业面临着几项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供应商能否提供优质

编码培训、供应商在就业方面的价值观以及他们的目标人群的编码学习能力。

编码训练营提供商运营方面的挑战

资金：提供商缺乏编码训练营编码课程设计、招生、计划执行以及后续服务的资金

来源，尤其是当他们想为那些目标人群提供培训时，资金非常匮乏。我们从美国和其他

地方的稍大一些的编码培训学校发现，学费非常昂贵；在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编码训

练营提供商要寻找能提供奖学金与赞助的单位，以确保低收入人群也能从培训中获益。

认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编码训练营提供商都需要解决课程认证方面的问

题。在发达国家，除了澳大利亚的编码训练营课程已得到认证以外，由于编码训练营课

51 http:// videolectures. net/ academia/ 

http://videolectures.net/acad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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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需要不断更新以反映行业发展趋势，因此提供商很难让自己的课程得到认证。在发展

中国家，人们更加注重传统资质例如大学文凭。这使得编码训练营培训机构很难让自己

的优质课程得到认可，对于毕业生来说，由于一些用人单位将证书视作能力的体现，他

们从编码训练营学校毕业很难被用人单位录用。

缺乏来自政府和其他潜在利益攸关方的支持：当很多国家承诺培养具备技能的劳

动力时，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一般企业培训方面，而很少注重具体的编码培

训（ 例如编码训练营所提供的培训）。

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错误认识：政府、用人单位、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机构对于不

同的编码训练营培训模式没有完整的认识，并且不知道其实每种培训模式都可以帮助学

生完成学习、实现就业。每种编码训练营培训模式都在年轻人实现就业的道路上发挥着

重要作用（例如，让人们认识到为什么要学习编码、为什么要学习工作技能）。因此，

任何基于编码训练营培训的就业策略都应当认识到这些模式的重要性，并制定相应的政

策和发展计划。

学生参与学习与表现方面的挑战

学生对编码训练营理念感到陌生：在编码训练营培训学校参加学习所需要的纪律和

个人责任意识，与这些地区的学生们已熟知的教育经验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对于受教育

程度有限的人们而言）。很多人也许难以承受编码训练营的难度和训练强度。

IT基本技能水平低：贫困地区的低收入人群计算机技能水平参差不齐，但总体水平

很低。这意味着，在学生参加基础的编码训练营编码技能培训之前，要对他们进行最初

阶段的预备培训。对于一些对编码知识水平要求稍低的技能（例如用于常见的BPO外包

业务工作的技能），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并未面临巨大挑战。

编码训练营的时间承诺：由于编码训练营课程是沉浸式强化训练，很多学生可能

无法报名参加学习，原因是他们不能让培训占用太多的工作时间或处理家务事的时间。

编码训练营学校选址：在巨大的挑战面前，编码训练营学校倾向于将校址选在市

中心，以便进行现场培训。潜在的和实际的学习参与者会面临交通问题和路途遥远的

问题。

性别刻板印象：在很多国家，大多数人仍然认为编码（大多数IT行业中的编码）应

当是男性从事的职业。此外，大多数人还认为女性应当主要负责家务事，而不是寻求正

式工作，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已成为女性学习编码技能的巨大阻碍，且当她们想要参加编

码技能培训时，很难得到家人的支持。

来自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方面的挑战：即使学生具备学习编码的才能，但许多不利

因素例如网络质量差、基础设施不齐全、在家里无法接触技术、暴力、以及缺乏家人的

支持，都使得学生难以顺利完成编码训练营。

3.7 总结

本章介绍了编码训练营的四种模式以及各种模式的运行方式。编码训练营源于美

国，但其快速提升技能的训练模式很快在非洲、亚太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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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得以推广。这些地区的一些表现突出的编码训练营提供商展示了一些先进的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人们将编码训练营内容理念进行了改编以适应当地的环境和需求。还有

一些成功案例，例如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大学毕业生在完成编码训练营之后找到了一

份高薪工作。这类成功案例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很多（在过去的四年里，美国和加拿大的

编码训练营行业发展迅猛）。有关内容显示，即使发展中国家在克服挑战方面还任重道

远，但它们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涌现更多的成功案例。

在下一章节中，我们为政府、国际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些建议，当他们

考虑是否通过兴办编码训练营学校来促进就业时，可以参考这些建议。

4 总结与建议

除去炒作的成分，社会对具备网络与移动应用程序编码技能的IT专业人士的需求量

很大。而且，多数国家的正规教育系统培养出的毕业生不具备实际操作能力，无法达到

用人单位的要求，而编码训练营编码实践训练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为解决上述问题，人

们制定并实施了很多计划，但实施情况并不清楚。要发展编码训练营事业，我们还有很

多内容需要学习和探索。

当讨论将编码训练营培训模式作为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途径时，要考虑以下重要问

题：

1. 预计编码人才短缺现象会一直持续到2020年：如第二章所阐述，预计编码人才短缺

现象会一直持续到2020年。此外，如果人才短缺规模仍旧与数据显示的规模（人才

短缺数量成千上万）一样大，就会有很多机会来大力解决失业问题，方法是让年轻

人通过参加编码训练营学习来获取与工作相关的技能，从而填补岗位空缺。另外，

随着技术行业发展步伐日渐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应当随之变化 – 使用的任何策

略都应当为人们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例如在编码训练营+模式中提供的策略） ，使

学员跟上行业发展的步伐，并在毕业后能持续在行业中立足）。

2. 因培训时长、培训形式和培训内容的不同，编码训练营产生的就业成果也有不同：
在为每种培训形式制定策略时，也许这种差别化是最应当考虑的问题之一。相对于

网络教育来说，沉浸式的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编码培训至少会持续三至六个月，且通

常让学生扎实地掌握一套技能，并享受全面的就业与创业服务，因此成为了帮助青

年人实现就业的一种策略。微型编码训练营、编码专题讨论会、黑客松等方式在唤

起人们学习编码的意识、激发人们对编码的兴趣以及社区构建方面切实可行，但这

些方法并不适用于帮助学员实现就业，且如果不对学员进行进一步培训，不应将此

方法视作就业途径。越来越多的模式培养出的学生更加优秀，但这也要求学校投入

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此外，所有的成功似乎都源于优质的训练，而在较小的团队中

更容易开展优质的训练，一旦小组人数太多，管理就会出现困难。

3. 以目标人群为基础，适当审视编码训练营理念：根据不同类型的青年的就业情况，

我们应明确编码训练营理念。为期三个月的沉浸式全日制编码培训，对于一些由于

经济社会状况而停止工作转而参加编码培训的青年人来说，是一个帮助他们再次实

现就业的途径。对于其他人，尤其是女性来讲，她们还需要出去工作、承担家庭责

任，这样的编码强化训练不适用于她们，所以非全日制的训练强度较小的课程对她

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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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码训练营成功地使年轻人在国内市场工作，通常依靠强大的技术生态系统：一

个能够成功地产生IT就业机会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一些现有的条件，这

些条件促使强大的技术生态系统的兴起。依照Adomavicius、Bockstedt、 Gupta和
Kauffman的说法，技术生态系统的概念是“一套相互关联的技术与力量（尤其是

技术与社会力量），会对创新、发展和引用产生影响。52 近期华盛顿技术工业协会

在一项调查报告中支出，ICT行业中的科技巨头例如Microsoft与Amazon以及“一个

充满生机的新兴公司生态系统”（例如大量的小型新兴公司 — 8 600多个）的建立

导致了国家对编码人员的大量需求。53在制订策略时，人们应当对国家和地区的潜能

进行区分，即该地区是会成为技术中心还是新硅谷（需要大量技术人才的地方）。

5. 与技术生态系统相关联，目前很多编码训练营培训学校建在市区。目前，市区环境

更有利于技术生态系统的发展和壮大，且有适宜的通信基础设施来支持编码训练营

机构。从这种趋势中我们可以发现，乡村和城市周边地区联系日益密切，有助于开

展远程编码教学。

6. 编码训练营在与大学或自主网络课程竞争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影响。由于编码训

练营方面的教学经验与现有的教育模式不同，所以看起来可能与以往教育方式有

差别，这导致了编码训练营遭到更多传统教育机构的抵制，在课程授权与认证方面

也会面临很大挑战。如果编码训练营的培训方法论奏效，成功地为用人单位解决了

人才短缺问题，那么编码训练营将克服上述挑战。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编码训练营在帮助年轻人更好地实现就业方面很有前景。虽然

现在编码训练营机构的数量较少，但会为更多的人提供培训，以帮助他们找到薪资待遇

更好的工作。那么编码训练营中会有哪些既得利益呢？国家或国际组织可以在以下三个

方面促进编码训练营的发展：认知提升、关系建立和政策实施。实际上，促进编码训练

营的发展，最适宜的方法就是理解编码训练营，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并对编码训

练营进行检验。

认知提升

增强人们对现阶段编码训练营发展趋势的认识：目前，社会上既缺乏对编码训练

营的认识，特别是对准备就业模式的认识，又缺乏清晰的术语定义。例如，我们需要在

城区将准备就业模式同技术生态系统相连接，并使编码培训课程适应行业需求，如果我

们认识不到这些问题，就会对就业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另外，即使决策者对“编码训练

营”这个术语很熟悉，对这个术语的灵活运用仍然会导致人们对编码训练营存在错误认

知。例如，当我们将“编码训练营”术语用于意识唤醒模式（包括微型编码训练营和黑

客松）时，我们对此很熟知，但当该术语用于准备就业模式时，我们会感到困惑。

该报告旨在提升决策者的意识，使其认识到编码培训发展新趋势以及这种发展趋

势可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此外，该报告还说明了编码训练营与当前教育模式的

不同，以便阐述哪种模式更有利于促进就业，以及哪种环境更适合编码训练营的成功发

52 Adomavicius, G., Bockstedt, J. C., Gupta, A., & Kauffman, R. J.（2004年）。技术发展的生态系统模

型：http:// citeseerx. ist. psu. edu/ viewdoc/ download? doi= 10. 1. 1. 519. 7117& rep= rep1& type= pdf
53 Schutzler, M.（2015年3月16日）。华盛顿信息与通信技术公司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比其

他行业更快—WTIA对此进行了分析证明。GeekWire。http:// washingtontechnology. org/ 
washington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 ict- companies- creates- jobs- faster- than- any- other- 
industry- and- wtia- has- the- analysis- to- pro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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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每种模式的特征和主要用途。接下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和分析

将对提升决策者的认识有重要意义，并确保用最合适的方法取得最理想的成果。

减少炒作成份：关于编码训练营产生的就业结果的说法，有些听起来很有可能但无

事实根据和/或尚未得到证实，而且缺乏经验数据，这就需要中立方做更多的调查。还有

一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编码训练营行业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编码训练

营会帮助人们找到体面工作吗？54谁将成为编码训练营的受益者？如果编码训练营能让大

家都从中获益的话，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的调查和检验，以便决定是否适用、如何使

用编码训练营来解决青年失业问题。

提升认知，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i. 积极促进行业监测系统发展。

ii. 对编码训练营、相关的技术生态系统以及产生的就业结果进行深入研究。

iii. 与新的编码训练营机构共同实践（见上述政策实施内容）。

在监测系统发展方面，学术界的作用不可忽视；而政府可以建立机制对就业成果进

行监测，同时为监测的实施提供资金。

关系建立

增加机会：从参加编码训练营到实现就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培训机构与用人单位

之间建立的关系。即使当前确实有大把的岗位需要合适的编码人员，但要创造条件使劳

动者走向工作岗位。这需要解决需求、供给以及政策环境方面的问题。建立合作关系促

进人们就业，这种合作关系可在编码训练营提供商、用人单位、教育机构以及管理机构

（地方、地区、国家管理机构）之间建立。例如：

i. 发挥现有的编码训练营培训行业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 发现哪些组织需要编码人员，并与这些组织以及现有的、新兴的编码训练营提

供商之间建立联系；

• 培养专业的教师来教授相关的编码课程；

• 提供具有编码训练营风格的编码培训； 

• 制定政策来使社会认可编码训练营证书。

ii. 与传统和非传统教育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即使社会批评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

生在编码工作方面缺乏操作经验，但正规高等教育仍在为国家培养劳动力方面有

突出贡献。这包括为学生从事编码行业作更好的准备（例如教授学生常用的批判性

思维、企业家精神以及其他生活技能），而传统编码培训由于强化训练和紧凑的课

程结构无法向学生传授这些技能。编码训练营应与现有的教育机构相辅相成。合作

的形式多种多样：

54 ILO，体面工作计划：www. ilo. org/ global/ about- the- ilo/ decent- work- agenda/ lang-- en/ index. htm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decent-work-agenda/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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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教育机构进行资源共享，共同经营编码训练营，在学生假期期间对其进行培

训；

• 鼓励并促进编码训练营提供商与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进行培训证书认证并

在知识和资源方面优势互补；

• 挖掘编码训练营提供商的潜力，为更多的弱势学生和/或需要进一步学习的学生

提供学习机会。

iii. 挖掘潜能，建立组织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型联盟，联盟类似于NESTA（新经济技能贸

易协会 — 一个关于编码训练营的贸易协会，当前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标准，用于公

布COOTCAMP学习成果，并用于第三方对就业成果的检验）和TechHire Initiative（美

国政府机构，致力于通过组织多部门活动来促进技术生态系统的发展）。很多政府

都有机构专门负责发展软件或业务流程外包（BPO）行业或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这

有利于联盟组织来收集和公布有关编码训练营毕业生就业状况（经证实的数据），

并颁发有关编码训练营的证书或颁布认证标准。学生找工作和申请奖学金都需要用

到合格证书。

iv. 与中介组织（例如cybercafés、图书馆、远程计算中心、众创空间、技术中心、孵

化器以及其他基于社区的组织）展开合作，以便获得数字经济社会中所需要的技术

工具。这些组织当中，有一些起初是为了促进计算机与网络发展或为企业家提供支

持，但也可以促进网络编码训练营课程学习、增强人们的数位素养或提供基础培训

来使人们更好地接受编码训练营，甚至将组织的服务范围拓展至为编码训练营提供

实际帮助。这些组织还可以开展培训活动以及为潜在的学员/求职者提供咨询。考虑

到很多社区中的网络资源极为有限，与中介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在弱势群

体中发现人才。

v. 如第四条中所提到的，与一些专为帮助女性从事ICT或技术行业而设立的组织建立联

系，致力于为年轻女性提供编码训练营或向年轻女性宣传现有的编码训练营。这些

组织中，很多在ICT Portal中的ITU Girls名单上均有显示：www. itu. int. girlsinict. org/ 。

vi. 在一些公众平台例如Code Academy、Treehouse 或MOOCs编码上刊登内容来激发人

们对编码的学习兴趣、挖掘人们在编码学习方面的潜能。

政策实施

检验与投资：编码训练营的兴起使人们不断对编码训练营进行检验，即编码训练营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和女性来说是否合适、是否具有可扩展性。例如，研究报告中

所提到的四种培训模式（准备就业模式、编码训练营-+模式、微型编码训练营以及早期

教育模式），每种模式都有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但现在并不能完全确定哪种模式对

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特殊环境中的人群实现就业更有帮助（即便有说法表示非洲国家中最

早出现的是编码训练营+模式）。由于微型编码训练营和准备就业模式的培训期限较短，

人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培训结果进行评估，而对编码训练营+模式和早期教育模式的

培训结果进行评估则需要花较长的时间（取决于被评估的课程的培训期限的长短）。有

了结果之后，就可以决定增加和/或维持现有政策措施。政策实施的方法包括：

i. 利用现有的培训课程结构，结合当地情况，对编码训练营课程进行设计以及向学生

传授课程。可以通过实践对编码训练营课程的一些方面（包括不同的培训模式或培

http://www.itu.int.girlsini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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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方法、与公共/私营部门的不同关系类型以及对编码训练营学院的资助措施）进行

检验。为支持对发展编码训练营项目感兴趣的利益攸关方，ITU已开发出关于编码训

练营编码教学方法、管理和培训的课程。55

ii. 与现有的个人编码训练营提供商集团结成联盟，以便：

a. 在具体地点运营编码训练营学校。与现有的提供商共同运营编码训练营学校要

看提供商的兴趣与能力。从目前的访问情况来看，北美洲和欧洲的一些较大的

编码训练营提供商对在发展中国家经营编码训练营学校没有直接兴趣，除非有

其他方提供相关的经济和组织支持。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提供商的能力有限，

可能无法掌控大规模的编码训练营。因此，与哪种提供商进行合作，所需要的

方法和资源各有不同。

b. 获取培训课程和培训方法。考虑到通过现有的课程和平台可获得大量的资源（ 付

费和免费的都有），可以说，不必自己进行课程开发更新。然而，我们需要对不

同的课程进行检验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当地的需要和/或是否有助于实现当前的目

标。

结论

在很多国家，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和女性失业问题）是头等大事。对

于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的利益攸关方来说，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势在必行 — 包括紧急措施

例如使用编码训练营培训模式使失业状况得到缓和并且促进全球青年的就业。当人们对

编码训练营有足够充分的了解时，便可以确定编码训练营是否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体面

的工作、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促进人们就业。

词汇表

API 应用程序编码接口

ICT 信息通信技术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TU 国际电信联盟

NESTA 新经济技能训练协会

MOOCs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STEM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专业

UX 用户体验

UI 用户界面

55 更多信息请详询: ITU.SpecialInitiativesBDT@itu.int. 

mailto:ITU.SpecialInitiativesBDT@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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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定义

受雇就业能力 “人们通常将受雇就业能力定义为，一些因素和过程的结合使得人们能
够找工作、实现就业和/或在工作中取得进展。”Garrido, et. al（2012年， 
p.19）

ICT工作 “由ICT产业直接产生以及通过大量使用ICT技术而产生的工作。”
（p.8 ）“ ICT部门为生产ICT产品的专业人士、以及大量消费ICT产品的人
群提供ICT工作。”Raja et al.（2013年，p.8-9）

由ICT产生的工作 “我们通过让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透明、具有创新性和包容性，使ICT作
为工具让劳动者具备更多技能，并产生更多就业机会……ICT行业还在不
断产生新型工作，包括微工程。”Raja et al（2013年，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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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方法论

对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编码训练营状况的分析是基于大量的案头调研和

对22家同意参与此项调查的编码训练营提供商的访问。本研究报告中共涉及40家组织机

构（编码训练营提供商名单详见附录B）。在挑选编码训练营提供商时，主要是基于它

们在中低等收入国家所开展的培训的有效性，并且在这些国家中可以用英语或西班牙语

传递信息。每个提供商所提供的信息的完整性取决于它们在访问中提供了多少信息，或

通过案头调研能获取多少信息。研究报告中还包括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编码训练营提供

商，以便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编码训练营培训模式的发展状况差异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本研究报告中，我们将编码训练营定义为：编码训练营是现场编码培训，对学员

进行强化训练，使学员技能得到快速提升；编码训练营教授初学者网络开发、移动应用

程序开发、数据科学、数字营销等编码技能以及数字技能，培训平均时长为十周或十周

以上。这些培训课程通常为全日制，且大部分培训会提供一些就业服务，从基本的招聘

会到职业生涯规划服务，包括组合开发、面试准备以及为学生提供大量的用人单位招聘

信息。

表A：调查报告中涉及的编码训练营提供商名单

名称 区域 国家 运营模式

Moringa School 非洲 肯尼亚 商业营利

iXPerience 非洲 南非 商业营利

Akirachix 非洲 肯尼亚 NFP1

Meltwater Entrepreneur-
ial School of Technology 
(MEST)

非洲 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 NFP

KACE-AITI 非洲 加纳 商业营利

Muzinda 非洲 津巴布韦 NFP?

africacodeweek 非洲 贝宁、博茨瓦纳、喀麦隆、埃
及、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
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
摩洛哥、尼日利亚、卢旺达、
塞内加尔、南非、多哥、突尼
斯、乌干达

NFP

eMobilis 非洲 肯尼亚 商业营利

MIT Global Start up 非洲 美国 N/A

iLab Liberia 非洲 利比里亚 混合模式

IT Varsity 非洲 南非 商业营利

The Dev School 非洲 肯尼亚 商业营利

CodeX 非洲 南非 商业营利

WeThinkCode__ 非洲 南非 商业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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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区域 国家 运营模式

General Assembly Hong 
Kong

亚太地区 中国香港 商业营利

Coding is the New Literacy 亚太地区 印度 商业营利

Ace Hacker 亚太地区 印度 商业营利

Island Techies 亚太地区 菲律宾 NFP

GeekSkool 亚太地区 印度 商业营利

Usbong 亚太地区 菲律宾 社会企业

DevCon 亚太地区 菲律宾 NFP

Simplon Romania 欧洲、美洲 加拿大、法国、罗马尼亚 商业营利

Code to Change 欧洲 荷兰 NFP

Founders & Coders 欧洲 伦敦 NFP合作经营

McKinsey Generation Ini-
tiative Spain

欧洲 西班牙 民间社会举措

Iron Hack 欧洲、美洲 西班牙、美国 商业营利

Laboratoria 美洲 墨西哥、秘鲁 NFP

Desafio LATAM 美洲 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 商业营利

CodeaLab 美洲 墨西哥 商业营利

World Tech Makers 美洲 巴西、哥伦比亚、智利 商业营利

Epic Queen 美洲 墨西哥（现在五个拉美国家拥
有）、西班牙、美国

NFP

progam.ar 美洲 阿根廷 n/a

Acamica 美洲 阿根廷 n/a

Andela 美洲、非洲 尼日利亚（拉各斯）、

美国

混合模式

Samasource Samaschool 美洲、非洲 肯尼亚、美国 NFP

Learn Tech Labs 美洲 美国（旧金山计划将业务拓展
至菲律宾和印度）

商业营利

Ada Developers Academy 美洲 美国（西雅图） NFP

General Assembly Seattle 美洲 美国（西雅图） 商业营利

Galvanize Seattle 美洲 美国（西雅图） 商业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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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编码训练营提供商访问标准

提供商名称：

受访者名称：

职位：

联系方式：

地理细分市场：

运营时间（几年）：

访问日期：

编码训练营公司/组织发展史（如何起步、发展前景等）

I. 培训模式基本情况：

• 招生录取流程：

• 目标人群（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

• 培训班中的女性学员比例：

• 所提供的培训（类型）：

• 为什么提供这些培训？（是基于用人单位需求评估、学生兴趣还是其他因素）

• 课程选定流程（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对课程进行开发、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

• 授课形式（在线教学/现场教学/在线与现场教学相结合）：

• 选择这些授课方法的原因：

• 培训时长：

• 对培训师的招聘和培训情况：

• 更新频率（对所提供的培训、课程等方面的更新）

• 费用与付款机制（全部由学生自费、用人单位雇用学生后支付费用、用人单位

预付钱款用于以后雇用学生、学生找到工作后偿还学费以及其他方式）

• 对学生进行经济资助（资助类型和机制）

• 证书认证（证书有效性/类型）

II. 学生就业途径： 

• 所提供的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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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率： 

• 学生通常从事的工作类型（工作水平、工资、合同用工/固定用工）：

III.  用人单位需求评估：

• 提供商所在地区的市场对编码/技术人员的需求状况：

• 如何对需求状况进行评估？（与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依据学生的需求、其

他评估方法？）：

• 提供商/学生就业主要面向哪些行业：

• 多久对用人单位的编码技术人员需求状况进行一次评估：

IV.  合作伙伴关系：

• 与哪些单位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技术公司、政府、NGO、大学、其他单位） ：

• 依据合作伙伴类型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属性（招聘、课程推广、提升意识等） ：

• 现有的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欧盟委员

会、世界银行、其他组织）

• 若回答为“是”，请说明合作伙伴关系的属性和成立时间：

• 若回答为“否”，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方面有哪些兴趣：

V.  现行的培训对于促进年轻人和女性就业方面的优势与挑战：

• 优势：

• 挑战：

VI.  如果尚未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编码训练营培训机构，对于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培训的兴

趣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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