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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习领域课程：职业教育
教学体系的转变

徐 涵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是教学体系的三大核心要素，从这三大要素出发分

析德国学习领域课程的教学体系的转变，即：教学目标由掌握与职业工作相关的知识与技能转

为以促进职业行动能力为目的；教学内容由传授经过教学简化的学科系统化的知识转为在应

用情境中传授工作过程系统化的知识；教学方法由以教师为中心，与情境无关的线性教学过程

转为学生主动，以问题和情境为导向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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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建议以

学习领域课程取代以分科为基础的综合课程，随

后各州开展了广泛的学习领域课程试验，2003

年在总结典型试验经验的基础上，学习领域课程

在德国全面推开，成为德国职业学校教育新的课

程范式。
新的课程范式的确立必然要求教学体系的

转变。柏林教学论学派认为，课堂教学体系中存在

着一个形式上恒定不变、内容上易变的要素结构

体系。该教学体系由人类—心理学条件、社会—
文化两大条件域要素和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学媒体四大决策域要素所组成，并共

同构成课堂教学的基本框架，其中决策域要素是

教师进行教学设计所需考虑的具体要素，我们将

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三大核心决策

域要素出发分析学习领域课程的教学体系的转

变。

一、学习领域课程的教学目标

职业教育目标是确立学习领域课程的教学目

标的出发点。职业教育目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指与其他教育形式相同的以发展个性为

最主要教育任务的目标，如各级各类教育都强调

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

教育形式的独特性，即职业教育与就业系统、经济

和工作世界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长期以来，职业

教育一直在寻求主观的个性发展要求和客观的就

业系统需求之间的平衡。个性发展的要求在当下

的职业教育中被诠释为能力，[1]这种能力被定义为

有效的应对具体职业情境的行为方式，并且能够

合理应用这种行为方式的状态。[2]另外一方面，就

业系统的需求是通过职业资格具体体现的，这里

的职业资格是指包括工作设计和工作组织两方面

内容的职业工作行动。[3]因此可以说，在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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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职业资格的获得促进了能力发展。
能力维度是定义和理解学习领域课程教学目

标的重要参照系。当然，职业教育中对能力的理解

不仅仅局限于与职业活动有关的能力、技能、知识

和行为方式，个性、社会视角的能力即跨专业能力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德国知名学者巴德（Bader）以

豪斯（Roth）的观点“教育就是通过发展专业能力、
社会能力和个性能力来促进行动能力的发展”[4]为

基础，进一步发展了对能力的理解，定义了职业行

动能力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专业能力、个人能

力和社会能力”三个维度。[5]巴德所界定的职业行

动能力的内涵被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采

纳，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为德国学校职业教

育的根本目标。根据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

决议，职业行动能力是指在职业、社会和个人情境

中合理思考，以及对个人和社会负责的行动意愿

和能力。
专业能力是指基于专业知识和能力，有目标

地运用适当方法，独立、合理地完成任务和解决问

题，并对结果给予评价的意愿和能力。
个人能力是指作为独立的个体，理解、深入思

考和评价家庭、职业和公共生活中的发展机遇、要
求和困难，并安排和实现人生规划的意愿和能力。
它包含了个人的独立性、批判能力、自信心、正直

和责任心等素质，尤其是价值观的发展。
社会能力是指处理社会关系、理解奉献与冲

突，以及与他人理性相处和相互理解的意愿和能

力。尤其强调的是社会责任感和团结意识。[6]

总而言之，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多维度的，它既

涉及了专业能力，也涵盖个性能力与社会能力等

跨专业能力。学习领域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职业教

育目标的具体化，是以能力的全面发展为旨意。
工作过程导向是学习领域课程范式从学科原

则过渡到情境原则的一种体现。在此背景下，促进

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学习领域课程的教学目标，

主要通过在职业工作的典型情境中正确合理的实

施职业行动体现出来。在课堂上构建的学习情境，

按照教学论原理合理地再现了职业的典型工作

过程和行动领域，包含了职业、社会和个人等多方

面的问题。
这种整体性的理念转变对职业教育课程的教

学组织也提出新的要求，即必须能够促进学生能

力在各个维度上的均衡发展。

二、学习领域课程的教学内容

课程原则是确定学习领域课程的教学内容的

依据。德国学者瑞茨和赛耶德（Reetz and Seyd）提

出，课程原则是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合

理化的依据。[7]从教学体系三大核心要素之间相互

依赖的关系来说，课程原则无论是对于学校和课

堂的教学组织还是教学过程设计都具有重要意

义。瑞茨和赛耶德提出了三大课程原则。
（一）科学原则

科学原则强调课程结构应根据科学及其结构

体系进行设计。在职业教育语境中，科学原则始终

与“学科体系”紧密相连，主要包含三个特点：一是

教学内容的选择要遵循知识点，知识点是一个确

定的教学科目的组成部分，被公认为对特定职业

群具有重要意义，对学生及其所要完成的学业来

说抽象程度和难易程度适中。二是课堂组织和教

师评分都要遵循学科原则。职业资格、教师能力，

以及教师授课工作量也要按照公认的学科和科目

来确定。三是教学内容是按照抽象程度和学习心

理学原理，从简单到复杂、从部分到整体、从特殊

到普遍等进行排序，教学内容的传授同样遵循学

科体系原则。
按照德国学者沙腾（Schelten）提出的行动知

识———一种能够直接指导职业工作实践的知识理

论，[8]基于科学原则建构的课程体系主要传授与职

业工作相关的科学知识，即事实知识（关于“什么”
的事实—解释性知识）和论证知识（关于“为什么”
的解释—因果性知识）。在明确了事实知识和论证

知识之后，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授对胜任

职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程序知识（关于“怎样”
的过程性知识）和应用知识（关于“什么时候”的条

件性知识）。这种教学理念在职业教育中被称为教

学简化。基于教学简化思想的教学设计过程，教师

以按学科科目排序的课程体系为基础，首先进行

条件分析和学情分析，按照步骤完成教学简化，确

定该堂课的具体教学目标，然后再进行教学法设

计。[9]教学简化是学科体系主导的职业教育教学设

计的核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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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境原则

根据瑞茨和赛耶德提出的理论，所谓情境原

则是指课程建构的过程是基于主观和客观的情境

条件。史莱门特（Clement）则将这一理论引入到职

业教育课程研究中：“情境导向的课程体系完整地

呈现职业实践的经营过程和工作过程，在该课程

学习中，学习者可以提前体验和熟悉未来将要面

对的职业情境。”[10]这种把情境作为课程开发和课

程内容排序的基准原则的教学理论包含以下三个

特征：一是教学内容源于对未来职业工作活动的

分析结果，并按照职业活动的行为逻辑进行排序。
教学内容的选择标准是所学内容对基于“职业”定
义的未来职业工作行为的重要性。二是情境导向

的课程并不是按照学科性的教学科目划分的，而

是根据行动情境划分的。课程结构脱离了学科结

构，模块课程模式成为可能。三是完整地实施问题

情境中的行动成为教学过程的焦点。这样的教学

过程要求对复杂的、典型的职业情境进行深入挖

掘，而不再是系统地、逐步地传授知识。
职业教育中以情境为导向的课程包含两个至

关重要的概念：经营过程和工作过程。巴德认为经

营过程是由在业务关系范畴中旨在形成约定或者

交易结果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行为构成。[11]一个经

营过程就是企业中为达成企业目标而进行的一系

列内在关联的活动。要描述一个经营过程首先应

该确定其目标、子任务、资源、流程顺序，以及时

间、地点和过程控制等方面内容。工作过程是指为

了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的具有特定程序的生产和

服务活动。一般来说，技术职业领域的工作过程都

是指向实物货物的生产过程，而在从事商业活动

的企业中工作过程则就是经营过程。鉴于两者之

间的区别，职业教育教学论中经常会用到“工作过

程—经营过程导向”这个组合名词。
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传授的不仅仅是职业知

识与技能，同时更加关注工作过程知识。史莱门特

指出：情境导向的课程将经验知识、个人以及社会

能力等与职业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放在同等重要的

位置上。[12]经验对于职业化的专业工作的重要意义

很早之前就被学术界所关注，而职业教育研究更

多讨论的是知识与经验的内在联系，而不是两者

的区别分立关系。在知识类型中，职业教育研究的

核心概念是所谓工作过程知识———它是职业教育

过程设计和职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的核心领域。
工作过程知识首先由库尔斯（ Kruse）在 1985 年作

为一种知识类型引入到职业教育学和社会学研究

中。工作过程知识被认为是一种能力，是固化在职

业工作中的专业能力的关键要素。费舍尔（Fischer）

基于实证研究的成果提出了工作过程知识的定义：

“它是一种在工作过程中直接需要的知识（与学科

系统化知识不同）；它通常只能在工作过程中通过

经验学习来获得，但并不排除专业理论知识的应

用；它包含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即企业工作流程

中的确定目标、计划、实施和评价自己的工作。”[13]

费舍尔强调了在工作过程中学习对于掌握工

作过程知识的重要性：“在工作过程中学习是一种

媒介，利用这种媒介可以将实践性的行动知识和

理论知识联系起来融合成技术工人典型的工作过

程知识。在工作过程中学习对职业能力发展过程

的两个阶段必不可少。一是从经验到认知的过程：

我们应该积累与科学知识有关的经验，这样才能

理解它们对于个人能力发展的重要意义；二是从

知识到能力的过程：理论知识需要在工作情境中

与实践行动融合在一起。”[14]费舍尔对工作过程知

识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并指出实践知识、理论知识

与工作过程知识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明确

地解释工作过程中的学习所对应的认知发展过

程，即他所指出的两种知识形式是如何融合为专

业技术工人所具备的典型工作过程知识。认知心

理学认为，专业化的行为是建立在科学性的知识

和反思，以及基于经验的行为的专业实践上，而借

助专业知识对经验的分析和反思对专业能力发展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行动知识和理论知识的融

合过程与反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思对于能

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反思过程能够

很好地解释工作过程知识的形成过程。劳耐尔

（Rauner）同样指出，工作过程知识来源于反思性

的职业实践。[15]

（三）个性原则

个性原则指课程结构的设计是以个人的教育

需求和个性发展为基准。[16]以个性发展为教育目标

在职业教育中主要体现为强调主体的能力发展。
个性原则在课程开发过程中与情境原则和科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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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

则指出了情境原则和科学原则在课程开发过程的

应用方向，并赋予其内在意义。
近年来，无论是职业教育研究还是职业教育

实践都呈现出从科学原则到情境原则的范式转

变。与此同时，很多学者也分析了单方面过分强调

情境原则,而忽视科学原则的弊端。事实上学科导

向与情境导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完全

可以成为互补的整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专业理

论知识联系应用情境，在应用的情境中传授专业

理论知识。[17]科学原则和情境原则两者之间的平衡

观点也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

三、学习领域课程的教学方法

行动导向和基于经验的学习方式与工作过程

导向的课程有着必然的联系。沙腾从课程模式对

教学方法的影响的视角详细地阐释了学科导向的

传统教学方法与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之间的联

系：学科导向的教学所要传授的主要源自于专业

科学的职业理论，而行动导向的教学则重视主要

源自于职业资格要求的理论知识。[18]

因此，行动导向教学对基于行动系统的职业

教育课程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沙腾强调：“高质

量的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不仅要联系与其相关的专

业学科，也要关注职业工作的内在要求。当某个学

科知识内容有助于解决某个来源于职业实践的工

作任务时，行动导向教学并不排斥学科导向的教

学。反过来亦如此，对教学内容进行教学简化的时

候同样要联系职业工作实践。”[19]

如何具体实施工作过程———经营过程导向的

学习领域课程，巴德也认为：行动导向是该课程模

式教学法的核心原则，因为该课程内容的选择和

排序并不是以学科科目而是以行动领域为导向。[20]

此外，行动导向教学突出根植于情境导向课程的

经验学习理念。因此，行动导向和情境导向课程之

间的必然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行动导向与技术职业领域的专业教学目标———

职业行动能力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巴德认为，

职业行动能力作为职业教育课程的教学目标只有

通过以职业行动为导向的方式———行动导向教

学，才能够得到极大地发展和促进。[21]因此，哪些

典型的行动导向教学方法能够促进职业行动能力

的发展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

们可以从各种教学方法对组成职业行动能力的不

同能力维度的促进作用的关系上找到答案。[22]典型

的行动导向教学方法主要有项目教学法、模拟教

学法、图上演练、角色扮演、案例教学法，以及引导

文教学法等。与传统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课堂

讨论、四阶段教学法或者分组教学等相比，行动导

向教学法对组成职业行动能力的不同能力维度的

整体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职业教育中的行动导向教学将一个对职业工

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复杂的、包含问题的行动情境

作为教学的出发点，以学生职业行动能力的发展作

为最终目标。行动导向教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

是学习发生在完整的行动中，并尽可能独立完成

该行动或者至少能够理解该行动，体现了学习过

程的独立自主性；二是行动促进对职业实践的全

面理解，例如从技术、劳动安全、经济、法律、生态

和社会等方面去理解职业实践，体现了整体性学

习；三是行动使学习者积累经验，并促使他们反思

其社会影响，体现了反思性学习；四是学习过程中

交织着社会交际和合作过程，体现了合作性学习。
行动导向教学过程的中心和焦点不再是教师

而是学生。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同时扮演

着学生学习过程的伴随者和咨询师。因此，为了激

发和促进学生的交流和互动，相对于传统的教学

方式，教师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他们需要在开放的

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表现根据现场做出反应，不

再是按部就班地按照备课计划进行教学。
从教学方法设计的角度来说，教师的主要任

务是选择适宜的行动导向教学方法，并设计行动

情境。教师必须重点关注行动情境中的问题和任

务设计，制订行动目标，概括性地描述学生学习过

程所要实现的行动产品。此外，行动导向教学中教

学媒体也不可或缺，教师需要根据所设计的行动

情境和选择的教学方法开发诸如工作页等材料，

准备必需的教学辅助用具。[23]从教学法设计的角度

来说，行动导向教学赋予教师工作新的内涵。与传

统教学方式相比，教师面临着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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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Field Curriculum of Germany：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XU Han
Abstract：Teaching system contains three core elements：the goal，content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Using

these three main elements to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aching system of learning field curriculum of Ger-

many，it can be found that，teaching goal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grasp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related to work

to improving students’vocational ability to act；teaching content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teaching the simpli-

fied and discipline-systematized knowledge to teaching work process-systematized knowledge with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s；teaching methods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the linear teaching process which is teacher-cen-

tered and irrelevant to work situation to the learning process that is featured with problem and situation-oriented.

Key words：learning field；teaching system；vocational ability to act；work process-based knowledge；ac-

tion-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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