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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职业教育学术化对职业教育的

影响分析

熊火金

摘 要 职业教育学术化是德国职业教育的一个新趋势。一方面,一些职业院校层次升格,与高等教育融合,形

成学术化的职业教育;另 一
方面,那些尚未升格的院校被归为非学术化职业教育。德国职业教育学术化对职业

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即发展模式上,之前的教育类型化均质发展让位于垂直差异化发展 ;自 我认知上 ,非

学术化的职业教育被归于学术教育的
“
补充

”
,只 能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适合流水线上单一岗位要求的简单培

训。其带来的启示是 ,类型化发展需要注意高等教育层次上的垂直差异,重视非学术化职业教育的预备功能。

獒键溷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术化 ;非 学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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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H的职 ,l/教 育自成一体,勹高等教育并肩

而立。近年来受欧盎一体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与

教育体系变苄等多重囚素的影响,德 国职业教育

走上了学术化的道路,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从

这一现象的肜成方式及带来的挑战等角度人T进
彡

'J刂

卞∫亍

、德国传统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

的△元划分

德田职 llr教 育
∫j高 等教育 -直是二元划分的

存在。在德语n勹 讠禹境巾,职业教育勹高等教育在依

据的法规、体系或课程要求上泾渭分明,不存在高

等职业教育一说 :

德 国 2005年 修 汀 职 业 教 育 法

(Bel tlfsbilllLll灬 叩炉tZ2005),规定了培训职 ll/的

认可、培训职 ,ll/的 相关规则、培训相关方 (企业、

学校、学员 )的责任与权利、培训指导教师及培训

场地要求、考试要求、继续教育与转岗培训、职业

预各教育与残疾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组织 勹

管理机构等。按照这一法律,德 国职业教育的实

训部分主要由行业协会负责,学校教育部分由各

联邦州教育部负责c职业教育主要而向九年制或

卜年制中学毕业的学生,为学生提供学制2J5年
(不含预各教育 )不等的教育,并根据学习方式的

不同 (如双元制或学校制 )颁发以行 ,llr协 会为主

守的职业资格证书或以教育机构为主导的毕 ll/证

书,帮助学生走人就业市场。丁作后这些人。l以通

过继续教育获得吏高层次的技能证书或取得大学

入学资格。如果参照我国的教育体系来给德语语

境下的职业教育做层次划分的话 ,它大概相当于

我国的巾等职业教育,囚此,本文所谈的德国传统

职业教育也主要是指这个层次的教育。

德 国的高 等教 育 主要 是根 据联 邦 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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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准 的提 供 学士 、硕 士或 博 士 学位课 稆 的高等 学 校

(Hochschulen),包 括大宁 (tjniⅤ ersitaelen)、 师范大学

(Paedagogische Hochsch11Jen)、 神学院 (The。 logische

Hochschulen)、 艺术大学 (Κ
"nslhochsch"len)、 应

用技 术 大学 (Fachhochschulcn)和 行政 管 理 学 院

(kmaltm胪 hchhOchschulen)等 。根据1999年开始的簿洛

尼亚进程 ,这些大学逐渐将其传统的学历课程 (应 用技术

大学学制四年,其他五午 )改 为本科二年、硕十两年的分段

制,且所有改革后的课程均需通过相应的学位课程评估
ll,

以确保学术质量。

另外,在德国的一些州还出现了一种专门提供双元制

本科教育的职业学院 (BerufsakadeⅡ 1ie,官 方英语翻译为

Unhels10llf Cool,crⅢ  ixe E(hdlr,n)j职 业学院是一种由⒛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职业继续教育学院发展而来的教育模式 ,

招收具备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牛。学牛按双元制模式,一半

时间在校学习,一半时问在企业实践,实践内容纳入课程。

随着德国根据博洛尼亚进程丌设学士、硕△分段教育,职业

学院的课程也接受本科学位课程评估,通过评估的课程可

以颁发学士学位己由于职业学院不是根据联邦法律而设 ,

而是由所在州根据本州的法律认定其为高等教育 (tertit· ele

Bllcltlng),所 以职业学院未被纳入联邦高等教育部长联席会

议所确立的系列高校。不过,鉴于其课程也是按学位课程规

定经过了专闸机构的论证,德国教育部κ联席会议2014年同

意职业学院的本科学历 nl以等同于其他高校的本科学历P1.

从其依据的法规 (少 H高等教育法规及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决

议 )、 体系 (本科层次)或课程要求 (理论与实践内容通过田

家统一的本科课程评估)来看,职业学院提供的教育已不再

属于传统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 ,

二、职业教育学术化

“
学术

”
一般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历史 卜曾指那

些在大学获得 F学术头衔的人,用以区分没有学术标志的其

他社会阶层凵。
“
学术教育

”
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c德国的职

业教育学术化某种程度 L是对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二元分

割状态的重建,是一种职业教育部分或整体进人能颁发学

术学位的高等教育层次的现象。这一现象的表现形式是职业

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相可侵人与融合
H,从而形成学术化的职

业教育 (Akaclellll“ eru呷 ller Beru厶 hlclLl呷 ),又形成职业化

的高等教育 (l erlleluni【 ,h"ng der H∝ llb山 uhⅡtlng)。

(— )学术化的形成途径

学术化的第一种途径是升格Ⅲ这部分主要是指原属于

职业教育组成部分的教育机构 (如职业学院)升格,成 为高

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职 Ill/学 院在教学模式上还保

持双元制模式,实行校个联合培养,但学校课程内容 lj企业

实践内容不再局限于原职业教育的框架标准,而是按德旧统

一的本科知识与技能标准接受市核,这样既保留 r传统的I

作过程守向的技能培养优势,又在保证学科体系完整忤的堪

础上为学牛后续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学术基础 c

学术化的第二条途径是大学教育融合职业教育的模

块课程及教学模式。如为了提高学牛的就 Il/能 力,高等教育

传统的重视学科体系的课程主动加人了原属于职业教育部

分的职业培训模块、职业证书课程、校企合作的培训实践

课程等Ⅲ这种职业教育模块化课程的融人,很大秤度上得

益于1999年在欧盟范围内启动的博洛尼 ,l/进程 (Bologna_

P“屹ess)。 按照这一进程规定 ,欧盟成员国内的大学学制透

明、开放,引 人学分系统,课程模块化,对无大学入学资格的

人廾放职业学习经历的学分换算
Ⅱc模块化的课程有明确的

内容 与目标 ,具各可比性。这种 nr比性可以模糊非学术性与

学术性职业教育的体系界线,有助于课程横向与纵向的融

通Ⅱ课程的模块化及对所有人透明的学分汁算方式让职业

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竞争走向融合方向,学生可以选择更多的

课程,如融人实践的、双元的、在职业余的、远程学习的课

程等。另外,为促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间实现融通,作为

职 vll/教育主要监管部门的德国T商会 勹大学校长联席会议

通过协商,确 定保证职业教育课程目标的透明及可测量 ,以

方便这些课程折算为大学学习的学分
5。

这也为职业教育的

学术化提供了课程融通操作层面上的保障。特殊情况下,出

有人把提供以
“
工作过程中的系统学习

”
为特'点 的双元制应

用技术大学归为学术化的职业教育
6c

学术化的第
=条

途径是职业教育对接高等教育途径的

变化。传统上进入德同大学途径有两条c第一条是经过文理

高中的学习取得普通大学人学资格,包括20世纪,0年代增加

的通过专科学校的学习等途径获得应用技术大学人学资格

(限定性资格,比普通大学入学资格低一档次 )G第二条途

径为通过成人夜校或远程课程取得普通大学或大学专业定

向人学资格。第三条途径是新增的,指无普通大学人学资格

或专业定向人学资格的学员可通过职业教育途径 (又寸职业教

① htⅡ∶〃www bmtn± tac/dc/33361·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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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实∴:        l∷ j△ ∷∵i冬  改口参加了两年

以 卜耳Ⅱ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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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苜t士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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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   Fl穷+J大学  匝罔技术大学

图 3 各年度春季及秋季入学新生人数
1q

从联邦统汁局颁布的统计数椐看,19992017年 问 ,

人学新生 人数共 l曾 长76%,其中研究型大学新增62%,而

应用技术大学增长 147%;同 期在校学生人数整体增长了

54%=大学人数的增 K,社会经济的外在因萦起一定推动

作用,但伴随职业教育学术化而来的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

闸课程界限的模糊、体系之问过渡的便捷等因素的影响也

不容忽视Ⅱ

3职 Il’ 学院兴起

职业学院带有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深刻烙印。由于其兼

顾学科的体系基础 (本科课程论证 )及实际操作技能与经验

的获得,受到越来越多学⊥及企业的欢迎,在校人数也不断

l曾长,见表2=

表 2 2017-2018年 职业学院在读学生数
Ⅱ(单位 :人 )

职业学院的模式最早出现于德国巴登苻腾堡州,2009

年起巴登苻腾堡州n勺职业学院改名为双兀制大学
°
,进人了

联邦高校名录,但仍然继续推衍之前己成功运行40多年的教

育模式。此外,fl勒苏斋格-荷尔斯泰因州的职业学院也于

’OJ8年成功爿级为大学 (II∝ hsr lluIc),继续在高等教育层次

丌展双元制教育。从钞t业教育的组成部分转变为高等教育的

一种特殊形式,然后再升格或 吏名为大学,出成为职业教育

学术化的另一炎新趋势:

德国职业教育学术化的直接结果是接受学术教育的人

数增加而进人传统职刂

`教

育的人数减少。一方面,大学牛人

数增加,顺应 r专业领域的发展需求及社会对学历价值的追

求愿望Ⅱ∶夕j夕卜,传统学术教育主动从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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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包括师范大学及神学院,不含艺术学院、应用技术大学、行政管理学院。

根据联邦统计局的要求,职业学院的学生数自⒛
`年

起单列。另外,⒛18年起石勒苏益格 一荷尔斯泰因州职业学院改为大学,其学生数也从此不

计入职业学院:       ∶

Duale Hochschule Baden Wuelttcmberg,http⒌〃www dhbw dc厶 tartscltc htnll。

是参ti∶ ∷ ~   ∶- ∷△ ∶∶卜阝条趋势.见图⒈

表 1 20· EI:≡ f:,贡 二T≡
`轰

△培训岗位供应情况网

三:· :· 6       2016/17

∶
=ˉ

 ˉ
二:         547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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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接纳一些职业教育的课程模块,某种程度上兼顾 r高等

教育的应用性。但另一方而,职业教育学术化带来的大学扩

招人满为患,教学质量令
'^、

扫忧;学制缩短后学牛能够重新

思考与实践的机会变少.人学成为生产
“
大学毕 lll/隹

”
的流

水线 ,而 Fl这些毕业生大多不符合企业的雇佣标准;职业教

育的生源数最及质量下降;学生需求与企业期望问差距变

大。总之,职 W`教育学术化而临着新的挑战:

三、职业教育学术化给职业教育带来的挑战

(— )高等教育层面的挑战

德国本没有高等职业教育一说。为研究及对标力便,以

及参照我 l±l职 lll/教育类型发挺的实际,本文暂 Fl将德国的应

用技术大学 (他们在应用寻向的课程追求方面、职 ll/教育比

较接近,也是职 Il/教育学术化过程屮比较积极融人职业教育

模块的高等教育部分 )及 近年来升格为学士学位教育的职 ,l/

学院归类为高等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学术化带来的第 ^个问题是职业教市和高等教

育声誉勹质帚同时降低的炽1险 G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面向的

岗位主要介于简单丁作与高技能⊥作之问,通过职业教育的

学习积累及继续教育可满足这个层次的能力要求。职业教育

学术化后,如呆仅靠学术性培养而不进行针ll性 的继续教育

与培训,所培养的毕业生是否有适合企业需要的就业能力,

企业界对此表示怀疑c此外,通过第二或第二条人学途径进

人高等教育的学牛受白身学习能力限制,完成大学的学习 rl

一定困难。随着个业刈高等教育毕 l/牛 的选拔标准及 【l位要

求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弱的学员势必会给}校教育与企 Ill/岗

前培训及融人企 ll/文化培丿丨|带来成本 卜升 "=职 业教育学术

化有同时降低职 lll/教育和高等教育声誉弓质量的风险。

第二个问题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垂直芹异化与类型模糊

化c职 q`教 育升格为高等教育,刘 于那些能升格的学校来

说,无疑在招生对象选择 、声粢提高等方雨是利好消息 ;

但刈繁个职业教育来说 ,却存在高等教育的
“
学术漂移

”
魔

咒:受高等教育系统中F向地位优势及劳动力市场对大学
“
声

誉
”
的偏好影响,高等教育机构趋向于模仿传统人学的组织

机构 弓行为模式
[⒓ 。

德国的高等教育在博洛尼亚进程实施前一自:是走类型

化均质发展道路c研究型人学与应用技术大学无论是入学

要求、学 1i刂 、课程没胥、科研要求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大学

的差舁化只存在于不同的大学类型问,而 同类的大学在质

量、芦望、选择性、人学资格昝方面的垂直并异很小
Ⅱ
=博

72 | 积艹J【 ▲救哺

洛尼Ⅱ
`进

稆打破了这一传统,德国传统的四年 (应用技 术 t

学 )、 币年 (研究型大学)一贳制学制逐渐过渡为二年本苄l∷

两年硕士的分段制 (少数专业为3.5年本科加I5年硕士 ).∶ t

科毕 lll/即 可走向就业市场c这模糊了高等教育间的类ⅠⅠ∷∶∶

舁,导致高等教育类型间n勺趋同.如果忽略了类烈{异 .Ⅰ∶

勹研究型大学进衍比较,应用技术大学 (FH)及 新近升仔∵
1

本科学院的职业学院 (BA)显然普遍低一档次c

囚此,职业教育学术化虽然可以便人们平等地获彳{i耳 :∶

业和学术教育的机会,饣l容易模糊职业教育的类刷特色.丨t

得职业教育被置于学术教育的垂直差异化话语体系之下

在这种活语体系 卜,职 Ill/教育的操作能力或行动解决能力迸

常都被归为
“
较低层次

”
,而科学知识和相应的资格一般鄱

被纳人这些体系的较高层次:这样 来̄,高等教育层次上那j

些原本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浓厚的院校就会向科学知识教育

的传统大学
“
漂移

”
,最后远离发展职业教育的初心Ⅱ

(二 )非学术化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是职业教商的学术化让非学术化的职业教育左右为

难,一边是成绩相刈较好的部分屮学毕业生,以 前会进人职

业教育,现在大多优先选渎大学;另 一边是职业教育的要求

越来越高,学习能力弱的学生跟不 卜要求。

二是由干各种原因,传统的职 ,ll/(如 生产与制造 Ill/)止

在逐渐失去吸引力。对于那些高新企业或处于发达区域的

核心个业而言,还能找到愿意参加职 vll/教 育的学生,而 对

于大多数中小个业或是处于偏远区域的企业而言,已 很难

吸引学牛接受职业教育。另外,在职业教育学术化过程中,

以职业专科学校、双元制及职业继续教育为艾撑的传统非

学术职业教育受到结构性的冲山
f14。 以前属于双元制职业

教育范畴的计划、控制 、沟通任务已与学术教育联系在一

起,那些内容深度要求比较高的职业领域 (如技术 、健康、

社会 )学术化程度越来越高。1|∶ 学术化职业教育只剩简睢

的培训,这一方而将 导致培训内容专门化 、只适合流水线

岗位的单一 l【J位要求;另一方面因为非学术化的职业教育

耍面向社会 卜那些低文化 、年龄偏大的求职者提供特殊课

程 ,育接冲山到传统职 q`教育的界限勹职业教育体系的自

我认知
15。

四、反思与启示

德同职 W`教育学术化的结果是将职业教育分剖为学术

化的职业教育与非学术化的职业教育,其面临的高等教育层

次 L以及其他层次 卜的挑战对我国的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



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

(-)类型化发展霈注意高等教育层次上的垂直差异

从世界范围来看。因为学生及家长对教育的选择权增

大、知识经济的就业前景以及经济全球化等原因,大学的扩

张是必然趋势=职业教育的学术化某种程度上是职业教育

对社会变化的一种主动适应ε但从德国的经验来看,大学扩

张对大学的学生容量和人才培养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既影响

劳动力市场对
ˉ
学术化

∞
人才的吸收能力,又导致社会对高

等教育及职业教育质量的不信任c另外,职业教育进人高等

教育层次后。一旦模湖了大学的类型差异而强化学术水平层

次上的垂直差异,容易产生
“
学术漂移

”
现象,即趋向于模

仿传统大学的纽织机构与行为模式 c

我国职业教育近年来在走一条
“
类型教育

”
的发展道

路,并期望
Ⅱ
类型莰育

ˉ
的定位能使职业教育获得真正意义

上的重视:由于
¨
类型教育

·
的内涵还缺乏知识论、认识论

等依据,佐证的使命自然就落在实现路径上,如产教融合与

校企合作】Isl、 从一元结构走向跨界的双元结构的办学格局

等 [l’ l,并以此推导出职业教育的层次可以继续往上突破的

逻辑。⒛I9年。我国职业教育方面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职业学

院升格为大学。全国首批15所职业学院由专科正式升级为本

科层次的
¨
职业大学

ˉ
=从

“
专科

”
到

“
本科

”
,从

“
学院

”
到

`“大学
”
,这一事件被解读为国家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

养体系、健仝职业教育制度框架、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地位

和作用的强烈信号ll:lε

需要注意的是,从专科到本科,办学层次提升了,对应

的技能与技术知识的复杂程度也要相应的提升。升格后如何

建立新的技能与技术知识标准,如何发挥校企合作的资源

优势,在学生技术知识获得的效率与效果上建立优势,应该

是职业教育升格后需重视的问题。因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并非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独有的特征,因此,职业教

育进人高等教育层次后与其他类型高等教育的界限将变得

模糊,在同等学位体系之下将面临直接的垂直差异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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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这种斥力很有可能会驱使这些职刂

`类

大学逐渐向传统学

术型大学靠拢 :

(二 )重视非学术化职业教育的预备功能

德 l△l职 lll/教育学术化的结果苜先是参加双元制耳1,ll/教

育的人数及质量整体呈 F降趋势,导致很多T作岗位找不到

合适的学生、很多学生找不到岗位的错位现象Γ其次是巾问

层劳动力的适应忤培养教育让位于学术化的职业教育后.非

学术化职 ,/教育 I刂 能会逐渐萎缩为简单的培训 .成为培训

内容专闸化、只适合流水线 【l位的一种唯一岗位技能培训 ,

并直接降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价值认同]这个现象71扌要我国

中职教育加以重视并积极应对∵

20I22018年 间,我 Tl中职一直存在
“
双减少

”
现象,即

全同中职在校生 '总体规模持续减少,中职学校数和校均规模

持续减少
”

()中职学乍减少,除 因技术进步或技术应用的社

会环境变化导致的相应I作 i划位减少的原囚外,大众选择的

问题岜不容忽视 :教育通过授予学位和证书发挥着社会地

位分配的筛选效应,即通过教育头衔实现分配,改善社会牛

活和参 弓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教育功能,大

众接受高等教甫的动机己经达到前所木有的程度,教育扩张

的冲动甚至会超∫||制度规定的教育途径。

冈此,渎中职不是很多父母及青少午的主动选择。他们

到中职就读应该有很多无奈及问题,尤其是学习心态、学习

习惯及学习能力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层 次延

仲的闷题就相当于基建没有做好
“
二通一平

”·
的准各,将

直接影响到中职学生的就业 :囚此 ,在职业教甫层次纷纷

上移的大背岽下,巾职教育需要把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

习能力、社会化能力等放在 占要位置,利 用校园文化建设

及职业教育特有的与社会职业的近距离及技能训练条件等

方面的优势,打破学牛在传统课堂学习的失败模式 弓心理

定势,真止做到
“
通过职业而教育

”
,为其未来的学习及职

业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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