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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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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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１００８１６）
及在国外的从业时间。

（接上期）
第六节利益代表

第５６条进修教育考试

第５１条利益代表

第１款主管机构应为职业进修教育领域内的考试实

第１款如受教育者经常至少５人同在学校职业教育
和企业职业教育（见第２条第１款第３点）以外的一个职

施设立考试委员会。第３７条第２和第３款、第４０至４２条
及第４６条、第４７条同样适用于此。

业教育机构接受其职业实践教育。且其既不具备企业章程

第２款应考者如在一公立的或国家认可的教育场所，

法第７条规定的企业监事会及该法第６０条规定的青少年

或者在一国家考试委员会已通过可比的考试，并在公布其

与受教育者代表机构的选举权，也不具备社会福利法典第

通过这一考试的五年内登记参加进修考试，可申请主管机

九部第３６条规定的合作代表机构（即企业外受教育者）的

构免试部分考试内容。

选举权，则其可选举一个特别的利益代表机构。
第２款第ｉ款不适用于宗教团体所属的职业教育场所
及其他职业教育场所，如其已采取类似的内部的等值规定。

第５７条考试证书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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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后以法

第５２条条例制定授权

规形式确定，在本法适用范围以外获得的考试证书或者在

联邦教育和研究部通过无须联邦参议院表决同意的

其他国家获得的考试证书，如其考试所证明的职业技能、

法规形式，确定参与范围、利益代表机构的组成与工作任

知识和能力具有同等价值，则与通过以第５３条和第５４条

期、选举事宜，特别是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的判定以及参与

为基础的进修考试取得的相关证书具有同等价值。

方式和范围等问题。

第三章职业改行教育

第二章职业进修教育

第５８条职业改行教育条例

第５３条进修条例

为建立规范而统一的职业改行教育基础，联邦教育和

第１款作为统一的职业进修教育的基础，联邦教育和

研究部可与联邦经济和劳动部或其他主管业务部门协商，

研究部可与联邦经济和劳动部和其他主管业务部门协商，

在听取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主管委员会意见后，以无须联

在听取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主管委员会意见后。以无须联

邦参议院表决同意的法规形式，就

邦参议院表决同意的法规形式．认可职业进修教育的结业

１．改行教育结业证书名称；

证书并为此颁布考试规章（进修教育条例）。

２．改行教育的目标、内容、种类和期限；

第２款进修条例应规定：

３．改行教育考试的要求及许可条件：
４．以及改行教育考试程序，

１．进修教育结业证书名称；
２．考试的目标、内容和要求；
３．许可条件：

在考虑成人职业教育特殊要求的基础上做出规定（改
行教育条例）。

４．及考试程序。

第５９条主管机构的改行教育考试规章

第３款不同于第１款规定，农业类包括农村家庭经济类

如不存在按照第５８条所颁布的法规，主管机构可颁

职业的进修教育条例由联邦消费者保护、食品和农业部与联

布改行教育考试规章。主管机构在考虑成人职业教育特殊

邦教育和研究部协商颁布，家庭经济类职业的进修教育条例

要求的基础上，对改行教育结业证书的名称、考试的目标、

由联邦经济和劳动部与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协商颁布。

内容和要求，许可条件及考试程序做出规定。

第５４条主管机构的进修教育考试规章

第６０条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的改行教育

如未根据第５３条规定颁布相关法规，主管机构可颁

如第５８条所述改行教育条例或第５９条所述主管机

布进修教育考试规章。主管机构对进修结业证书名称、考

构颁布的规定是针对一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的改行教

试的目标、内容和要求、许可条件及考试程序做出规定。

育的，则须以第５条第１款第３点所述教育职业概况、

第５５条国外资格的顾及

第５条第１款第４点所述教育框架计划以及第５条第１

如第５３条所述进修条例或第５４条所述主管机构的

款第５点所述考试要求为基础。第２７至３３条的规定适

规定对许可条件做出规定，则应考虑其他国家的教育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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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１条国外资格的顾及
如第５８条所述改行教育条例或第５９条所述主管机
构的规章对许可条件提出要求，则应考虑国外教育证书及
在国外的从业时间。

海外职教
改行教育，如残障种类及程度需要如此。
第二节职业准备教育
第６８条人员与要求

第１款职业准备教育针对学习障碍者或社会不利群

一第６２条改行教育措施、改行教育考试

体，因其发展状态导致难以成功完成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

第１款职业改行教育措施的内容、种类、目标及期限

的教育。职业准备教育的内容、种类、目标及期限须符合第

须符合成人职业教育的特殊要求。
第２款改行教育提供者须在措施开始前到主管机构

１句所述人群的特殊要求，并予以广泛的社会教育学的帮
助和支持。

以书面形式对职业改行教育的实施做出说明。其有义务说

第２款对不是在社会福利法第３部范围内或其他可

明改行教育关系的基本内容。已签署改行教育合同还应提

比的由公共资金资助的措施范围内进行的职业准备教育，

交签字合同副本。

适用于本法第２７至３３条。

第３款主管机构为职业改行教育领域里的考试实施
设立考试委员会。第３７条第２款和第３款以及第４０到４２
条、第４６和４７条同样适用于此。
第４款应考者如在一公立的或国家认可的教育场所

第６９条培训模块、证明
第１款为获得第１条第２款所述的职业行动能力基础，
可以且特别要通过由从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内容中开发出

的对内容和时间有界定的学习单元进行传授（培训模块）。

或在一国家考试委员会已通过可比的考试，并在公布其通

第２款职业准备教育提供者要对所传授并获得的职

过这一考试的五年内登记参加改行教育考试，可申请主管

业行动能力基础出具证明。相关详情由联邦教育和研究部

机构免试部分考试内容。

与主管职业教育条例的业务部门协商，在听取联邦职业教

第６３条考试证书等值

育研究所主管委员会意见后，以无须经联邦参议院表决同

联邦经济和劳动部或其他主管业务部门可与联邦教

意的法规形式做出规定。

育和研究部协商，在听取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意见后以法

第７０条监督、咨询

规形式确定，本法适用范围以外获得的或在其他国家获得

第１款如果第６８条第１款所规定的条件不具备，根

的考试证书。如其考试所证明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具
有同等价值，则与通过以第５８条和第５９条为基础的改行
教育考试取得的相关证书具有同等价值。

据州法确定的主管当局可不批准开展职业准备教育。
第２款教育提供者须在职业准备教育措施开始前到
主管机构以书面形式对准备教育措施的实施做出说明。其

第四章特殊人群的职业教育

有义务说明培训合同的基本内容及第８８条第１款第５点

第一节残障人职业教育

要求的内容。

第６４条职业教育
社会福利法典第九部第２条第１款第１句所述残障
人应接受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的教育。

第３款如职业准备教育在社会福利法典第三部框架
内或以其他可比的利用公共资金资助措施的形式进行，则
不应用第１款和第二款以及第７６条。这不适用于职业准

第６５条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的职业教育

备教育提供者根据社会福利法第三部第４２１ｍ条而获得资

第１款根据第９及第４７条的规定应考虑残障人的特殊

助的情况。

情况，特别是教育的时间和内容安排、考试时限、许可的辅助

工具及要求第三者提供帮助．如对听觉障碍者提供手语翻译。
第２款与残障人签署的职业教育合同应在第３４条所

第一章主管机构、主管部门

述职业教育关系档案中登记。即便残障者不具备第４３条

第一节主管机构的规定

第１款第２及第３点的条件，也应允许其参加结业考试。

第７１条主管机构

第６６条主管机构的教育规章
第１款残障者因其残障的种类和程度无法接受国家
认可的教育职业的教育，主管机构应残障者或其法定代表

人的申请，根据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主管委员会的建议制
定教育规章。教育内容应在考虑一般劳动市场的现状及发
展的基础上，从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的内容中开发。根据
第１句提出的申请应证明申请人在所申请的教育途径中
接受教育的可能性。

第１款手工业协会是本法意义上手工业条例界定的
手工类职业的职业教育主管机构。
第２款工商业联合会是本法意义上非手工业工商类
职业的职业教育主管机构。

第３款农业协会是本法意义上农业包括农村家庭经
济类职业的职业教育主管机构。
第４款律师协会、专利律师协会和公证员协会在其
工作范围以及公证事务所会计协会在其工作范围内，分别

第２款第６５条第２款第１旬同样适用于此。

是本法意义上其法律事务领域里专业职员的职业教育主

第６７条职业进修教育、职业改行教育

管机构。

第６４至６６条适用于残障者的职业进修教育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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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职教
范围内经济审计和税务咨询领域里专业职员的职业教育
主管机构。

第６款医生协会、牙医协会、兽医协会及药剂师协会
分别是本法意义上在其工作范围内卫生健康服务领域里
专业职员的职业教育主管机构。

第７款如职业准备教育、职业教育及职业改行教育在
须经许可的手工业类、无须许可的手工业类及类似手工业
行业的企业里进行，则手工业协会是本法意义上的主管机
构。在此不涉及第２至６款的规定。
第８款如相应于上述第１至６款中一些职业领域里

没有行业协会，则各州指定主管机构。
第９款多个行业协会可通过协议由其中一个代理由
法律赋予的职业教育领域里的任务。此协议须经联邦或州
最高主管部门批准。
第７２条法规形式的规定
主管业务部门在与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协商届，以经联
邦参议院同意的法规形式对第７１条未作规定的职业领域
确定主管机构。

第３款主管机构以合适的方式监督和促进第２条第
３款中国外教育的实施。如国外教育阶段的时间超过４周，

须有与主管机构商定的计划。
第４款如答复将导致本人或刑事诉讼条例第５２条中
所指的人员招致追究刑事责任或按违纪遭到法律传讯的
危险，有答复义务者可以拒绝回答询问。

第５款主管机构向青少年劳动保护法规定的监督部
门通报对实施青少年劳动保护法具有意义的情况。
第三节主管机构的职业教育委员会
第７７条设立

第１款主管机构设立一个职业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由
六名雇主代表、六名雇员代表及六名职业学校教师组成。

职业学校教师有咨询性投票权。
第２款雇主代表根据主管机构建议聘任；雇员代表根
据主管机构所在区的工会和以社会福利及职业政策为宗
旨的雇员独立协会建议聘任；职业学校教师须由州Ｉ法规定
的主管部门聘任为委员且聘期最长为４年。

第３款职业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为荣誉性质。其垫款支

第７３条公共服务领域的主管机构

出及所占用时间，若无其他方面的补偿，则应给予适当补

第１款联邦最高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为公共服务领

偿。其数额由主管机构经州最高主管部门审批确定。

域确定联邦主管机构：
１．第３２条、第３３条和第７６条以及手工业条例第
２３条、第２４条及第４１ａ条所述情况；
２．第７１条及第７２条所述职业领域以外的职业教育。
这也适用于受联邦监督的法入团体、公共机构和公法
性基金会。

第２款各州Ｉ为其职能范围及乡和乡联合体在公共服

第４款若有重要原因，可在听取参加聘任工作的人员
的意见后解聘委员。
第５款各委员可有自己的代理委员。第１至４款也适
用于代理委员。
第６款职业教育委员会从成员中分别选举一名主席

及副主席。主席及副主席不应属于同一代表群体。
第７８条决议权、表决

务领域中第７１条和第７２条规定以外的职业领域里的职

第１款职业教育委员会在半数以上有表决权的委员

业教育确定主管机构。这也适用于受州监督的法人团体、

出席的情况下可以做出决议。委员会根据多数表决票做出

公共机构和公法性基金会。

决议。

第７４条拓展职权
第７３条适用于教会与公法上的以及公法之外的其他
宗教团体按照公法的职业教育条例开展教育的教育职业。
第７５条公法性教会及其他宗教团体领域的主管机构

第２款为维护决议效力，委员会在召集会议时有必要
说明议事内容。如将内容事后列入会议议程，须经三分之
二以上有表决权的委员同意。
第７９条任务

公法性教会及其他宗教团体在其职能范围内为第７１

第１款所有涉及职业教育的重要事宜，均须报告职业

条、第７２条及第７４条规定以外职业领域的职业教育确定

教育委员会并听取其意见。职业教育委员会应在其任务范

主管机构。第７７至８０条不适用于此。

围内致力于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

第二节职业教育的监督

第２款须听取职业教育委员会意见的重要事宜主要有：

１．涉及职业教育及职业改行教育机构资质、填写

第７６条监督、咨询

第１款主管机构监督：

书面教育证明、缩短教育期限、许可提前参加结业考试、举

１．职业准备教育；

行考试、实施跨企业教育及企业外教育等管理规定及职业

２职业教育；
３及职业改行教育。

教育管理准则的颁布：
２｜由州Ｉ职业教育委员会建议的措施的实施；
３．涉及职业教育合同样本根本内容的改动。

的实施．并通过为参加职业教育者提供咨询来予以促
进。主管机构须为这一目标提供咨询员。

第３款须报告职业教育委员会的重要事宜主要有：

第２款职业教育提供者、职业改行教育提供者及职业

１向主管机构报告的职业准备教育及职业改行教

准备教育措施提供者根据要求有义务答复监督工作所需

育措施的数量及种类以及已登记的职业教育关系的数量

的询问，并提供资料。允许参观教育机构。

及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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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已举行的考试数量、结果及取得的经验；

款支出及所占用时间，如无其他方面的补偿，应予以适当

３．第７６条第１款及第２款所涉及的咨询员的工作

补偿。其数额由州政府或州政府确定的州级最高部门做出
规定。如有重大原因，可以在听取参加聘任者的意见后解

情况：
４．主管机构负责的地域与业务范围内职业教育的
新形式、内容及方法；
５．主管机构向其他机构或部门提出的与实施本法
或根据本法颁布的法规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６建立自己的跨企业教育机构；
７．第５款所涉及的决议及所决定的除人员费用以
外实施职业教育的经费预算；
８．解决教育关系纠纷的程序；
９．涉及主管机构职责范围内的职业教育的劳动市
场问题。
第４款职业教育委员会应就根据本法须由主管机构
颁布的关于职业教育实施的法规做出决议。有权代表主管
机构者可在一周内就违反法律和章程的决议提出异议。异
议须申明理由并具有推迟实施的效力。此时职业教育委员
会应审核并重新做出决议。

聘委员。委员会从其成员中分别选出一名主席及副主席。
主席及副主席不应来自同一代表群体。

第３款各委员均有其代理委员。第１款及第２款也适
用于代理委员。
第４款州委员会可自行制定日常工作条例，并须经州

政府或其确定的州最高部门审批。日常工作条例可设立下
属委员会并规定其成员不仅限于州职业教育委员会成员。
本条第２款第２旬有关补偿的规定也适用于下属委员会。
各有关的州最高部门、乡及乡联合会、劳动局代表可以参
加州职业教育委员会及下属委员会会议。
第５款在半数以上委员出席会议的情况下抄Ｉ、｜委员会

可以做出决议。根据表决票的多数做出决议。
第８３条任务
第１款州委员会须就本州Ｉ职业教育问题向州政府提
供咨询．并在其任务范围内致力于不断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第５款如所作决议在实施时超出当年财政预算用于

第２款为实行统一的职业教育∥ｉ、ｌ委员会尤其要致力

职业教育的资金。则其生效须经预算主管机关的同意。如

于学校职业教育与本法所述职业教育之间的合作，并努力

相关决议的实施需要今后几个财政年度提供资金并明显

在学校教育事业的创新和继续发展中顾及职业教育。为强

超出本年度职业教育预算支出，也须如此。

化本区域的教育和就业状况，』Ｊ、Ｈ职业教育委员会可就内容

第６款不同于第７７条第１款。教师委员在做出直接

和组织的调整以及改善教育机会供给提出建议。

涉及学校职业教育组织的职业准备教育及职业教育的决
议时．教师委员具有表决权。
第８０条日常工作条例

第８４条职业教育研究的目标

职业教育委员会可自行制定日常工作条例。日常工作

职业教育研究应：

条例可以规定设立下属委员会，并规定下属委员会的成员

１．明确职业教育的基本情况；

不仅限于职业教育委员会成员担任。第７７条第２至６款

２．关注国内、欧洲及国际职业教育发展；

及第７８条适用于下属委员会。

３．调查对职业教育内容和目标方面的要求；

第四节主管部门
第８１条主管部门
第１款最高联邦部门及其所确定的部门是本法第３０
条第６款、第３２条、第３３条、第４０条第４款以及第４７
条、第７７条第２和第３款意义上的联邦范围的主管部门。
第２款如果联邦最高部门或州最高部门为本法意义
上的主管机构，第４０条第４款、第４７条及第７７条第３款
列举的情况无须审批。

４．为职业教育适应变化的经济、社会和技术要求
而继续发展做准备；
５．促进职业教育教育手段和过程的开发以及知识
和技术转化。
第８５条职业教育规划的目标

第１款职业教育规划旨在为职业教育适应技术、经济
和社会要求并协调发展而创造基础。
第２款职业教育规划主要致力于使教育机构从种类、

第二章州职业教育委员会

数量、规模和地域等方面在质量和数量上提供足够的教育

第８２条设立、日常工作条例、表决

位置．并在考虑对教育位置预期及长期需求的基础上使这

第１款在州１政府设立州职业教育委员会。委员会委

些教育机构尽可能有效地得以利用。

员由雇主、雇员和州级最高部门的代表以相等人数组成。
州级最高部门的代表中一半须为学校教育问题专家。

第８６条职业教育报告
第１款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应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

第２款州委员会委员由州政府聘任。最长任期为４

经常性观察并就此在每年４月１目前向联邦政府提出报

年，其中雇主代表须根据州级行业协会、雇主协会及企业

告（职业教育报告）。报告须说明职业教育的现状及可预见

主协会共同决定的建议聘任，雇员代表须根据州级的工会

的发展。如相关区域或行业呈现不能满足教育位置需求的
势头．则须在报告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和以社会福利及职业政策为宗旨的雇员独立协会的建议

聘任。州职业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为荣誉性工作。委员的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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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其他研究任务。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重要成果应予
以公开发表。

法或手工业条例已在职业教育关系档案中注册、于上年１０

第３款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其他任务：

１根据联邦主管部的指示：

月１日之前１２个月内签署并于上年９月３０日仍然有效
的职业教育合同；
ｂ．以及上年９月３０日仍未占用的、向联邦劳动

ａ．参加职业教育条例及其他根据本法或手工
业条例第二部分颁布的法规的起草工作；

局提供的教育位置数量，以及此期间在联邦劳动局登记寻

ｂ．参与职业教育报告的起草工作；

找教育位置的人数。

ｃ．按照第８７条参加职业教育统计工作；

２．关于本日历年年度：

ｄ．促进职业教育典型实验包括科学伴随研究；

ｅ．参与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

ａ．至当年９月３０日预期寻求教育位置的人数；

ｂ至当年９月３０日鄱瑚弛引共教育位置的势ｌ妻尚十。
第８７条职业教育统计的目的与实施

￡承担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其他联邦管理任
务。

２．根据联邦主管部的一般性管理规定，实施促进

第１款执行联邦统计的目的在于制定职业教育规划
和建立职业教育秩序。
第２款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和联邦劳动局在统计的

跨企业职业教育机构的措施，支持这些机构的规划、组建
和继续发展；

技术和方法方面协助联邦统计局。

３．制定并颁布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目录；

第３款调查计划和处理计划，应与联邦职业教育研究

４．根据主管委员会颁布并经联邦主管部批准的准

所协商后确定，以使调查得到的数据可供有关方面在其职

则承担远程教育保护法确定的任务，并通过促进发展计划

能范围内为制定职业教育规划和建立职业教育秩序的目

为改善与扩展远程职业教育做出贡献。

的所利用。

第４款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可经联邦教育和研究部

第８８条调查

同意后与联邦管理层面以外的机构就承担其他任务签署

第１款联邦每年统计：

协议。

１．关于受教育者：性别、国籍、教育职业、教育年
度；提前解除的职业教育关系并注明教育职业、性别、教育

第９１条职能主体

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职能主体是：
１．主管委员会；

年度及于试用期内解除；新签署的教育合同并注明教育职
业、缩短的教育期限、性别、出生年份、学历、劳动局辖区；
分级教育的衔接合同并注明教育职业：
２．关于实训教师：性别、专业及教育学资质；

３．关于参加职业教育考试者：性别、职业方向、缩

２．所长。
第９２条主管委员会
第１款主管委员会除本法其他条款对其规定的任务
外还承担以下任务：

１就所长职责以外的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事务做

短的教育期限、考试许可的种类、补考、考试成绩及结业证
书名称；

出决议；
４．关于教育咨询员：所属年龄组、性别、学历、咨询

工作种类、专业主管范围及对教育机构进行过的访问；
５．关于接受职业准备教育者：教育提供者要根据本
法第７０条第２款的规定的义务说明其：性别、年龄、国籍。
第２款主管机构有义务提供相应情况。

２．就职业教育的原则性问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
并可就职业教育报告草案提出意见；
３．就年度研究计划做出决议；
４－为本法的统一运用提出建议；
５．可以根据第４条第１款，并在考虑相应的学校
框架教学计划草案的基础上就由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起
草的条例草案提出意见；

第８９条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
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为联邦直属的具有公法法人资
格的机构。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所在地为波恩。

６．就第９０条第３款第３和第４点以及第９７条第
４款所述涉及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事宜做出决议。
第２款所长接到实施本法第９０条第３款第１点任务

第９０条任务

的指示以及根据第９０条第３款第２点颁布的管理规则应

第１款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在联邦政府教育政策范

立即通知主管委员会。

围内执行其任务。

第３款主管委员会由雇主代表、雇员代表ＪＨ代表各

第２款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任务是通过科学研究

８名及联邦代表５名组成。联邦代表拥有８张表决票，并只

促进职业教育研究。其研究以年度科研计划为基础进行；

能统一投票；在就职业教育的原则问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

年度科研计划须经联邦教育和研究部批准。联邦最高部门

询、对职业教育报告草案提出意见以及根据本法听取意见
的范围内，联邦代表无表决权。联邦劳动局、联邦一级设立

可在与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协商，委托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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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最高协会以及科学咨询委员会可各派一名代表列

组成。委员由所长经与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协商后聘请，任

席主管委员会的会议，并具有咨询性投票权。

期４年，可以连任一次。主管委员会可派分别来自雇主代

第４款联邦教育和研究部根据各行业协会、雇主协会
和企业联合会在联邦层面的联合组织的建议人选聘任雇

表、雇员代表Ｊｉ、Ｉ代表群体的共４名委员参加科学咨询委

员会的会议，其无表决权。

主代表，根据联邦层面成立的工会建议聘任雇员代表。根

第４款科学咨询委员会可自行制定日常工作条例。

据联邦政府的建议聘任联邦代表，根据联邦参议院推荐的

第５款第９２条第６款适用于此。

人选聘任卅ｌ代表，任期最长为４年。

第９５条残障人问题委员会

第５款主管委员会从其委员中分别选出１名主席及

第１款在主管委员会下设置这一常设委员会在于向联

副主席，任期１年。主席按顺序分别由雇主代表、雇员代

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就其职责范围内残障人的职业教育问题

表ＪＩ、Ｉ代表和联邦代表中推荐人选担任。

提供咨询。该委员会致力于考虑在职业教育中残障人的特

第６款主管委员会的工作为荣誉性质。其垫款支出

殊需要，并使残障人职业教育与其他参与劳动就业的措施

及所占用时间，如无其他方面予以补偿，则应由联邦职业

协调发展。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在考虑该委员会建议的基

教育研究所根据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审批的数额予以补偿。

础上，就涉及残障人职业教育的研究计划的实施做出决定。

审批工作由联邦教育和研究部与联邦财政部协商进行。
第７款在听取参加聘任人员的意见后，可因重要原因
解聘委员。

第８款委员均有一名代理委员。第４款、第６款及第
７款也适用于此。

第２款委员会由１７名委员组成，委员由所长聘任，最长
聘期４年。委员可以连任。委员会委员根据社会福利法典第
９部规定的残障＾权益保护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聘任，而且：
１名委员代表雇员群体；

１名委员代表雇主群体：

第９款主管委员会可根据其章程的具体规定设立下

３名委员代表残障人组织：

属委员会。下属委员会委员可由主管委员会委员以外的人

１名委员代表联邦劳动局；

员担任。下属委员会应有雇主代表、雇员代表抄Ｉ、｜代表和联

１名委员代表法定退休金保险机构；

邦代表。第４条至第７条同样适用于下属委员会。

１名委员代表法定意外事故保险机构；

第１０款主管委员会独立履行工作职责。不受任何指
令约束。

１名委员代表自由福利组织；
２名委员代表职业能力恢复机构；

第９３条所长
第１款所长代表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处理法律关系
及非法律关系的事务。所长管理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并
领导其开展工作。在其无需执行联邦主管部的指令及一般

其他６名委员为在残障人职业教育机构或在残障人
诊疗中心工作，熟悉残障人职业教育的专业人员。

第３款委员会可以吸收正在接受职业教育、职业进修
教育或职业改行教育的残障人参与咨询。

管理规定（见本法第９０条第３款第１及第２点）时，均须

第９６条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经费

按主管委员会的准则开展工作。

第１款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组建及管理经费由联

第２款所长由联邦总统根据联邦政府的建议任命；所
长常务代表由总统根据联邦教育和研究部与所长协商一

致后的建议任命。所长及所长常务代表为公务员。

邦拨款提供。联邦拨款数额按预算法规定办理。
第２款承担第９０条第２款第３旬所述委托任务及承
担第９０条第３款第１点字母ｆ所指任务的经费支出由给

第９４条科学咨询委员会

予任务的联邦部承担。承担第９０条第４款合同任务的支

第１款科学咨询委员会通过意见与建议向联邦职业

出应由合同另一方承担。

教育研究所的职能主体提供咨询：

１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研究计划；
２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与高等学校及其他研究机
构的合作；

３．剀及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科学成果的年度报告。

第９７条预算
第１款财政预算计划由所长提出，主管委员会认定财
政预算计划。

第２款财政预算计划须经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审批。审
批包括各项费用的目的。

第２款为使科学咨询委员会完成工作任务，联邦职业

第３款财政预算计划须及时地在联邦财政预算提出

教育研究所所长应向其提供必要的信息。根据科学咨询委

之前、最迟至预算年度的上一年１０月１５日递交到联邦教

员会的愿望，可以以每年举行一次研讨会的方式向其陈述

育和研究部。

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科学研究工作。

第４款超出计划及计划外开支可由主管委员会根据

第３款科学咨询委员会由最多７名不属于联邦职业

所长建议批准。批准时须取得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及联邦财

教育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国内外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

政部同意。本款第１及第２旬适用于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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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时不应包含上述具体内容。

所需费用未包括在财政预算计划内。
第５款财政年度结束后，所长提出年度决算。主管委
员会负责审议。年度决算无需联邦预算条例第１０９条第３

第１０２条罚款规则

款所规定的审批。

第１款违反规则的行动有：

第９８条章程
第１款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章程具体规定：
１．完成工作的种类和方式（见第９０条第２款及第３

１．违反第１１条第１款第１句，以及与此相关的该
条第４款的规定。没有、没有正确地、没有完整地、没有按

照规定方式或没有及时将合同的重要内容或合同的重要
改动写成文本：

款）；

２．以及组织机构。
第２款主管委员会根据其成员五分之四的多数票对
章程做出决议。章程须经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审批，并在联
邦公报上予以公布。
第３款第２款也适用于对章程的修改。
第９９条人员
第１款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工作由公务员及以职

２．违反第１１条第３款规定，以及与此相关的第４

款，没有或没有及时出具合同签字文本；
３．违反第１４条第２款规定，向受教育者布置不符
合教育目的工作；
４．违反第１５条第１句以及与此相关的第２旬的规
定，没有为受教育者提供所需时间；
５．违反第２８条第１或第２款雇佣或教育受教育者；

员和工人身份聘用的雇员完成。研究所为公务员权利框架

６．违抗第３３条第１或第２款可执行的命令；

法第１２１条第２点意义上的雇主。研究所的公务员为间接

７．违反第３６条第１款第１及第２句，以及分别与

联邦公务员。

第２款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可聘任或解聘联邦职业教

此相关的第３旬规定，没有或没有及时申请在档案中登记
或申请登记时未呈一份合同文本副本；

育研究所的公务员。如这些公务员的职务属于联邦薪金条

８．或者违反第７６第２款规定，没有或没有正确

例Ｂ范畴，其任用和解聘权不由联邦总统掌握。其联邦主

地、没有完整地或没有及时地提供必要资料，或者没有允

管部可将此权限委托给该所所长。

许或没有及时地允许参观。

第３款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公务员的最高主管部门

第２款对第１款第３至第６点违反规定的情况可处

是联邦教育和研究部。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可以将此权限委

以最多５干欧元罚金，其他违纪情况可处以最多１干欧元

托给该所所长。联邦公务员法第１８７条第１款及联邦惩戒

罚款，以示惩戒。

法第８３条第１款仍然有效。
第４款对于研究所的职员和工人，均适用现行的联邦

雇员劳资合同和其他有关规定。如需例外处理，须事先取
得联邦教育和研究部的同意；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在与联邦

内政部及联邦财政部协商后做出同意决定。
第１００条对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督察
如本法中没有规定其他的监督权，则联邦职业教育研
究所受联邦教育和研究部的法律督察。

第１０３条德国统一框架内结业证书等值

根据教育职业体系进行的考试证书与根据专业工人
职业体系进行的考试证书以及根据第３７条第２款取得的
考试证书具有同等价值。
第１０４条现有规章的继续有效
第１款１９６９年９月１日前国家认可的学徒职业、入

第１０１条提供信息的义务

门职业或可比的其他规定的教育职业视作第４条意义上

第１款从事职业教育的自然人、法人和管理部门。应

的教育职业。对于这些职业的职业概述、职业教育计划、考

根据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代表的要求。向其提供研究工作

试要求及考试条例直至根据第４条规定的教育条例的颁

所需的信息和必要的资料，允许其在企业正常工作时间内

布及根据第４７条规定的考试条例的颁布仍可应用。

参观企业场所、企业设施以及教育岗位和继续教育岗位。

劳动法和公务法规定的保守企业秘密的义务仍然有效。
第２款如其回答可能使其自己或刑事诉讼条例第５２
条中所指的人员招致追究刑事责任或按违纪遭到法律传
讯的危险，提供信息义务者可拒绝回答提问。

第２款１９６９年９月１日由第１款认可的教育职业所

颁发的考试证书仍然有效，并与第３７条第２款所规定的
考试证书具有同等价值。
第１０５条管理职权委托

外１政府有权通过法规形式将本法赋予州法所确定的

第３款如无其他规定，提供信息是无偿的。

卅１主管部门的职权按照第２７条、第３０条、第３２条、第３３

第４款研究所按第１款规定所掌握的关于人和事的

条及第７０条的规定委托给主管机构。（完）

具体情况，如无其他法律规定，应予保密。在发表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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