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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哭予德嘲斯《联郛职业教育法》的译文说明

ｔ

于

今年４月１日德国顽布并实施新的《联邦职业教育法》，．该法将１９６９年颁布的职业教育的基本法《联邦职业教育法》与１９８１
年颁布的职业教育的配套法《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合并并加以修订，成为德国应对新世纪挑战、进一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
纲领。为便于读者理解该法的内容，现将涉及德国教育立法的一些背景以及对一些概念的解释，做一简要说明。
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享有文化主权，所有的学校包括中小学、职业类学校和高等学校均属于州一级的国家设施，故各
级各类学校教育的立法权在州这一级（如州学校法）。其中的一个例外是：《高等学校框架法》为联邦立法。，而最重要的一个特例是：
作为德国职业教育主体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立法权在联邦一级。鉴于“双元制”是国家办的职业学校与弘人办的企业合作开展
职业教育的模式，所以职业学校这“一元”遵循《州学校法》，由州教育部管理；而“教育企业”（并非每个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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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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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只有经过资质认定的企业，即“教育企业”才能开展职业教育）这“一元”则遵循《联邦职业教育法》，由联邦教育部管理。因此，
｝｜ 《联邦职业教育法》主要是规范企业职业教育的，当然也涉及职业教育的许多重大问题。“双元削”作为一个由联邦与州两级立法与
卜管理的正规的职业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教育调节的企业中心模式”。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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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落法的过程中，考虑到“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正规性、规范性以及德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调控作用，特别是为避免将
“双元｛｜；１ｌ”这样一种正规的职业教育模式，－ｂ短期的“职业培训”相混淆，我们对一些德文术语的译法作了重新修订。主要有以下

上

几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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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职业教育的范畴原译为“职业预备教育、职业培训、职业进修、职业转岗”，现改译为“职业准备教育、职业教育、职业进
０修教育、职业改行教育”。这里就将“职业培训”改译为“职业教育”了，前两者为职前教育，后两者为职后教育。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ｉ “职业教育”大概念所包括的范畴申，仍出现了小概念的职业教育，实际这里指的是正规的“职前教育”，尤指“双元制”职业教育。，
ｌ
（２）新法中有“职业准备教育”与“前期职业教育”这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为那些准备接受“双无制”职业教育的青年人进行的
≯ 职业教育，而后者指的是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以前所接受过的学校形式的或非“双元制”形式的职业教育。
；
（３）“培训职业”改译为“教育职业”。这是德国的一大创新，因为职业教育的“专业”不是学科意义上的专业，而是对社会职业
≯ 群或岗位群所需技能、知识、态度等职业能力的“集合”的科学编码，即来自社会职业而高于社套职业，总用来进行教育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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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ｒ职业培训奈例”改译为“职业教育条例”。

（５）“培训框巢计划”改译为“职业教育框架计划”（“教育框架计划”）。
拍ｒ职业培训舍同”改泽为“职业教育合同”。
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不一一列举了。相应地。与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有关的法规文件中的“培训企业”改译为“教育企业”。
另外，该法将一个职业教育学的概念“职业行动能力”写进法律条文，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联邦职业教育法》将１９６９年颁布的职业教育的基本法《联邦职业教育法》与１９８】年颁布的职业教育
的配套法《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合并，配套法的取消意味着原配套法中关于‘‘职业教育统计与规划”、“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特别是
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地板”这两部分内容的重要性．得以大大提升。
我回１９９６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渚》到明年就１０年了，但一直没有实施细则，也没有配套法。借鉴和学习德国《联邦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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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施和修订的经验，对构筑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律环境，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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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ＢＢｉＧ）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 １日版）
姜大源，．刘立新２译
（１．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１６；２．教育部国际合作交流司，北京１０（）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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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条：职业教育的学习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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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条新教育职业、教育形式与考试
形式的检验

第１２条无效协议
第二小节受教育者的义务
第１３条职业教育过程中的行为
第三小节教育提供者的义务
第１４条职业教育

译者简介：姜大源，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刘立新，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欧洲处
调研员，博士。

万方数据

＾＾
。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涅００曩“ｊ

氛渺卜职教
第１５条脱产
第１６条证书
第四小节报酬

塑§堡！！旦！！旦盟Ｑ！：！ｌ，２鲤』
旬于０总第２１６期Ｔｏｔａｌ Ｎｏ．２１６

第二章职业进修教育
第５３条进修教育条例
第５４条主管机构的进修教育考试规章

第１７条获得报酬的权利

第５５条国外资格顾及

第１８条报酬计算与支付日期

第５６条进修教育考试

第１９条报酬的继续支付
第五小节教育关系的起始与终止时间

第５７条考试证书等值
第三章职业改行教育

第２０条试用期

第５８条改行教育条例

第２１条终止

第５９条主管机构的改行教育考试规章

第２２条解除

第６０条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的改行教育

第２３条提前终止的赔偿

第６１条国外资格顾及

第六小节其他规定
第２４条继续工作
第２５条不具法律约束力
第２６条其他合同关系
第三节教育机构与教育人员的资质

第６２条改行教育措施、改行教育考试
第６３条考试证书等值
第四章特殊人群职业教育
第一节残疾人职业教育
第６４条职业教育

第２７条教育机构的资质

第６５条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的职业教育

第２８条教育提供者与实训教师

第６６条主管机构的教育规章

第２９条人品资质

第６７条职业进修教育、职业改行教育

第３０条专业资质
第３１条欧洲条款

第二节职业准备教育
第６８条人员与要求

第３２条资质监督

第６９条培训模块、证明

第３３条雇佣与教育资质的取消

第７０条监督、咨询

第四节职业教育关系档案
第３４条建立、管理
第３５条登记、修改、取消
第３６条申请
第五节考试

第三部分职业教育的组织
第一章主管机构、主管部门
第一节主管机构的规定
第７１条主管机构
第７２条法规形式的规定

第３７条结业考试

第７３条公共服务领域的主管机构

第３９条考试内容

第７４条拓展职权

第３９条考试委员会

第７５条公法性教会与其他宗教团体领域

第４０条组成、任命
第４１条主席、决议权、表决
第４２条决议文本、结业考试评价
第４３条结业考试许可
第４４条时间分开的结业考试许可

第７６条监督、咨询
第三节主管机构的职业教育委员会
第７７条设立

第４５条特殊情况的许可

第７８条决议权、表决

第４６条许可决定

第７９条任务

第４７条考试条例
第４８条中期考试
第４９条附加资格
第５０条考试证书等值
第六节利益代表
第５１条利益代表
第５２条条例制定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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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管机构
第二节职业教育的监督

第８０条日常工作条例
第四节主管部门
第８１条主管部门
第二章州职业教育委员会
第８２条设立、日常工作条例、表决
第８３条任务
第四部分职业教育研究、规划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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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４条职业教育研究的目标
第８５条职业教育规划的目标
第８６条职业教育报告
第８７条职业教育统计的目的与实施
第８８条调查
第五部分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
第８９条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
第９０条任务
第９１条职能主体
第９２条主管委员会
第９３条所长

３．以及学校职业教育和企业职业教育以外的职业
教育机构（企业外职业教育）。

第２款第１款所指的学习地点在职业教育实施中合
作（学习地点合作）。
第３款在符合教育目标的情况下，职业教育的部分内
容可以在国外进行。其学习的总时间不得超过职业教育条
例所确定的教育期限的四分之一。
第３条适用范围
第１款本法适用于职业教育学校之外进行的所有职
业教育，职业教育学校由各州学校法管辖。
第２款本法不适用于：

第９４条科学咨询委员会
第９５条残疾人问题委员会

１．在高等学校框架法及州高等教育法基础上以职
业训练或可比的高等教育课程方式进行的职业教育；

第９６条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经费

２．公法聘用关系的职业教育；

第９７条预算

３．按国旗法悬挂联邦国旗的远洋货轮上的职业教

第９８条章程

育，只要其不属于小型远洋作业捕捞船只或近海作业捕捞

第９９条人员

船只。

第１００条对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监督
第１０１条提供信息的义务
第六部分处罚规则
第１０２条处罚规则
第七部分过渡条款与衔接条款

第３款第４至第９条、第２７至４９条、第５３至７０条、
第７６至８０条以及第１０２条不适用于按《手工业条例》规
定的职业而进行的职业教育，其属于《手工业条例》规定的
范畴。

第１０３条德国统一框架内的结业证书等值

ｉ第二部分职业敦育ｉ
￥㈣…，”ｋｍ～｛ｖ……～＿＊…。＝

第１０４条现有规章的继续有效

第一章职业教育

第１０５条管理职权委托

第一节职业教育条例。教育职业的认可
第４条教育职业的认可
第１款联邦经济和劳动部或其他主管业务部门可与

第１条职业教育的目标和概念

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协商，以无需联邦参议院同意的法规形

第１款本法所指的职业教育包括职业准备教育、职业

式，代表国家对教育职业予以认可，并按照第５条的规定

教育、职业进修教育以及职业改行教育。

第２款职业准备教育的目标，是通过传授获取职业行
动能力的基础内容，从而进入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的职业
教育。

颁布职业教育条例。使其成为规范统一的职业教育基础。
第２款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只能根据职业教育条例
开展教育。
第３款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以外的教育职业，必须以

第３款职业教育旨在针对不断变化的劳动环境，通过
规范的教育过程传授符合要求的、进行职业活动必需的职
业技能、知识和能力（职业行动能力）。它还应使获得必要
的职业经验成为可能。
第４款职业进修教育应提供保持、适应或扩展职业行

动能力及职业升迁的可能性。

准备继续进入高一级教育为目的，否则不得对１８岁以下
的青少年进行教育。
第４款如一教育职业的职业教育条例被取消，既存的
职业教育关系仍按至今为止有效的规则处理。
第５款联邦主管业务部门就相关新职业教育条例的
方案提前通知各州并吸收其参加表决。

第５款职业改行教育应传授从事另一职业的能力。

第５条职业教育条例

第２条职业教育的学习地点

第１款职业教育条例须确定：

第１款职业教育在以下地点进行：
１．经济界的企业，经济界以外特别是公共事务、自
由职业成员以及家政的同类机构（企业职业教育）；
２．在职业教育的学校（学校职业教育）；

万方数据

１．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名称；
２．教育期限。最长不超过３年，最短不少于２年；
３．职业教育的最低内容（教育职业概述）：职业技
能、知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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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关于所传授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的内容与
时间安排的说明（教育框架教学计划）；
５．考试要求。

第２款教育条例还规定：
１．职业教育可按照在内容与时间上予以特别安排

第２款如为实现教育目标确有必要延长教育期限，作为

特例．主管部门可根据受教育者申请延长教育期限。在做出
第１句所指的决定前须听取教育提供者的意见。

第３款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可就缩短或延长教育期
限的决定颁布准则。

且层次递进的等级进行；每级结束后可获得相应教育结业

第９条管理权限

证书，从而既可从事第１条第３款意义上的合格的职业活

如无相应规定，主管部门在本法范围内负责职业教育

动，又可进入下一级的职业教育（分级教育）；

的实施。

２．结业考试可采取时间上分开的两个部分进行：

第二节职业教育关系

３．如合同双方一致同意，相应教育职业的职业教

第一小节职业教育关系的确立

育可不受第４条第４款限制，在对已完成的教育期限进行

第１０条合同

折算后继续进行：

第１款招收他人接受职业教育（教育提供者），须与受

４．其他形式相应的职业教育可以参照所获得的职业

技能、知厮哺矽彬聋嗷摇撰职业教育剽顺蹴的弧Ⅱ缱￡育；

５．除第１款第３点所描述的教育职业概况之外，还
可传授附加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从而补充或拓展职业
行动能力；

教育者签署职业教育合同。
第２款如职业教育合同的内容、目的及本法未做其他
说明，针对劳动合同的法律准则及法律原则同样适用于职
业教育合同。
第３款如法定代理人与其子女签署职业教育合同，则

６．如果且只要职业教育需要。职业教育的部分内

容可以在教育机构以外的合适场所进行（跨企业职前教
育）；

双方不受民法典第１８１条禁令的约束。
第４款招收或教育受教育者在权利方面的缺失，不影
响职业教育合同的效力。

７．受教育者应持有书面教育证明。
在条例实施过程的框架内，应随时按照第１、２及４点
的规定检验其意义及实施可能性。

第５款为履行合同确定的教育提供者的义务。只要各
教育阶段及整个教育期限内的责任得以保证，多个自然人
或法人可在一个教育联合体内合作（联合教育）。

第６条新教育职业、教育形式与考试形式的检验

第１１条合同签署

为开发和检验新的教育职业、教育形式与考试形式，

第１款教育提供者须在达成职业教育合同后立即，最

联邦经济和劳动部或其他主管业务部门与联邦教育和研

迟在职业教育开始前，按照第２句要求以书面形式确定合

究部协商，在听取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主管委员会意见

同的基本内容。不允许使用电子版形式。合同应至少包含：

后，以无须联邦参议院同意的法规形式，批准实施第４条

１．职业教育的形式、内容和时间安排及职业教育

第２款和第３款以及第５条、第３７条和第４８条中的例外

目标，特别是教育应针对的职业活动；

情况。这些例外情况被限定在一定种类与数量的教育机构

２．职业教育的开始时间和期限；

里实施。

３．教育机构外的教育措施；

第７条前期职业教育计入教育期限的折算

４．每天的正常教育时间；

第１款州政府可在听取州职业教育委员会意见后以

５．试用期限；

法规形式确定．在职业教育学校里的教育或在其他场所的

６寺艮酬支付与金额：

职业教育可全部或部分计入职业教育期限。通过法规可进

７．休假期限；

一步授予州最高主管部门此项权力。法规要求。教育期限

８．解除职业教育合同的条件：

的折算需由受教育者和教育提供者共同申请。

９．以通用形式指明适用于该职业教育关系的工资

第２款根据第１款，折算需由受教育提供者和教育提
供者共同申请。申请提交给相应主管部门，也可只对允许
的最高折算时限的一部分提出申请⑦。
第８条教育期限的缩短与延长
第１款如可预见，教育目标可在缩短的期限内实现，

合同、企业和公务协议。
第２款合同由教育提供者与受教育者及其法定代理
人签署。

第３款教育提供者须在合同签署后立即向受教育者
及其法定代理人提供一份文本。

主管部Ｉ、－ｊ可根据受教育者和教育提供者的共同申请缩短

第４款第１款至第３款适用于职业教育合同的更改。

教育期限。如有正当理由，还可申请缩短每天或每周的教

第１２条无效协议

育时间（部分时间制职前教育）。

第１款限制受教育者在其结束职业教育关系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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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职业活动的协议无效。但这不适用于受教育者在结束其

育者的要求，还须包括关于其行为和成绩的说明。

职业教育关系前六个月以内被允诺在职业教育关系结束

第四小节报酬

后与教育提供者成为劳动关系的情况。

第１７条获得报酬的权利

第２款有关如下内容的协议无效：

第１款教育提供者应为受教育者提供适当报酬。报酬

１．受教育者为职业教育支付补偿金的义务：

金额根据受教育者年龄确定并随着职前教育的继续至少

２．合同处罚：

每年予以提高。

３．取消或限制赔偿损失的权利；
４．以总额形式确定损失赔偿金额。
第二小节受教育者的义务
第１３条职业教育中的行为
受教育者须努力获取实现教育目标所必需的职业行
动能力。受教育者特别须承担的义务：
１．认真完成其职业教育范围内所交付的任务：
２．参加根据第１５条为其提供专门时间的所有教育措施；

３所从教育提供者、实训教师或其他有权指令人
员的指示；
４．遵守针对教育机构的制度；

第２款实物报酬可按社会福利法典第四部第１７条第
１款第１句第４点确定的实物计价值计算额度，但不得超
过受教育者报酬总额的７５％。
第３款在双方商定的规定的日教育时间以外的工作

应特别另付报酬或提供相应休息时间予以补偿。
第１８条报酬计算与支付日期

第１款捆酬按月计算。按酌槲艮画｝｝旧梅月以３０天计。
第２款每日历月的报酬应最晚在当月最后一个工作
日支付。
第１９条报酬的继续支付
第１款应继续向受教育者支付报酬：

５．爱护工具、机器和其他设备：

１．脱产期间（见第１５条）；

６．保守企业和业务秘密。

２继续支付最多六周的报酬。如受教育者：

第三小节教育提供者的义务
第１４条职业教育
第１款教育提供者的义务为：

ａ．做好接受教育准备，但教育被取消；
ｂ．或者因通常性的、出于个人但非过失性的原
因而受阻，无法履行其由职业教育关系产生的义务。

１．致力于向受教育者传授实现教育目标所必要的

第２款如受教育者在应继续支付报酬的时间内出于

职业行动能力，按照教育目的所要求的形式有计划地从时

正当理由不能领受实物报酬，应根据实物计价值（第１７条

间和内容上系统安排并实施职业教育，使教育目标在预定

第２款）补偿支付。

的教育时间内得以完成：
２．亲自进行或明确委托实训教师进行教育：
３．免费为受教育者提供参加职业教育及中期和结
业考试所必需的教育用品，特别是工具和材料，即便这些

考试在职业教育关系结束之后进行：
４．督促受教育者去职业学校学习及填写在职业教
育的范围内所要求的教育证明，并对其进行检查；
５．致力于促进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使其在道德
和身体方面不受损害。
第２款教育提供者只能让受教育者做符合教育目的
并适合其体力的工作。

第五小节教育关系的起始和终止时间
第２０条试用期
职业教育关系自试用期开始确立。试用期须至少一个
月，至多四个月。
第２１条终止

第１款教育期满后职业教育关系终止。在分级教育情
况下。最后一级教育期满职业教育关系终止。
第２款如受教育者在教育期限结束前通过结业考试，

职业教育关系随考试委员会公布考试成绩而终止。
第３款如受教育者未通过结业考试，则职业教育关系
根据其要求延长至下一次补考，最多延长一年。

第１５条脱产

第２２条解除

教育提供者应让受教育者脱产参加职业学校学习和

第１款试用期内，可随时解除职业教育关系，无需遵

考试。这也适用于教育机构以外实施的教育措施。
第１６条证书

守解除期限的限制。
第２款试用期满后。解除职业教育关系只能：

第１款教育提供者在职业教育关系结束时应为受教

１．由于某种重要原因而无需遵守解除期限的限制；

育者出具书面证书。证书不得以电子版形式出具。教育提供

２．由受教育者提前四周解除，如其打算放弃该职

者如不亲自进行教育，则实训教师亦须同时在证书上签字。
第２款证书须包括职业教育的种类、期限和目标及受
教育者所获得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的说明。根据受教

万方数据

业教育或打算接受其他职业领域的教育。
第３款解除须以书面形式进行。第２款所列情况下均
须说明解除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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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款告知申诉者被解除所依据的事实必须在两周
以内，否则这一出于重要原因的解除无效。如规定的调节
程序已在法庭外进行，则解除期限推迟至调解结束。
第２３条提前终止的赔偿
第１款如试用期满后提前解除职业教育关系．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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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同意的法规形式，确定教育机构的规模、设施和经营状
况的最低要求。
第２８条教育提供者与实训教师的资质

第１款只有具备相应人品资质者，才能招收受教育
者；只有具备相应人品和专业资质者，才能教育受教育者。

提供者或受教育者中的一方可以向对解除职业教育关系

第２款专业资质不合格者或不亲自进行教育者，只有

负有责任的另一方要求赔偿损失。这不适用于第２２条第２

其雇用了人品和专业资质合格的实训教师．并由其在教育

款第２点。

机构负责任且符合基本要求地直接传授教育内容。才能招

第２款赔偿要求须在职业教育关系终止后三个月内
提出，逾期无效。

收受教育者。

第３款在实训教师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其他虽不是实

第六小节其他规则

训教师但具备第３０条特别条件以外传授教育内容所必需

第２４条继续工作

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且人品合格的人员。可以参与职

一旦受教育者在紧随其职业教育关系结束后被雇用，

业教育。

且未就此明确达成协议。则其仍在不确定时限内与原教育

第２９条人品资质

提供者确立了劳动关系。

第１款人品条件特别不适合的是：

第２５条无效协议

１．不允许雇佣儿童和青少年者：

违背本法此部分的规则而不利于受教育者的协议无效。

２威一再或严重违反本法或依据本法颁布的法令

第２６条其他合同关系
以获取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或职业经验为目的而被

或规定者。
第３０条专业资质

雇用者，如未按本法精神对其进行职业教育，即便未达成

第１款专业资质合格指的是具备传授教育内容必需

劳动关系，本法第１０条至第２３条及第２５条仍然有效。须

的职业及职业教育学和劳动教育学的技能、知识和能力者。

缩短其法定试用期并无须签署合同。如在其试用期满后提

第２款具备必需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者指的是：

前解除合同关系，可不遵守本法第２３条第１款第１句，不

１．通过与教育职业相应专业方向的结业考试者；

能要求赔偿损失。

２在与教育职业相应的专业方向，在一所教育机

第三节教育机构与教育人员的资质

构或相关考试主管部门通过国家认可的考试或在一所国

第２７条教育机构的资质

立或国家认可的学校通过结业考试；

第１款招收与教育受教育者．只有：
１．教育机构的种类和设施适合进行职业教育：
２．且受教育者的数量与教育位置的数量或与从业
专业人员的数量能保持适当比例。不损害职业教育的其他
情况除外。

３．或在与教育职业相应的专业方向通过一所德国
高等学校的毕业考试；
并实际从事其职业适当时间。
第３款联邦经济和劳动部或其他主管业务部门可与
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协商，在听取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主管

第２款未能完全传授必要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的

委员会意见后，以无须联邦参议院表决同意的法规形式，

教育机构，如可通过该机构外的教育措施进行传授。则仍

确定上述第２款第２点中哪些教育职业的哪些考试为国

为合格的教育机构。

家所认可。

第３款只有按照州法律规定的主管部门认可的

第４款联邦经济和劳动部和其他主管业务部门可与

教育机构，其种类和设施才适合进行农业包括农村家

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协商。在听取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主管

庭经济类职业教育。联邦消费者保护、食品和农业部可

委员会的意见后，以无须联邦参议院表决同意的法规形

与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协商，在听取联邦职业教育所主

式，确定在不同于第２款的情况下仅满足专业资质必需的

管委员会意见后，以无需征求联邦参议院表决同意的

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者指的是：

法规形式，确定教育机构的规模、设施和经营状况的最
低要求。
第４款只有按照州法律规定的主管部门认可的教育
机构，其种类和设施才适合于进行家政类职业教育。联邦

１．满足第２款第２点或第３点的条件并实际从事

其职业适当时间者；

２威满足第２款第３点的条件并实际从事其职业
适当时间者；

经济和劳动部可以与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协商。在听取联邦

３．或允许从事自由职业或在公共事务领域里的从业者。

职业教育所主管委员会意见后。以无需征求联邦参议院表

第５款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在听取联邦职业教育研究

豳豳黼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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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管委员会意见后。以无须联邦参议院表决同意的法规

第四节职业教育关系档案

形式．确定所获取的职业教育学和劳动教育学方面的技

第３４条建立、管理

能、知识和能力须另行证明，并对所证明的措施的内容、范

第１款主管机构应为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建立和管

围和结业证书做出相应规定。

理职业教育关系档案。职业教育关系档案应登记职业教育

第６款根据州法律确定的主管部门，可在听取相关负
责部门的意见后，取消不具备第２款、第４款或第５款条

合同的基本内容。此登记对受教育者免费。
第２款对任何一份职业教育关系，其基本内容包括：

１．受教育者的姓名、出生日期、通讯地址；

件者的专业资质。
第３１条欧洲条款

２．受教育者的性别、国籍、普通教育证书、最后就

第１款在第３０条第２款和第４款的情况下，对欧盟

读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学校及离校时的年级；

成员国或其他欧洲经济区条约签署国颁发的资格证明的

３．必要隋况『Ｆ受教育者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通讯地址；

认可。遵照欧洲经济共同体理事会第８９／４８／ＥＷＧ号准则，

４．教育职业；

即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１日颁布的关于承认经至少三年职业教

５．教育合同签署日期、教育期限、试用期；

育取得的高等教育文凭的通则（见ＡＢＩ．．ＥＧ

６．职前教育开始时间；

１９８９

Ｌ１９号，

第１６页）。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理事会第９２／５１／ＥＷＧ号
准则，即作为第８９／４８／ＥＷＧ号准则（见ＡＢＩ．ＥＧ

Ｌ２０９

７．教育提供者的姓名和通讯地址、教育机构的地址；
８．实训教师的姓名、性别及其专业资质的种类。

号，第２５页）的补充于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８日颁布并于２００１

第３５条登记、修改、取消

年５月１４日通过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第２００１／１９／ＥＧ

第１款职业教育合同及其基本内容的改动须在职业

准则（见ＡＢＩ．ＥＧ Ｌ２０６号第１页）最后修改的关于认可职
业资格证书的第２通则办理。

第２款根据上述通则第４条第１款所列举准则中提
出的条件。在认可时要求：根据上述通则第４条第１款准
则中的第ａ点出具职业经验证明。或根据上述通则中第４

条第１款准则中的第ｂ点的要求完成适应性学习课程或
通过资质考试。

教育关系档案中予以登记，如果：

１．职业教育合同符合本法及教育条例：
２．实训教师的人品和专业资质及教育机构的资质
均已满足招收和教育受教育者的条件；
３．且１８岁以下的受教育者出具根据青少年劳动保护

法第３２条第１款中要求的酋欠１矧蜘勺书荀正明。
第２款如不具备登记条件及相关缺陷未根据第３２条

第３款认可由主管机构决定。主管机构可就适应性

第２款予以弥补，可拒绝或取消登记。如受教育者最迟在

学习课程及资质考试做出相应规定。主管部门最迟在申请

登记参加中期考试或结业考试第一部分之日，未按青少年

者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后四个月内须就其申请做出决定

劳动保护法第３３条第１款提交再次体检书面证明，或相

并附决定理由。

关缺陷未按本法第３２条第２款规定予以弥补。登记也应

第３２条资质监督
第１款主管机构负责监督教育机构及其人员的人品
和专业资质。

予以取消。
第３款根据第３４条第２款第１、４，６及７点所获取的

数据，可出于改善教育传授、改善教育传授统计的可靠性

第２款一旦发现资质缺陷，如其缺陷可以弥补且对受

和时效性以及改善教育市场的供求判断转交联邦劳动局。

教育者不造成危害，主管机构应要求教育提供者限期弥补

在转交数据时须采取符合相应技术水平的数据保护和数

其缺陷。如资质缺陷不可弥补，或可能对受教育者造成危

据安全措施。以特别保证数据的保密性、完好性及条理性。

害，或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弥补，主管机构应将有关情况通
报州法律确定的主管当局。

第３６条申请
第１款教育提供者须在职业教育合同签署后立即申

第３３条招收与教育资质的取消

请在职业教育关系档案中登记。须提交签字合同的副本一

第１款如一教育机构不具备或不再具备相应第２７条

份。这点同样适用于教育合同基本内容的改动。

规定的条件，州法律确定的主管当局可以禁止其招收受教
育者、禁止其教学活动。
第２款如不具备或不再具备人品和专业资质者，州法
律确定的主管当局可禁止其招收和教育受教育者、禁止其
教学活动。
第３款除第２９条第１点的情况外。做出禁止决定前

应听取当事者及主管机构意见。

万方数据

第２款教育提供者须说明：
１．受教育者的普通教育及职业教育经历；
２．所提供的实训教师的情况。
第五节考试
第３７条结业考试
第１款对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须进行结业考试。结业

考试不通过者可以补考两次。如结业考试分为时间上分开

！Ｑ箜生！！旦！！旦盟Ｑ！：！！，垫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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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委员群体。

第２款应向应考者颁发证书。根据应考者的要求，教

第２款委员总数三分之二且至少３入同意，考试委员

育提供者应向受教育者转交其结业考试成绩。如考试分为

会方可做出决议。委员会根据多数表决做出决议。表决票

时间上分开的两部分进行，须书面通知应考者其考试第一

数相等时以主席委员表决票为准。

部分的成绩。

第３款根据受教育者的申请，可为其证书附加一份英
文和一份法文翻译件。根据受教育者的要求。可在证书上
注明其在职业学校中的成绩。

第４２条决议文本、结业考试评价
第１款考试委员会就单项考试成绩、考试总成绩的评
价及是否通过结业考试做出决定。
第２款为准备第１款的决议文本。主席可委托至少２

第４款受教育者参加结业考试免费。

名委员对单项非口头的考试成绩做出评价。所委托的委员

第３８条考试内容

不应来自同一委员群体。

通过结业考试要确定应考者是否已获得职业行动能

力。考试中应考者须证明其掌握必需的职业技能，具备必

第３款第２款中所委托的委员就主要过程做出记录

并记录明确的评价依据。

要的职业知识和能力，并学会在职业学校传授的职业教育

第４３条结业考试许可

的主要教学内容。教育条例为考试基础。

第１款结业考试许可：

第３９条考试委员会
第１款主管机构须为实施结业考试成立考试委员会。
多个主管机构可在其中的一个主管机构建立共同的考试
委员会。

第２款考试委员会评价某项无法以口试确定的考试
成绩时可请第三方特别是职业学校做出评议。
第３款在根据第２款的框架进行评议时，应对主要过

程做出记录，并确定矧平价重要的事实。

１．完成教育期限者或最迟在结业考试后两个月内
可完成教育期限者；
２．参加所有规定的中期考试及持有规定的书面教
育证书者；
３．并且其职业教育关系已在职业教育档案中登记
或出于既非受教育者本人也非其法定代表或代表的原因
而未登记者。
第２款在一所职业类学校或其他职业教育场所完成

第４０条组成、任命

与一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相应的职前教育的教育途径者。

第１款考试委员会由至少三名委员组成。委员须熟

也允许参加结业考试。与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相应的教育

悉其所考试的领域并适合参与考试事务。
第２款考试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雇主和雇员代表及
至少一名职业学校教师作为委员组成。雇主及雇员代表应
至少占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各委员配备副委员。

第３款委员由主管机构任命，最多任期５年。雇员代

途径指的是：

１内容、要求和时间与相关教育条例等值；
２．系统地，特别是在内容和时间安排的框架内实施；
３．并且通过学习地点的合作使适当比例的专业实
践教育得到保证。

表根据主管机构管理区已有的工会或以社会和职业政策

授权各州政府与州Ｉ职业教育委员会协商，以法规形式

为宗旨的独立联合组织的推荐任命。职业学校教师委员由

决定，哪些教育途径满足上述第１句及第２旬所规定的条

主管机构与学校监督管理当局或其指定的机构共同任命。

件。上述授权可通过法规继续委托给州最高主管当局③。

如在主管机构确定的适当期限内无法推荐出委员或推荐
的委员数量不够，则主管部门可在此情况下根据义务判断
原则进行任命。出于重大原因，在听取参与任命过程者的

意见后可对考试委员会委员予以辞退。第１至５旬的规定
同样适用于各副委员。

第４款考试委员会的工作是荣誉性的。以现金形式的
垫款及所占用时间，如没有来自其他方面的补偿保障，应由
主管机构按照州最高主管机构批准的额度予以适当补偿。
第５款第２款的规定只有在无法任命足够数量的考
试委员会委员时才可违背。
第４１条主席、决议权、表决

第１款考试委员会选举其中一名委员担任主席以及

—曩霹《

另外一名委员担任副主席。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不应来自

万方数据

第４４条时间分开的结业考试许可

第１款如结业考试按时间上分开的两部分进行，考试
许可须分别做出决定。
第２款完成职业教育条例规定所要求的教育期限并
满足第４３条第１款第２及第３点者，允许参加结业考试
第一部分的考试。
第３款满足第４３条第１款规定条件。且已参加结业

考试第一部分的考试者。允许参加结业考试第二部分的考
试。受教育者即便出于非其本人原因而未参加结业考试第
一部分考试，也不允许参加第二部分考试。在此情况下，结
业考试第一部分的考试与第二部分考试结合进行。
第４５条特殊情况下的许可

第１款如受教育者的成绩可提供足够证明，且在听取

飘海外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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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提供者及职业学校意见后可允许受教育者在完成规
定的教育期限之前参加结业考试。

第４８条中期考试
第１款职业教育过程中按照职业教育条例应进行一

第２款如可证明其在所考试的职业的从业时间至少
为教育期限的１．５倍者。可准予参加结业考试。在其他相关

次中期考试．以检查教育效果。第３７至３９条适用于此。
第２款如教育条例规定，结业考试按时间上分开的两

教育职业接受教育的时间也可作为从业时间计算。如申请

部分进行，则第１款不适用。

者出具相应证书或以其他方式有根据地证实其已获得职

第４９条附加资格

业行动能力，也可完全或部分不考虑第１句所规定的最低

第１款第５条第２款第４点所述附加职业技能、知识

期限证明。有理由允许其参加考试。对外国颁发的教育证

和能力应另行考试并予以证明。按照第３７条规定的考试

书及在国外的从业时间应予以考虑。

成绩不受影响。

第３款如联邦国防部或其指定机构出具书面证明，表
明申请者已获得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从而为考试许可
提供足够理由，则根据第２款第３旬的规定，应允许现役
军人及退役军人参加结业考试。

第２款第３７条的第３和第４款、第３９至４２条及第
４７条适用于此。
第５０条考试证书等值
第１款联邦经济和劳动部或其他主管业务部门可与

第４６条许可决定

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协商，在听取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意

第１款结业考试许可由主管机构决定。如其认为不

见后以法规形式确定，对本法适用范围以外获得的考试证

存在许可条件，则由考试委员会做出决定。

书，如其职业教育及通过考试证明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

第２款受教育者需休生育假，不得以此作为不利因素

力具有同等价值，则与通过结业考试取得的相关证书具有
同等价值。

影响其参加考试的许可。
第４７条考试条例

第２款联邦经济和劳动部或其他主管业务部门可与

第１款主管机构要颁布结业考试的考试条例。考试
条例须经州最高主管当局批准。

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协商，在听取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意
见后以法规形式确定，对在其他国家获得的考试证书，如通

第２款考试条例须对许可、考试安排、评价标准、
考试证书颁发、违反考试条例的后果及补考做出规定。

过考试证明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具有同等价值，则与通

过结业考试获得的相关证书具有同等价值。（未完待续）

考试条例还可规定，由主管机构跨地区或通过命题委

注释：

员会制定或选定的考题，只要其是根据上述第４０条第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日生效．

２款原则组成的命题委员会制定或选定的，则必须予
以接受。

②第２款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１日生效，同时第一款第３
句失效．

第３款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主管委员会颁布考试条

③第２款第３句及第４句自２０１１年８月１日起失效．

例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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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７页）让有重大项目的教师

可循。横向课题不但学校要抓、要促、

［５］胡文娥，钟亚秀．高校科研项

不承担教学任务，专职从事科研工作，

要管，分院、系一级也要制定相应的

目的现状及管理对策［Ｊ］．佛山科学技

提供条件让他们出成果，为学院创造

激励和管理细则，只有这样，才能真

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４）．

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要求

正使横向课题研究成为学校教学和

大部分教师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

科研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６］首珩．高职院校要加强科研工
作［Ｉ］．职教论坛，２００３，（１７）．

也要承担一定的科研工作量，以不断：

参考文献：

促进学院科研队伍的成长和发展。

［１］陈春花，杨映珊．科研团队运作ｔ制的探索与实践啪．职业技术教育

６．加强管理，制定横向课题研究

管理北京［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的奖惩措施
进一步加强对横向课题的管理，

［２］王凭慧．科技项目评价方法ｔ
ｉ［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逐步形成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
管理机制。通过对横向课题的研究目

［３］岳勇．科研机构转制实务

［Ｍ］瑚北：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的、意义、程序、合同签订、经费管理、

［４］宋传增，刘迎春．高校横向科

成果鉴定和奖惩等作相应的规定，使

研项目管理的改革与实践［Ｊ］．中国高

横向课题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

教研究，２００３，（１１）．

万方数据

［７］田锋社扁职院校科研激励机
（教科版），２００４，（１０）．
［８］杨建华．加强横向课题研究，
；促进教学水平提高［『］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１）．

［９］仲耀黎扁职院校科研劣势分
析及解决办法［Ｉ］．中国成人教育，
２０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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