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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教育以职业为基础并为职业服务，职业

是职业教育的起点。受社会、经济、科技和生态变

革等的影响，职业时时处在变动之中，职业教育所

要做的，是如何以现有的职业资格为基准，培养能

尽量满足未来职业资格要求的人才。有关职业和

职业教育的学说，其实就是研究通过何种教育途

径来获取合适的职业从业资格的科学。

尽管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已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基本是在普通

教育学的基础上寻求职业教育及其发展的理论支

撑，普通教育学关注的，首先是教育科学（方法），

接着是专业科学（内容），然后才是职业问题（目

标）［１］。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使受教育者获得某

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职业技能

和职业道德的教育，首先关注的应该是职业问题

（目标），然后才是胜任职业工作所需的专业科学

的知识、技能和道德（内容）及其习得与掌握的教

育手段（方法）。这种目标———内容———方法的思

维路径，带有浓厚的实践性，其跨越职业界和教育

界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以学校教育为关注重心的

普通教育学难以支撑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

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这一理论应该是“职业科

学”。

一、职业院校的“学科建设”之困

一般来说，职业资格指的是从事一项职业所

必备的技能、知识和道德；与所有的教育一样，其

传递或习得需要借助相应的载体。普通教育学中

用来表示这一载体的概念，是“专业”，其背后有相

应的学科作为支撑。因此，本科高校都非常强调

学科建设。然而，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职业教育要

重视“专业建设”，但在是否应该加强“学科建设”

问题上，回答非常模棱两可。

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职业教

育认识的不深入。习惯上，人们将职业教育理解

为与强调理论学习相对的另一种教育类型，既然

它不是以理论学习为重点，为何要加强以理论探

讨为重点的学科建设呢？因此，一种观点认为职

业教育重点是“专业”，而非“学科”。但是，在办学

实践中，人们发现，缺乏学科支撑的专业建设，常

常陷入就事论事的境地，水平很难提高，要在职业

教育中贯穿思维方式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困难重重。

问题的根本在于，当职业院校强调“学科”的

时候，往往是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经济科学或

者管理科学等专业科学中寻找支撑。这些“学科”

关注的不是职业问题，这种“嫁接”式的“学科”建

设，至少带来两个突出问题：第一，只有部分职业

教育的学习内容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以及经济

科学、管理科学的内容是一致的（如果认为技术教

育不包含在职业教育概念之中的话）；第二，这里

虽有部分综合的、跨知识领域的职业教育的学习

内容，但其本身并不完全具备跨职业的职业活动

特点，以至最终仍不得不将其归于一个与之名称

相近的专业科学领域，这就导致与真实的职业实

践发生冲突。例如，美容美发师的培养是源于专

业领域还是职业领域？电机机械师的培养是以电

机学的专业理论为基础还是以电机安装、调试和

修理的职业活动为基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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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弄清楚职业院校是否应该加强“学

科”建设，必须首先明白职业教育“专业”的性质与

内涵。不能厘清职业教育的“专业”内涵，也必然

难以理解其背后的“学科支撑”问题。

我们知道，职业教育的“专业”更多地指向职

业，是与职业形式的工作紧密相连的，而非来自基

于学科知识体系的专业科学中的“专业”；由于它

更多地指向职业，其产生与形成是动态职业分析

的结果；世界职教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从一组

已有的或新出现的相关岗位或职业分析入手，调

查并确定这些岗位或职业所需要的知识点、技能

点以及对工作态度的要求，再根据职业情境和职

业能力，特别是工作任务与工作过程的同一性原

则，对其共同点进行归纳后形成的，在德国它被称

为“教学门类”。这意味着，我国职业教育中通常

所说的“专业”，应该是对社会职业的“岗位群”、

“职业群”所需的技能、知识与态度的一种“科学编

码”，是一种建立在职业分析基础上的“教育载

体”。因此，职业教育的所谓“专业”，既不是学科

专业的“压缩饼干”，也不是对社会职业的“简单复

制”，如何设计这样的专业，如何开展人才培养，需

要相应的专门化研究。支撑这样的专业建设与发

展的科学，也就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而应

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元”科学。

同样，由于职业教育“专业”内涵的独特性，职

业教育的师资培养也理应有其独特规律。但是，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沿用普通高等

教育培养工程师或管理工作者的“专业”目录，没

有属于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的教学门类。有关职业

教育“双师”素质师资队伍建设的争论，也因为未

能确定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的内涵，在实践中大

打折扣。职业教育的师资，必须有能力既可从教

育者的角度对职业性专业工作的内容及其关系进

行开发，又可对实践者非学科性的知识———经验

予以处置，使其结构化并予以评价［２］。前者涉及

基于职业工作过程、与专业科学相关的实践及其

知识储备，后者则涉及基于职业教育过程、与教育

科学相关的实践及其知识储备。

因此，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教学门类”，应该

与职业教育“教学门类”相对应，为凸显它与学科

性专业的本质区别，高校师资培养的“专业”应定

义为“职业性专业”［３］。

这就是所谓职业性原则，可以概要表述为：任

何职业工作和职业教育，都是以职业的形式进行

的。它意味着，职业的内涵既规范了职业工作（实

际的社会职业或工作岗位）的维度，又规范了职业

教育（职业教育的“专业”、职业教育的课程和职业

教育的考试）的标准［４］。换句话说，任何职业工

作，都是以社会职业的形式进行的，而任何职业教

育，都是以教育职业（教学门类）的形式进行的。

既然教育职业（教学门类）来自社会职业而
“高于”社会职业，那么职业性专业则来自教育职

业而“高于”教育职业。为此，必须既要为接受职

业教育的学生的教学门类———教育职业，亦即培

养职业院校学生的“专业”，寻求相关的基准科学；

又要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教学门类———职业性

专业，亦即高校培养职业教育师资的“专业”，寻求

相关的基准科学，并以此为基础选择职业教育以

及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职业的”和“专业的”内

容，进而对其实施教学论的处理和决策。

可见，职业院校“学科建设”困境的根本原因

在于，由于我国培养职业专门人才的职业教育和

培养职业教育师资的大学教育，均缺乏一个与之

对应的职业教学论及相应的基准科学，以至长期

以来，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方案的设计，

不得不建立在与其名称一致、相近或类似的专业

科学（技术科学或经济科学等）基础之上［５］。

基于职业性原则，职业教育的基准科学，必须

是能同时在教育学的范畴中整合职业专门人才的

工作及其经验知识，以及职业实践需要的专业科

学及其重要的科学内容。为此，必须以历史、现实

和未来的观点调查职业的工作领域和经验领域，

必须关注劳动科学、工程科学、自然科学、精神科

学和教育科学的相关成果，必须将教师和学生职

业工作的经验和认识都纳入研究的视野，以获得

职业专业工作要求的可靠数据。这意味着，职业

教育要以职业领域中职业活动特有的关于构成工

作过程的要素为前提［６］；职业教育的参照科学，不

应当是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经济科学或管理科学

领域里的“专业科学”，而应当将涉及职业和职业

教育至关重要的“所有的认识”看成一门独立的科

学（学科）———生成性的职业教育过程与职业工作

过程导向的“职业科学”［７］，使其成为教育职业和

职业性专业的基准科学，惟其如此，职业教育的理

论与实践才能获得一个与职业相关的科学的框架

环境和定位取向。

二、何谓职业

职业是职业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要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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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基准科学，必须首先研究职业。传统

的职业教育学之所以未能从理论上回答关于职业

的一些根本问题，是因为它无法阐释与职业有关

的工作、技术、教育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内

在联系包括四个方面［８］：一是关于工作的分析、组

织与评价，涉及工作的内容、对象、方法、产品和组

织及环境，特别是工作中所蕴含的学习可能性问

题；二是关于技术的分析、形成与评价，涉及对职

业专门技术的理解、掌握、应用和创新，特别是人

本主义的技术价值观问题；三是关于职业的分析、

形成和评价，涉及职业的起源和发展、形式和内

容，特别是从事以职业形式组织的专业工作的资

格问题；四是关于职业教育的分析、组织与评价，

涉及从教育机构的设立，课程的设计、实施与评

价，到教学媒体的开发、实验室和实训场所的建

设，特别是旨在培养职业行动能力的学习过程的

组织问题［９］。

职业研究既包括社会科学指向的主要围绕职

业的“结构”及其价值的研究，如职业声望、职业道

德、职业角色和职业功能描述［１０］及职业特征等；

又包括教育科学指向的主要围绕职业的“工作”、

基于教育规律对职业工作（劳动）的研究。社会学

指向与教育学指向研究的结合，为寻求合适的职

业教学论及相应的基准科学打下了坚实基础，表

明职业研究是一门关于个体与典型的职业工作对

象进行资格性和资质性的交往的科学［１１］。

由此，职业研究的基本范畴包括职业哲学、职

业历史学、职业分类学、职业术语学［１２］、职业心理

学、劳动医学与职业医学、职业社会学、职业法律

（包括职业教育的法律及职业从业的法律），还有

职业教育学和职业教学论［１３］———“这一与职业相

关的学科的总框架”［１４］所蕴含的内容和涉及的学

科领域之丰富与广博，表明职业教育已经具备了

不仅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而且作为一门学科类型的

基本条件。

有关工作过程研究的突破，是职业研究的一

个重大成果。工作过程是“在企业里为完成一件

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

作程序”，或者从人本出发，工作过程是个体“为完

成一件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

整的工作程序”。它是一个综合的、时刻处于运动

状态但结构相对固定的系统［１５］，是上述两个教学

门类连接的纽带。与之相关的工作过程知识，是

情境化的职业经验知识与普适化的系统科学知识

的交集，它“不是关于单个事务和重复性子工作的

知识，而是在企业内部关系中将不同的子工作予

以连接的知识”［１６］。对从事职业的专业人员（即

应用型人才）来说，要求其具备完整的职业工作过

程的知识（包括经验知识）；而对从事职业教育的

专业人员（即职业教育师资）来说，则要求其具备

完整的职业教育过程的知识。它与专业人员的工

作过程知识紧密相关，其目标指向有利于学习的

工作过程的设计，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师资对教育

过程知识的把握体现为其对职业教育的设计能

力［１７］。

职业工作过程知识与职业教育过程知识概念

的凸显，是职业教育显著的特征。对职业深层次

研究的结果表明：探究由一定范畴和一定数量的

职业组成的职业领域（职业群）里职业的共通性与

相似性，并以其共性结构作为相应的教育职业以

及职业性专业的参照体系，就使得寻求与职业教

育学互补的职业教育的基准科学———职业科学的

研究走进了职业研究的视阈。

三、职业科学

职业科学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职业

活动的视域，对实际职业工作所需的具体知识和

方法知识，进行研究与系统化；二是从职业教育的

视域，对职业工作应用的科学的专门知识和方法

知识，进行研究和系统化。由于它涵盖实际职业

工作的实施过程与实用科学知识的获取过程两个

方面，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职业的理论”，

而是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它既是旨在培养

学生具有基于职业工作过程的从业能力的“教育

职业”的基准科学，更是旨在培养教师具有基于职

业工作过程的职业教育过程设计能力的“职业性

专业”的基准科学。

“广义的职业科学包括在职业教育的学习地

点任教的教师专业化所必需的知识。对在职业学

校里任教的教师而言，职业性专业和第二专业的

知识尤其重要”［１８］，它包括：普通教育以及普通教

育学和方法论；职业教学论和第二专业［１９］的专业

教学论；相应的基准科学；职业教育体系的结构和

学习组织；职业教育和学校的法律问题［２０］。这是

对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职业性专业学习内容的界

定。

“狭义的职业科学则是指向专门领域［２１］里的

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作的知识，也就是指向关于职

业的、关于职业领域的和关于职业性专业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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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的知识以及在教学论和方法论背景下的科

学认识”［２２］。这是对职业教育基准科学的内容界

定，是关于职业和职业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关

于职业教育的科学思想。

从学科分类的概念与术语的层次性考虑，职

业科学是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还有管理科学、

经济科学，以至劳动科学等类型不同却处于同一

层次的科学。它们都具有辞法意义上的“科学”这

同一词根。所以从内涵与外延两方面考虑，职业

科学这一概念的建立，有利于将其作为职业教育

和职业教育学的基准科学，进而能为职业教育

（学）在我国获得与普通教育（学）同等的一级学科

的地位，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因此，作为普通教

育不可替代的另一种类型的教育，必须“在职业教

育学和职业科学的所有层面”开展对职业教育的

学习问题的研究［２３］。

职业科学的思想是一个关于与职业对应的科

学领域的理想化的理论性模式。如果能在职业科

学的框架内，为每一个教育职业建立一个与之相

应的独立的职业科学———或许称为职业学科更易

理解———的话，那么，鉴于社会职业及相应教育职

业的数量过大，且社会职业的日益复合也将导致

教育职业数量的动态减少，故这样做实无必要。

因此，如果能对职业领域中的职业进行整合，形成

数量较少的所谓核心教育职业或基本教育职业，

并以此为基础建构相应的职业科学理论，则更容

易付诸于实践。这就是所谓职业领域科学［２４］的

观点，它是与职业科学这一大概念同层次的亚概

念。

构成职业领域科学的基本要素，是职业领域

研究和职业领域教学［２５］。职业领域科学的首要

任务，是在职业教育的视域里，对所有教育职业领

域里的各个教育职业对应的职业行动领域，职业

工作、特定的工作过程及其使用的技术进行评价

与建构的可能性开展研究，这就是著名的“工

作———技术———教育”三角形各要素之间关系的

研究［２６］。考虑到非技术领域的职业教育，这一三

角形的三个顶点可拓展为“专业工作———专门知

识———职业教育”。

如前所述，一个整合的职业教育过程与职业

工作过程导向的职业科学理论和职业领域科学理

论的产生与发展，需要建立在对职业和职业领域

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笔者做这样一

个推论：如果以习惯的专业称谓及其对应的专业

科学的称谓作为参照，将与职业教育的专业———

教育职业相对应的科学称为职业科学的话，那么，

相应于职业群———职业领域，其对应的科学则为

职业领域科学。职业科学是大概念，职业领域科

学是同一层次的但更易操作的亚概念。结论是，

职业教育的基准科学是职业科学或职业领域科

学，如同普通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基准科学是专业

科学一样，在结构上具有与专业———专业科学相

对应的模式，显现为（教育）职业———职业科学，或

者（教育）职业领域———职业领域科学的构架。

四、职业教学论

伴随职业科学理论的建立，传统的职业教育

学关于专业的概念，不得不接受新的审视，由此伴

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专业教学论及其内容的全

新理解。狭义的理解认为，专业教学论是对学习

内容选择的基准体系，即职业教育课程所对应的

各个专业科学知识的总和，一般认为它是在职业

资格的框架内从相应的专业科学里导出的具有职

业特殊性的专业内容。如果说专业教学论是基于

专业科学的，那么基于职业科学的“专业”教学论

就应该是职业教学论。

创新的职业教学论与传统的专业教学论有很

多相似性。作为复合词，它们都具有共同的基础

词———教学论，表明两者都与教育学范畴的教学

论紧密相关，而其不同的限定词———职业以及专

业，则表明各自具有特定的目标指向。对职业教

学论来说，不再以专业为起点而是以职业为起点，

也意味着不再以专业科学为逻辑起点，因而不再

强调基于分科的专业课程形式或由专业科学导出

的基础性内容，不再强调学科特定需求的专业性

内容，也不再强调在此基础上的学科专业系统的

学习。处于职业教育“教”与“学”过程中心的，将

不再是专业理论内容的传授，而更多的是经由职

业实践———工作过程分析和归纳所确定的重要职

业能力的培养。由于职业教学论的能力是职业教

育师资基本的专业能力，因此职业专业人员所应

掌握的工作过程知识的范畴，也是职业教育师资

培养所应学习的基本范畴［２７］。

但是，直接将职业工作过程的内容和形式，作

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完全合

适，因为它只是与具体的职业工作过程相关。而

职业教育师资要有融相关专业知识于工作过程之

中的职业教育过程的设计和实施的能力。这就要

求对工作过程进行教学论的模式化处理。它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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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静态职业资格的简单复制，而是对未来期

望的职业资格状态的模式化。这意味着，尽管紧

随职业资格变迁的“高速摄影”［２８］的结果充分表

明，职业工作过程是不断改变着的，然而从业者却

可以通过模式化处理有能力对未来的工作过程进

行主动设计。所以，职业教学论的根本任务，在于

使受教育者能在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坚守对

社会和生态的责任，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对工

作过程实施模式化处理。由此，职业科学的产生

也赋予了职业教学论以全新内涵。

职业教学论是在职业科学这一大概念基础上

的教学论。若将职业领域作为连接该职业领域里

一系列教育职业的纽带，鉴于这些教育职业相互

之间具有可比拟的工作过程，就可在职业领域科

学这一亚概念基础上建立职业领域教学论［２９］。

这要求该职业领域里的所有教育职业具有一致

性［３０］，即在职业领域教学论的范围内，所有教学

论决策都应能向该职业领域里可以比照的工作时

空，即由单个教育职业形成的职业群或职业组进

行扩展和迁移，而不是只指向某一个教育职业。

职业教学论涵盖职业方法论，其研究的重点

是：职业教育未来必然的形式及其结构；职业教育

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行动导向和差异化的企业职

业教育与学校职业教育的方案［３１］，即进行基于教

学论模式化处理的工作过程的设计，涉及在企业

与学校里的学习目标、内容和方法及组织方面的

计划、实施和评估，包括课程、方案和设备等必备

前提与框架条件［３２］。特别是，由于现代企业的组

织结构、运行模式、企业文化等处于快速变化之

中，教学论决策不再可能采取同样的方式和规模

去对不同企业里的职业活动与学习进行复制，而

要在教学论的基础上实现工作过程的模式化，这

正是职业教学论需要研究的内容。

职业教学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职业

教学论是关于职业学习的教学理论。而狭义的职

业教学论则要解决“何目的”、“为何事”和“是什

么”的问题，是关于职业学习的目标与内容的科

学。与之相应的职业学习里的职业方法论，则关

注“怎样学”和“用什么学”的问题，涉及职业教育

教与学的方法、处置和材料、媒体。所以，职业教

学论是关于职业学习处置、过程和手段的科

学［３３］。

与职业科学相关的职业教学论“在目标、内容

和方法层面应该：将学生的条件置于重要位置；帮

助开发和促进学生的自我责任心、灵活性和迁徙

性；确保在考虑学生兴趣情况下的开放性；认真考

虑个性的和社会的需求；促进对技术系统、工作和

生活条件的分析和行动能力的培养；指明职业领

域中工作与技术的可设计性的途径；使得职业定

向、职业领域定向和生活定向成为可能；使得职业

领域里的职业工作、方法、过程与处置主题化；传

授超越单一职业的行动能力”［３４］。

职业教学论对工作过程进行的教学论模式化

处理，体现为一种全新的追求工作过程导向的课

程结构性原则，将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与工作过

程紧密融合，并在专门构建的学习情境中进行职

业资格的传授。通过工作过程系统化的学习，使

学生有能力从容应对那些对职业、对生计和对社

会有意义的行动情境。这一模式化处理的内涵，

在于学习是针对经教学论的分析和归纳后形成的

典型工作过程，围绕职业领域里那些综合的、有意

义的和真实的，以项目、任务和案例等形式出现的

学习情境展开的，通过对由简单到复杂的工作过

程所涉及的具体的对象、内容、手段、组织、产品和

环境这六要素的把握，学习者的系统思维不断得

到训练，进而使其掌握一个普适性的工作过程所

必需的由资讯、决策、计划、实施、检查和评价这六

步骤建构的“思维工作过程”。这样，学习者在面

对一个新的工作任务时就能从容应对，有能力去

设计一个有意义的工作过程。于变（具体的工作

过程要素）中寻求不变（思维的工作过程步骤），于

具体升华为普适，这正是教学论模式化的真谛。

职业教学论还要求学习过程应关注学习者现

有的观点、观念以及已有的关于工作过程的知识

和经验，在选择学习内容时应像考虑日常职业活

动的需求一样考虑学习者自身的兴趣；学习者应

该学会独立地解决整体性问题，必须学会自组织

地学习，从而实现“所学”的本领在实际的职业活

动领域里的迁移、转换和应用。可以说，工作过程

的教学论模式化，是基于动态的面向未来的职业

资格获取和职业能力培养的教学处置。

五、职业教育的学科地位

围绕职业科学的缘起、进程和伴生出现了两

个新问题：第一，职业科学与职业教学论是什么关

系？第二，职业科学与职业教育学是什么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职业科学和职业教学论是

两个关系紧密的学科，因为“职业科学和职业教学

论一方面是职业研究的基本领域，另一方面职业

—３５１—

职业科学辨析



研究又是职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３５］。尽管职

业科学偏重研究理论，职业教学论偏重研究教学，

但它们又都是职业研究的对象。职业科学、普通

教学论与职业教学论三者的关系建构［３６］存在三

种可能：一是职业教学论作为普通教学论的组成

部分而职业科学是独立学科；二是职业教学论作

为职业科学的组成部分而与普通教学论无关；三

是职业教学论是普通教学论和职业科学之外的独

立学科［３７］。最新研究与实践表明，职业教学论已

经逐渐摆脱普通教学论的束缚而向职业科学迈进

了一大步。因此，“一种可被考虑的观点是将职业

（领域）教学论看作职业（领域）科学的一部分而对

两者进行共同研究”［３８］。

建立这样一个理论架构的前提是职业科学的

框架应包括以下内容：在相应的职业领域对专业

工作和工作行动进行广泛的活动分析；在相应职

业领域对工作与技术的产生与未来的发展进行综

合的观察；对技术理解以及职业活动的工作与技

术的设计途径进行深入的分析；对工作、技术和教

育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的研究。［３９］这样，“如果职

业（领域）科学在与职业（领域）教学论相互作用中

继续发展，则从长远上看，职业（领域）教学论甚至

可能融入职业（领域）科学”［４０］。因此，广义的职

业科学的内容涵盖了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４１］，

“专业教学论的研究归在职业科学的研究之

中”［４２］。

对职业科学和职业教学论进行统一研究有利

于产生“协同效应”［４３］。德国汉堡—哈堡技术大

学基于职业科学的职业教学论范式所采取的积分

式解决方案意味着职业教学论与职业科学的融

合［４４］，这是体现“协同效应”的一个最好案例。

因此，职业教学论不再只是单纯地研究教学

方法和手段的科学，而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

职业科学的支撑下，以“工作———技术———教育”

为核心，以工作过程为导向，深入研究职业教育教

学内容的科学。如同普通教育所具有的“专

业———专业科学———专业教学论”架构，职业教育

应该具有“职业———职业科学———职业教学论”的

架构。

关于第二个问题。职业教育学与职业科学是

两个独立的学科，还是两个互补的学科，抑或就是

从属的学科？从宏观层面理解，职业教育学为“职

业教育的科学”；而从微观层面理解，职业教育学
“是教育科学中就人们在获取就业和生存的资格

与能力，并使其在社会公众生活中对社会和生态

承担责任的过程之前提与条件、目标、可能性与现

实性进行科学研究的子科学”［４５］。这表明，职业

教育学主要考虑的是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的适配

问题。

尽管职业资格与工作过程始终处于一种动态

的紧密联系之中，但“专业工作———专门知识———

职业教育”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职业工作和

工作过程不仅只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设

计的，“职业教育不应该局限于按照教育学的常规

计划对职业重要的教育和个性发展的设计过程进

行研究，还应该结合工作岗位普适的发展过程和

隐形的学习过程进行研究”［４６］，而“这种与创新结

合的学习和工作过程要以重要内容（职业专业人

员的能力）的调查和传授为前提”［４７］。显然，传统

的职业教育学理论无法应对这一挑战。

因此，必须有一个对职业教育学予以补充的

职业科学的研究，除了“一个在职业影响下的教育

研究”，还要有一个“在教育影响下的职业研

究”［４８］。职业教育学强调职业对教育的影响，要

求职业教育过程必须适应职业资格的需要，是从

外显的功利性角度的诠释；而职业科学强调教育

对职业的影响，要求职业工作过程促进个性学习

的需要，则是从内隐的人本性角度的诠释。

与职业科学研究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职业

教育学常被界定为对职业教育的教育理论的探讨

及其历史沿革的研究［４９］。现代“职业教育学的科

学构架”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这一架构

的可能形式为“职业科学———职业教育学”［５０］，其

目的在于使职业教育学对职业的理解能够适应当

前和未来的职业机会，能涵盖教育与教养问题，特

别是能以此为依据解决职业教育的基准科学的问

题。

所以，从形式上看，职业科学与职业教育学是

互补的学科，或者说，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但实际上，有关职业、职业科学和职业教学论的研

究与教学，都是在职业教育学这一宏观平台上进

行的。笔者认为，职业研究是关于职业的根本与

起源的学说，职业科学是关于职业及其教育形式

的普适性和基础性的学说，职业教学论是关于职

业教学的内容和手段的学说，而职业教育学则是

涵盖关于职业研究与教学研究的综合学科，包括

了职业、职业科学和职业教学论的内容，是研究基

于职业成长的教育规律的科学。因此，现代职业

—４５１—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教育学基本的学科构架应具有“职业———职业科

学———职业教学论———职业教育学”这一形式。

长期以来，学科分类和知识体系着重“从知识

层次的角度来框定学科领域”［４１］。但是，“考察学

科分类和知识体系，也可以从知识的类型、人们活

动领域的类型的角度来进行”。如果把职业教育

和高等职业教育看作不同于普通教育和普通高等

教育的另一种类型的教育，那么对职业教育及其

相关学科的建设必须置于普通教育学学科之下的

现状就会受到质疑。因为，倘若从层次上必须将

职业教育学置于普通教育学之下，那么在教学论

领域也就必然出现这种情况：职业教育的专业教

学论———职业教学论，要么从属于教育科学的专

业教学论，要么从属于专业科学的教学论，如技术

教学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部分属于技术教育领

域）、工程教学论甚至科学教学论。如果是这样的

话，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又何处寻觅？

从社会学层面的职业研究扩展至教育学层面

的职业研究，产生了将职业科学作为职业教育基

准科学的理论创新，提出了职业教学论的构思与

方案。这一理论创新既适用于中等职业教育，也

适用于高等职业教育，这是教育类型决定的。而

从基于层次的教育学研究走向基于类型的教育学

研究，表明了理论研究的成熟。因此，从教育类型

的角度赋予职业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同等学科地

位的理由是充分的。

回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起伏涨落的

历程，其间所遇到的种种困境表明理论研究的贫

乏。面对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培养数以亿计的

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业人才的重任，面

对着在世界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借助信息化加速

实现工业化的诉求，面对着中国成为新世纪高水

平世界制造中心这一重振国威的机遇，历史将这

一重担托付给了职业教育。新时期呼唤着高质量

的职业教育，也呼唤着给职业教育学科以一个应

有的地位———一个与普通教育学同等的一级学科

的地位，以支持并推动为实现上述经济目标、建设

和谐社会而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职业教育的学

科建设。中国对世界教育所作的贡献，很可能是

职业教育。这是历史赋予中国职业教育工作者的

神圣职责。

“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可以说有两条路子。一

条是作为‘工作母机’，不断地孕育和产生新学科，

最后自己‘缩小’到一个比较正当的领域。如同

‘哲学’，从作为人的知识总汇，到今天成为学科知

识体系中的一个正当的学科。反过来，另一条是

孕育在工作母机中，最终逐渐地建立和发展起自

己的学科领域。如同‘自然科学’及其种种物理、

化学、生物学等学科，最初是在‘自然哲学’之中生

长起来，直至牛顿的名著仍然叫做《自然哲学的数

学原理》，而今天则生长成为了正当的学科领

域。”［５２］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也是行进在使自己成

为一个“正当的学科领域”的路途之中吗？！我们

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参 考 文 献

［１］［７］［３３］［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３］Ｐａｈｌ，Ｊ．－Ｐ．：

Ｂｅｒｕｆｓｆｅｌｄｅｒ—Ｂａｓｉｓ　ｆａｃｈ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　ｕｎｄ　ｄｉｄ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ｒ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ｅｎ　ｂｅｒｕｆｌｉｃｈｅｎ　Ｌｅｒｎｅｓ．Ｉｎ： Ｈａｅｆｅｌｉ，Ｋ．／Ｗｉｌｄ－

Ｎａｅｆ／Ｅｌｓａｅｓｓｅｒ，Ｔ．（Ｈｒｓｇ）：Ｂｅｒｕｆｓｆｅｌｄｄｉｄａｋｔｉｋ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Ｆａｃｈ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ｋ　ｕｎｄ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ｏｒｉｅｔｉｅｒｕｎｇ，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Ｖｅｒ－

ｌａｇ，Ｈｏｈｅｎｇｅｈｒｅｎ　２００１，Ｓ．２８，３０，３１，３２，３２，３３，３３，３３，３５，

３５，３２．

［２］［４７］Ｓｐｏｅｔｔｌ，Ｇ．：Ｂｅｒｕｆ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　ａｕ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ｅｔｅ　Ｑｕａｌ－

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ｉｈｒ　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Ｉｎ：Ｆｉｓｃｈｅｒ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Ｗ．／Ｓｐｏｅｔｔｌ，Ｇ．

（Ｈｒｓｇ）．：Ｇｅｓｔａｌｔｅｎ　ｓｔａｔｔ　Ａｎｐａｓｓｅｎ　ｉｎ　Ａｒｂｅｉｔ，Ｔｅｃｈｎｉｋ　ｕｎｄ

Ｂｅｒｕｆ－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ｚｕｍ　６０．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　ｖｏｎ　Ｆｅｌｉｘ　Ｒａｕｎｅｒ，Ｗ．

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　Ｖｅｒｌａｇ，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２００１．Ｓ．２６０，２６５．

［３］“职业性专业”源自德文Ｂｅｒｕｆｌｉｃｈｅ　Ｆ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ｕｎｇ。

［４］姜大源：《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理论、策略与方法》，高等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０４～４０５页。

［５］［６］Ｇｒｕｅｎｅｒ，Ｇ．：Ｂａｕｓｔｅｉｎｅ　ｚｕｒ　Ｂｅｒｕｆｓｓｃｈｕｌｄｉｄａｋｔｉｋ．Ｔｒｉｅｒ

１９７８．

［８］Ｒａｕｎｅｒ，Ｆ．：Ｚｕｒ　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ｃｈｅｎ　Ｅｉｎｏｒｄｎｕｎｇ　ｂｅｒｕｆｓ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ｓｓｔｕｄｉｅｎ．Ｉｎ：Ｐａｈｌ．Ｊ．－Ｐ．／Ｒａｕｎｅｒ，Ｆ．

（Ｈｒｓｇ）：Ｂｅｔｒｉｆｆｔ：Ｂｅｒｕｆｓｆｅｌ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　Ｌｅｈｒｅ　ｉｎ　ｄｅｎ　ｇｅｗｅｒｂｌｉｃｈ－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ｎ　Ｆａｃｈｔｉｃｈ－

ｔｕｎｇｅｎ．Ｄｏｎａｔ．Ｂｒｅｍｅｎ　１９９８，Ｓ．１５．

［９］陈永芳、颜明忠：《德国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研究》，教育部

“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主流思想研究”子

课题，２００６年。

［１０］“职业声望”源自德文Ｂｅｒｕｆｓｐｒｅｉｓｔｉｇｅ，“职业道德”源自德文

Ｂｅｒｕｆｓｅｔｈｏｓ，“职业角色”源自德文Ｂｅｒｕｆｓｒｏｌｌｅｎ，“职业功能

描述”源自德文Ｂｅｒｕｆｓｒｏｌｌｅｎｂｉｌｄｅｒ。

［１１］Ｐａｈｌ，Ｊ．－Ｐ．：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　ｚｕ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　ｕｎｄ　Ｍｅｒｔｈｏｄｉｋ

ｄｅｒ　Ｂｅｒｕｆｓｆｅｌｄ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Ｉｎ：Ｆｉｓｃｈｅｒ，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Ｗ．／Ｓｐｏｅｔｔｌ，Ｇ．：（Ｈｒｓｇ．）：Ｇｅｓｔａｌｔｅｎ　ｓｔａｔｔ　Ａｎ－

ｐａｓｓｅｎ　ｉｎ　Ａｒｂｅｉｔ，Ｔｅｃｈｎｉｋ　ｕｎｄ　Ｂｅｒｕｆ．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ｚｕｍ　６０．

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　ｖｏｎ　Ｆｅｌｉｘ　Ｒａｕｎｅｒ，Ｂｅｒｕｆ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Ａｒｂｅｉｔ　ｕｎｄ

—５５１—

职业科学辨析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ａｎｄ　３，Ｂｉｌｅｆｅｌｄ　２００１，Ｓ．２１１～２４０．
［１２］“职业分类学”源自德文Ｂｅｒｕｆ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ｋ，“职业术语学”源

自德文Ｂｅｒｕｆｓｎｏｍｅｎｋｌａｔｕｒ。

［１３］Ｍｏｌｌｅ，Ｆ．：研究领域：职业．１９６９．引自 Ｈｅｋｎｅｒ，Ｖ．：Ｂｅｒｕｆｓ－

ｕｎｄ　Ｂｅｒｕｆｓｆｅｌｄ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２００３．
［１４］Ｍｏｌｌｅ，Ｆ．：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ｆｅｌｄ：Ｂｅｒｕｆ．Ｉｎ：Ａｒｃｈｉｖ　ｆｕｅｒ　Ｂｅｒｕｆｓ－

ｂｉｌｄｕｎｇ，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１９６８，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１９６９，Ｓ．７４－８０．
［１５］赵志群：《职业教育与培训新概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第９７～９８页。

［１６］［４６］Ｐａｈｌ，Ｊ．－Ｐ．：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　ｚｕ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　ｕ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ｉｋ　ｄｅｒ　Ｂｅｒｕｆｓｆｅｌｄ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Ｉｎ：Ｆｉｓｃｈｅｒ　Ｍ．／Ｈｅｉｄｅｇ－

ｇｅｒ，Ｇ．／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Ｗ．／Ｓｐｏｅｔｔｌ，Ｇ．．（Ｈｒｓｇ）：Ｇｅｓｔａｌｔｅｎ

ｓｔａｔｔ　Ａｎｐａｓｓｅｎ　ｉｎ　Ａｒｂｅｉｔ，Ｔｅｃｈｎｉｋ　ｕｎｄ　Ｂｅｒｕｆ－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ｚｕｍ　６０．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　ｖｏｎ　Ｆｅｌｉｘ　Ｒａｕｎｅｒ，Ｗ．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

Ｖｅｒｌａｇ，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２００１．Ｓ．２２７，２２８．
［１７］［２７］［２８］［３２］［４４］Ｇｅｒｄｓ，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ｇｅｗｅｒｂｌｉ－

ｃｈｅｎ　Ｂｅｒｕｆｓｆｅｌ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ｉｍ　Ｚｅｎｔｒｕｍ　ｄｅｓ　Ｓｔｕｄｉｕｍｓ　ｄｅｒ

ＢｅｒｕｆｓｐａｅｄａｇｏｇＩｎｎｅｎ？Ｉｎ：Ｆｉｓｃｈｅｒ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Ｐｅ－

ｔｅｒｓｅｎ，Ｗ．／Ｓｐｏｅｔｔｌ，Ｇ．（Ｈｒｓｇ）：Ｇｅｓｔａｌｔｅｎ　ｓｔａｔｔ　Ａｎｐａｓｓｅｎ

ｉｎ　Ａｒｂｅｉｔ，Ｔｅｃｈｎｉｋ　ｕｎｄ　Ｂｅｒｕｆ－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ｚｕｍ　６０．Ｇｅｂｕｒｔ－

ｓｔａｇ　ｖｏｎ　Ｆｅｌｉｘ　Ｒａｕｎｅｒ，Ｗ．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　Ｖｅｒｌａｇ，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

２００１．Ｓ．２４９～２５４，２５３，２５０，２５０，２４２～２４５．
［１８］［２０］［２２］［３１］［４８］［４９］［５０］Ｐａｈｌ，Ｐ．：Ｇｅｎｅｓｅ　ｄｅｒ　Ｂｅｒｕｆ－

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ｔｅ　ｕｎｄ　ｄｅｒ　Ｂｅｒｕｆｓｄｉｄａｋｔｉｋ．Ｉｎ：Ｒａｕｎｅｒ，Ｆ．
（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Ｂｅｒｕｆ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２．ａｋｔｕａｌｉｓｉ－

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Ｗ．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６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Ｐ．２７

～３５，２７～３５，２７～３５，２７～３５，２７～３５，２７～３５，２７～３５．
［１９］所谓第二门专业，指德国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第一阶段除

了学习一门涉及技术或经济领域的专业以外，还要学习的

一门普通文化课的专业，例如物理、生物、体育等。

［２１］“专门领域”源自德文Ｓａｃｈｇｅｂｉｅｔ。

［２３］Ｇｒｕｅｎｅｒ，Ｇ．：Ｄｅｒ　Ｆａｃｈｂｅｒｅｉｃｈ　Ｂｅｒｕｆｓｐａｅｄａｇｏｇｉｋ　ｉｎ　ｄｅｒ　Ｇｅ－

ｓａｍｔ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　ｆｕｅｒ　ｓｅｉｎｅ　Ｖｅｒ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ｕｎｇ．Ｉｎ：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ｅｒｕｆｓ－ｕｎｄ　Ｆａ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６６．Ｂａｎｄ（１９７０），Ｈｅｆｔ　６，Ｓ．４４１～

４５０．
［２４］“职业领域科学”源自德文Ｂｅｒｕｆｓｆｅｌ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２５］“职业领域研究”源自德文Ｂｅｒｕｆｓｆｅｌｄ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职业领域

教学”源自德文Ｂｅｒｕｆｓｆｅｌｄｌｅｈｒｅ。

［２６］赵志群：《职业教育与培训学习新概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７页。

［２９］“职业领域教学论”源自德文Ｂｅｒｕｆｓｆｅｌｄｄｉｄａｋｔｉｋ。

［３０］Ｇｒｕｅｎｅｒ，Ｇ．：Ｄｉｄａｋｔｉｋ　ｄｅｓ　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ｂｅｒｕｆｅｓ？Ｉｎ：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ｕｅｒ　Ｂｅｒｕｆｓ－ｕｎｄ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ｐａｅｄａｇｏｇｉｋ，７７．

Ｂｄ．（１９８１），Ｈｅｆｔ　７，Ｓ．５４３～５４７．
［４１］Ｐａｈｌ，Ｐ．：Ｚｕｒ　Ｇｅｎｅｓｅ　ｂｅｒｕｆ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　ｕｎｄ　ｂｅｒｕｆｓ－

ｄｉｄａｋｔ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Ｉｎ：Ｒａｕｎｅｒ，Ｆ．（Ｈｒｓｇ．）：Ｈａｎｄ－

ｂｕｃｈ　Ｂｅｒｕｆ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２．ａｋｔｕａｌｉｓｉ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Ｗ．

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　Ｖｅｒｌａｇ，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２００６，Ｓ３３．
［４２］Ｒａｕｎｅｒ，Ｆ．：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Ｒａｕｎｅｒ，Ｆ．（Ｈｒｓｇ．）：Ｈａｎｄ－

ｂｕｃｈ　Ｂｅｒｕｆ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２．ａｋｔｕａｌｉｓｉ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Ｗ．

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　Ｖｅｒｌａｇ，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２００６，Ｓ．１６．
［４５］Ｌｉｐｓｍｅｉｅｒ，Ａ．：Ｇｅｎｅｓｅ　ｄｅｒ　ｂｅｒｕｆｓｐａｅｄａｇｉｇｉｓｃｈｅｎ　Ｆｏｒｓ－

ｃｈｕｎｇ．Ｉｎ：Ｒａｕｎｅｒ，Ｆ．（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Ｂｅｒｕｆｓｆｏｒｓ－

ｃｈｕｎｇ，２．ａｋｔｕａｌｉｓｉ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Ｗ．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　Ｖｅｒｌａｇ，

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　２００６．Ｓ．２７～３５．
［５１］［５２］曾国屏：《弘扬自然辩证法传统，建设科学技术学科

群》，《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ｉａｎｇ　Ｄａｙｕａ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ｈａｖｅ
ｏｐｅｎｅｄ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ｏ－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　ａ　ｎｅｗ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ｓ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ｔ　ｌａｓｔ，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６５１—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