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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职业教育历史悠久， 早在德意志帝国

建立之前就制定了职业培训最低要求的法规。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和完善， 目前的德国职业

教育在职教模式、 经费来源、 课程设置、 师资

队伍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独特

的职教体系， 并源源不断地为德国培养了大批

各类专业人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尽管德

国经济受到重创， 但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就从一

片废墟中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并成为了欧洲

的经济强国。 其成功的重要原因， 就是被誉为

促进德国经济发展 “秘密武器” 的 “双元制”
职教模式。 那么， 德国 “双元制” 职业教育为

何如此发达？ 与其他国家的职教模式相比， 它

具有什么特点？ “双元制” 职业教育对中国职

业教育改革有什么启示？ 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加

以阐述， 以期为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与发

展提供借鉴。

一、 “双元制” 职业教育在德国发达的原因

德国职业教育经验丰富、 体系完备。 而

“双元制” 更是德国职教体系的主要部分。 它是

一种企业 （通常是私营的） 与非全日制职业学校

（通常是公立的） 合作进行职业教育的模式。 如

今， 德国有 75％的中学毕业生进入职业教育领域

继续接受教育； 而作为其职业教育 “核心部分”
的 “双元制” 职业培训， 每年培训出的技术工人

占就业人员的比重高于 8％， 在同龄人中所占的

比重达 70％①。 笔者认为， “双元制” 职业教育在

德国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发挥了促进作用

严谨、 务本求实、 富有责任感是德意志民族

最突出的特征， 体现在教育上就是不盲目追求文

凭和高学历、 注重教育的实用化与技能的提高。
与中国儒家 “重德轻技”、 “重道轻艺”、 鄙视工

商的思想相反， 德意志民族自古就崇尚手工业和

技艺， 有着强烈的职业归属感。 大多数德国人视

工作为生活的重要部分， 极度重视操作技能， 并

认为 “不教儿童手艺， 等于教儿童盗窃”， 因而

德国素有 “工匠王国” 的美誉。 早在中世纪， 德

国就已出现手工业师傅带学徒训练的形式。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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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享有特权， 具有极高的威信。 学徒作为年轻

的职业候补者， 其整个生活要受到严格的监督，
在学徒期间必须经受种种考验并接受师傅的严厉

管教②。 这种尊重权威、 注重技能的传统， 深深

地影响着后来德国的职业教育。 德国著名的宗教

改革家马丁·路德曾说过： “鞋和靴是你的职业作

品。 你的生命只有通过它们才具有意义， 决不要

企图超越这个已经为你确定的目标” ③。 作为德

国职业教育核心部分的 “双元制”， 改革并发展

了中世纪手工行业 “师傅带学徒” 这种简单培训

形式， 秉承了其重视实践、 严谨负责的精神， 大

大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2． 实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职业学校的基础

德国重视教育， 将其视为民族复兴、 经济发

展的重要途径。 受传统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以及

社会认同感的影响， 德国上下都对职业教育有着

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并努力践行这一理念。 早在

18 世纪初期， 德国就创办了实科中学。 第一所

实科中学是虔敬派牧师 C·泽姆勒于 1708 年创办

的 “数学和机械实科中学”， 接着是另一位虔敬

派牧师 J·J·黑克尔于 1747 年在柏林建立的 “经

济、 数学实科中学”。 随后， 建筑学校、 采矿学

校、 林业学校、 技术学院和农业学院等传授实科

知识的新型学校在许多城市陆续创办起来④。 19
世纪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倡工业教育。 之后的德国

教育家凯兴斯泰纳形成了以性格陶冶为主的劳作

教育体系， 把国民学校改为劳作学校， 增设实习

工场、 实验室、 烹饪室等， 聘请受过技术训练的

教师进行具体指导， 竭力维护德国已经形成的

“双轨制” ———精英教育与职业教育。 德国历史

上实科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学生的分流， 促进了职

业教育的发展， 并为 “双元制” 的兴起奠定了基

础。 同时， 全民上下重视技能培养的思想消除了

德国青年的顾虑和自卑、 坚定了他们选择职业教

育的决心和勇气， 从而大大推动了 “双元制” 职

业教育的发展。
3． 德国人民对资源条件有着清醒而正确的

认识， 为职教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德国位于中欧， 国土面积为 35．7 万平方公

里， 南北相距 800 多公里， 东西相距 600 多公

里， 地形异常多样， 既有辽阔宽广的平原， 还有

连绵起伏的山峦和密布的湖泊。 与英法相比， 德

国土地面积较窄而人口众多， 其原料基本依赖进

口。 对此， 德国人民有着清醒而正确的认识， 他

们立志走技术强国之路来竭力弥补这种自然资源

的不足。 德国联邦政府出版的 《德国概况》 就载

有这句话： “德国是一个原料缺乏的工业国家，
它依赖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力量。” 这里的

技术力量不但指专家， 也指技术工人和技术员。
1876 年， 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 德国产品

因出了问题而受到嘲笑挖苦， 德国朝野莫不为之

愤慨， 并深刻认识到培养熟练技术工人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 使此后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得到迅速加

强和发展。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德国政府通过

手工业行会立法来推动各类进修学校的发展， 为

“双元制” 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1 年， 国际奥林匹克技能竞赛， 在数十

个参赛国家中， 德国队在 24 个工种的竞赛中名

列第一， 获得冠军。 德国前总理科尔接见夺标选

手， 并发表了题为 《双元制在统一的德国的力

量》 的讲话。 他明确指出： “在我们这样一个原

料不足的国家， 经济实力是以从业人员的技能为

基础的。 经过良好职业培训的青年， 是我国最大

的资本， 是我国经济稳定的保障” ⑤。

二、 德国 “双元制” 职业教育的特色

作为德国职业教育的核心内容， “双元制”
具有突出的特色和优势，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双元互补， 重视发挥企业作用

一直以来， 国际上曾有两大职业流派， 即以

日本、 美国等为代表的 “企业职业教育模式” 和

以俄罗斯、 法国等为代表的 “学校职业教育模

式”。 这两种职教模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最主

要的就是技能实践与理论学习严重脱节。 而德国

的 “双元制” 职业教育则基本上弥补了这两大职

教流派的不足。 在 “双元制” 职业教育中， 受培

训者以学徒身份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培

训， 以更好地掌握 “怎样做” 的问题； 同时又以

学生身份在职业学校接受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

识教育， 以解决 “为什么” 的问题。 这就将企业

与学校、 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有机结合了起来，
培养出既有较强操作技能又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

与普通文化知识的技术工人。 学生在企业与学校

的时间比例一般为 3:2 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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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双元制” 职业教育中， 企业发挥了重大

作用，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德国企业承

担了职业教育的大部分经费。 这些经费包括： 学

生在整个学习期限内的生活津贴与社会保险； 专

职和兼职教师的工资、 报酬和社会保险； 培训设

备和教材的购置保管费用， 等等。 据德国官方统

计， 自 2003 年至 2005 年， 企业在 “双元制” 职

业教育中的年投入均为 276．8 亿欧元， 而联邦和

州在上述三年则分别为 31．57 亿欧元、 31．15 亿

欧元、 28．15 亿欧元。 其次， 德国企业是重要的

教学主体。 它们不但提供与所培训的职业紧密相

关的实际生产岗位和培训场所， 而且还提供详细

的实习教学计划， 配备经验丰富、 受过良好职业

训练并富有责任感的专职实训教师。
2． 以市场为导向， 灵活设置课程

虽然德国的各类职业都有全国统一的教学大

纲， 但却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设置。 只要符合教

学大纲的难易程度， 学校和企业有权根据市场变

化设置和选用自己需要的课程和教材。 其主导思

想是把新工艺、 新方法、 新技术及时引进培训计

划， 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 德国职

业教育研究所不仅跟踪形势变化， 而且还负责公

布人才市场信息。 因此， 即使在 20 世纪七八十

年代社会培训需求急剧变化之时， 德国企业所提

供的培训岗位与申请培训者人数也基本持平。 据

统 计 ， 1976 年 德 国 社 会 培 训 岗 位 的 需 求 是

523000 个， 而至 1984 年则猛增至 746000 个， 其

后又持续减少， 1990 年降至 559000 个。 令人惊

奇的是， 在此期间， 尽管偶有经济困难发生， 但

由企业提供的培训岗位却几乎一直随社会对培训

岗位的需求而上下波动。 如， 1976 年， 德国社

会上只有 514000 个培训岗位， 1984 年则增至

727000 个； 此后当社会需求降低时， 培训岗位

也相应有所减少， 到 1990 年降至 659000 个⑥。
由于他们的职业训练与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

大生产密切结合， 所以对经济部门需要的反应十

分敏感， 能够及时估计到职业结构的变动和劳动

市场的需要， 并相应地不断抛弃过时的或显得多

余的训练职业和训练章程。 就这一点而言， 它是

一个十分灵活和高效能的训练体系⑦。
3． 法制健全， 切实保障培训实施

德国是目前世界上职教体系最完善、 法制最

健全的国家， 其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都有明确

的法令规定。 早在中世纪， 德国即有法令规定职

业学校入学条件、 学校义务、 师资培训、 工种的

学科设置、 具体的培训方法等。 1869 年颁布的

“北德意志联邦工商条例” 规定， 不足 18 岁的伙

计、 帮工和学徒， 有进入补习学校接受职业补习

教育的义务。 1872 年， 帝国政府颁布 《普通学

校法》， 要求 18 岁以下已经就业的青年， 尽可能

地继续接受职业补习教育。 1873 年， 萨克森州

对不足 15 周岁的男孩实行三年职业义务教育；
1938 年， 德国颁布的 《帝国学校义务教育法》
规定， 职业学校要伴随企业培训组织教学、 补充

学生 （即徒工）、 学习基础和理论性知识； 1969
年， 德国颁布的 《职业教育法》 是当时联邦德国

职业教育界最权威的法规， 对全联邦的企业职业

培训作了统一规定， 内容包括 “职业训练内容、
方法、 期限， 培训企业与受培训者的关系和双方

的权利与义务、 实施培训的监督和考试” 等， 大

大提高了德国职业教育的质量。 此后， 德国又相

继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学徒训练的法律法规， 如

《企业基本章程法》、 《手工业条例》、 《劳动促进

法》、 《青年劳动保护法》、 《关于工商业协会权利

的暂行规定的法规》 等。 这些法律法规的诞生，
标志着 “双元制” 职业教育体系已作为一个完整

而又独立的训练体系而实现了制度化、 规范化，
确立了它在德国职业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双元制” 职业教育为德国培养了大量的高

素质产业技术工人。 他们把优美的设计变成精细

的产品而远销世界各地； 其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和严谨务实的敬业精神， 使产品经久耐用， 使

“德国制造” 享誉全球。 在当前竞争激烈并以质

取胜的经济形势下， 借鉴德国 “双元制” 职业教

育的成功经验， 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尤为迫切

和重要。

三、 德国 “双元制” 职教模式对我国职业教

育的启示

1．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需要设置专业课

程， 努力实现教育与就业的相互衔接

德国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以及教学内容、 教

学方法都十分重视市场导向作用。 尤其是在制定

课程计划时学校和企业相互磋商， 使课程内容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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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职业技能培养的具体实施方案又有职业综合素

质的培养； 同时， 双方还能根据新技能的迅速发

展来调整培训内容， 确保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

的同步发展。 长期以来， 我国职业教育以政府举

办的各种职业学校为主体， 其培训内容与方法基

本上由职业学校承担。 由于职业学校仅是教育单

位而非用人单位， 所以对市场变化反应不够灵

敏、 很难准确把握企业的技术需求与就业状况，
进而形成了毕业生学无所用、 就业压力大的状

况。 因此我国有关部门应做好教育体制与就业体

制的相互衔接， 尤其是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应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调整专

业， 以达到教育部提出的高职人才培养目标， 即

以就业为导向， 面向社会所需要的岗位和岗位

群， 实现学校教育与就业市场的 “零过渡”。 此

外， 当前技术更新速度加快，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

深， 国际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各国对技术人才的

需求也日益迫切。 中国要想从制造大国变为制造

强国， 就离不开大批高素质的应用型技术人员，
只有根据形势发展灵活设置专业课程， 才能应对

社会发展需求。
2． 加强校企合作， 发挥校企双方在职业教

育中的重要作用

德国 “双元制” 职业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校

企合作、 产学结合， 并且以企业的实践培训为

主、 职业学校的理论教学为辅， 企业承担培训的

大部分经费。 我国传统的职业教育大多是以学校

为主体， 虽也提倡校企合作， 但往往停留在就业

层面， 采取的是前两年在职校学习理论知识、 后

一年集中到企业实习的培训模式， 导致理论课程

与实践生产脱节以及毕业生动手能力差、 对企业

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等问题。 当前， 校企合作已

成为职业院校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既是经济发展

对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 也是职业院校生存与发

展的内在需要。 为实现高职教育 “以培养适应生

产、 建设、 管理、 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

用型人才为根本任务， 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
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 的培养目标， 我们

应改变传统职教观念与模式， 通过政策来加强职

业院校与企业的合作， 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

用， 鼓励企业资助学校实训车间建设、 指导学生

的生产实习。 而职业院校也应按企业所需安排专

业， 根据企业计划进行人才培养， 并设定科研攻

关和研究方向，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工艺技能， 提

高经济效益， 逐步实现校企合作由浅层次向深层

次的过渡。
3． 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制体系和 “双师

型” 教师队伍， 促进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纵观德国职业教育不难发现， 德国有健全的

法制体系， 如 《职业教育法》、 《职业促进法》，
尤其是 《工商业管理条例》、 《联邦德国手工业规

章法》、 《青少年劳动保护法》 是其稳定发展的前

提条件。 这些职业教育法及其法规性的职业培训

条例， 使 “双元制” 职业教育的开展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从而促进了德国 “双元制” 职业教育

的顺利开展， 并培养了大批敬业爱岗、 技术精湛

的工人。 相对而言， 中国还未形成健全的职业教

育法律体系。 1996 年 9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的

《职业教育法》， 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第

一部专门性法律， 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 随着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不少专家呼吁修改这部法

律。 比如， 各级政府应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

入并依法督促职业学校举办者足额拨付职业教育

经费、 建立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等，
以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 此外， 为完善职业

教育法制体系， 应建立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法律法

规， 以保证培训基地与相关经费的落实， 并从制

度上约束校企双方， 使之各尽其职、 共同完成培

训计划、 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教师是职业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德国

“双元制” 职业教育不但要求教师拥有扎实的专

业理论基础， 而且还要具备娴熟的实践操作技

能。 其师资聘任有着一套成熟的培训模式和任职

资格制度。 通过层层筛选和考核， 德国职业教师

大多具有广博的知识、 精湛的技能及良好的品质

并享受着优厚的待遇， 这就保证了教师队伍的稳

定和优良素质。 目前， 我国职业院校教师的知识

结构不尽合理、 学历层次相对不高、 实践能力相

对较弱， 与培养 21 世纪高素质职业教育人才不

相适应。 因此， 我们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把教

师培养成为既深谙专业基础知识又精通实践技能

的 “双师型” 教师。 同时， 应逐渐建立一套有利

于师资队伍发展的教师资格认证 （下转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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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5 页） 体系， 以规范职业教育师资队

伍、 促进职业教育持续稳定发展。
德国的工业传统、 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

教育体制等因素促进了 “双元制” 职业教育的

发展和成熟。 虽然 “双元制” 职业教育在德国

乃至世界上皆被誉为比较成功的职教模式， 但

由于我国与德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状况有很大

差异， 因而在借鉴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而应

汲取 “双元制” 职业教育的精髓， 不断改革与

完善我国的职业教育， 为我国企业和社会经济

发展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应用型技术人才。
注释：
①⑥石伟平． 比较职业技术教育 [M]． 上

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82． 104．
②孙祖复， 金锵 ． 德 国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史

[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5．
③严红卫， 郜志明． 德国人 [M]． 西安： 三

泰出版社， 2004． 35．
④李其龙． 德国教育 [M]． 长春： 吉林教育

出版社， 2000． 19．
⑤刘来春． 从英、 德职业教育之比较看我国

职业教育的取向 [J]． 比较教育研究， 1993 （1）：
22．

⑦李其龙， 孙祖复 ． 战 后 德 国 教 育 研 究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168．
（责任编辑 董孟怀）

次英语四级考试， 但都未通过。 面对毕业前的最

后一次英语四级考试， 他选择了请人代考， 但被

监考老师当场发现。 与其谈话时， 他说： “我自

己考了两次都没考过， 我再考的话， 也还是通不

过。 但如果这次不过就拿不到学位证了， 所以我

想只有冒险一试了”。 当问及 “如果你这次不舞

弊， 虽然你拿不到学位证， 但你还是可以拿到毕

业证的。 而现在你因为舞弊受处分连毕业证也拿

不到了， 你怎么想？” 这一问题时， 他回答说： “我

早知道有这么一天， 但我也没办法。 不冒险， 无

所获， 冒了险， 也无所获， 只好吞下这一苦果。”
冒险心理居大学生不诚信言行的第六位， 占

调查学生总人数的 26．5％。 高校要抑制学生的冒

险心理， 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要告诫学生，
要实现强烈的目标追求， 必须把功夫花在平常的

刻苦学习上而不是如何舞弊的准备上。 二是要让

学生懂得， 某一目标的实现如果超越了自我的能

力， 那么， 要么选择放弃， 要么花时间去准备，
凭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它。

七、 低成本心理

成本偏低心理， 即不讲诚信成本很低、 划得

来。 成本偏低心理产生的根源， 是实现预期目标

所得的收益会远远大于失信所付出的代价。 例

如， 某高校一大四学生考试夹带舞弊， 教师找其

谈话问他为什么舞弊， 他说： “夹带舞弊， 按照

《学生手册》 学校会给予我记过处分， 最多是留

校察看一年， 这样一来我最多是晚一年毕业。 但

我知道， 凭实力这门课程我肯定是考不过的， 这

样我也要重修， 晚一年毕业。 而如果我这次舞弊

通过了考试， 我就可以今年顺利毕业了。 因此，
我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对于这个学生来说，
他舞弊的确是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反正当年也拿

不到毕业证； 而如果舞弊成功， 他则可以当年顺

利毕业。 可见， 高校要抑制大学生的成本偏低心

理， 就必须提高失信代价。
成本偏低心理在大学生不诚信言行发生时位

居第七位， 共有 1636 人， 占调查总人数的 22％。
值得指出的是， 大学生不诚信言行的发生， 可能

是由于某种心理独立引起的， 也可能是由多种心

理同时交织而成的，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每一种

心理的独立分析。 我们既要把握每一种心理， 又

要看到它们的交织作用。
参考文献：
[1] 洪跃雄． 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心理、 原因

及对策 [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5
（1）： 85－87．

[2] 卢爱新． 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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