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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冰岛职业教育发展历史悠久，由于政府重视、行业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因此职
业教育为国内各行各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学徒制作为职业教育的形式之一，在冰岛被众多学生
接受，冰岛政府通过改革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签订学徒合同、审核企业培养资质、建立成本分摊机制
等措施来保障学徒的培训质量。
关键词：学徒制；质量保障；冰岛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80（2017）06-0062-05
1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Guarantee of Apprenticeship
System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Iceland
Ke Zhengyan
（Institut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Jiuji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Jiujiang，Jiangxi 332007）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Iceland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governmen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industry and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 so vocational schools train a lot of talents for all types of domestic industry.
Apprenticeship is one of the form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accepted by many students in
Iceland. Iceland has been able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apprenticeship by reforming th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signing apprenticeship contracts， examining enterprise
qualification， and establishing cost shar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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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多年，欧洲经济仍没有复

素，为此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坚决主张广泛实施

苏。欧盟 28 国的 GDP 增长非常缓慢，失业率仍然居高

欧洲学徒质量框架。 在此基础上，ETUC 与商业欧盟

不下，特别是青年失业率非常高。

［1 ］

基于此，欧盟许多

（Business Europe），欧盟工艺、贸易与中小企业雇主代

国家认为基于工作场所的学习应该是欧洲国家的首

表会 （UEAPME） 和欧盟雇主与企业公关服务中心

要任务，以促进年轻人从教育培训有效地过渡到劳动

（CEEP）合作，推动欧洲联盟实施学徒项目，欧洲工会

力市场。 学徒制作为基于工作场所的学习形式，学徒

联合会建立了一个欧盟学徒制质量框架。

制培训方案的质量成为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关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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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学徒制质量框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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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以发展他们的技术和教学的能力。
5. 学徒合同

欧盟学徒制质量框架包含于欧洲工会联合会的

与企业之间订有劳动合同，规定学习时间、企业

质量标准及质量规范，该质量框架一共 20 条：定义，

的义务，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在经集体协议或法定最

监管框架，社会合作伙伴关系与治理，平等的机会，企

低工资的基础上学徒从企业领取报酬；学徒受社会保

业与公共部门的成本分摊机制，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

障法规的保障， 在工作场所受健康和安全法规保护；

反应，正式合同，学徒个人发展与职业机会，薪酬与社

企业为学徒提供个人适当的防护设备。

会保障，安全的工作环境，指导和辅导，质量保证程
序，坚实的学习基础，学徒培训与校本培训之间的平

二、冰岛职业教育学徒制发展现状

衡，学徒导师，能力本位，认证与认可，进展，识别非正

在冰岛，职业教育领域在规定的行业内有一个健

规和非正式学习，区域的流动性等。 依据参与现代学

全的学徒体系，学徒制是冰岛职业教育与培训最普遍

徒制的主要主体， 可以将该质量框架的 20 条细则归

的形式之一，在冰岛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中，一半以上

纳如下。

［2 ］

的学生注册为学徒，甚至更多学生愿意接受学徒式学

1. 建立清晰的监管框架

习，这意味着这一部分学生的学习地点是在学校和企

在国家或洲际层面具有明确的学徒概念，规定学

业中交替进行。 教育部门的愿望是至少有一些训练是

徒的入学要求；由学徒监管框架来明确学徒的权利和

在工作现场进行， 但对媒体和计算机专业并未作要

义务；规定了雇主及培训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学徒计

求；对于学生来说，如果注册为联合学习方式，至少要

划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公共部门公布统

花费 25%的时间在工作场所。 ［3 ］根据 2008 年通过的

计数据显示学徒完成率和学徒就业率。 有合理的学徒

高级中学法案（修正案 2010）的规定，培训合同应当自

成本分摊机制，学徒计划应由公共部门财政支持和雇

学徒培训开始时就签订，合同规定了企业和学徒的权

主投资支持，而学徒是免付学费的。

利与义务，培训质量控制及可能发生的纠纷处理。 必

2. 支持学徒自我发展

要时，学生和雇主之间会签订具体协议，规定学生的

计划认可学徒通过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获得的

工资等（根据劳动市场协议）。

知识、技能和能力；对不同的职业提供各种各样的培

1. 学徒学制与费用

训；规定关键能力和迁移技能；学徒有机会获得来自

参与学徒训练的学生的年龄范围很宽，从 16 到

专业人士的职业指导和咨询服务；提供大部分的时间

40 之间，其中大多数学生是在 20 和 25 之间，学制一

在企业中学习；提供正式认可的国家资格认证，提供

般 4 年， 其中学生必须有 4-36 个月在工作场所学

升学途径。 如果无法获得学徒，有其他措施可以将年

习，一般是 3 年在企业学习和 1 年在学校学习。 但是

轻人融入劳动力市场；为学徒的自由流动提供机会。

具体到某些专业中授课时间安排又不一样， 如食品

3. 质量保证程序

与餐饮专业，54 周在学校和 126 周在企业；而在电子

培训机构接受独立机构进行质量保证检查；企业

交易和定制专业，在学校的时间是 126 周，在企业的

的质量保证检查由独立机构进行；社会合作伙伴（工

时间就只有 24 周。 所有的中学和大多数职业学校的

会和雇主组织）参与评估学徒计划；学徒参与学徒计

学生（包括学徒制）都有一些注册费，也有与一些专

划评价； 学徒计划确保社会合作伙伴正式参与对知

业相关的材料费用。 因此，不同专业的费用不同，如

识、技能和能力的认证与评估。

珠宝首饰或美容比一般专业的费用更昂贵些， 学徒

4. 社会合作伙伴参与治理
社会合作伙伴正式参与学徒政策的设计和实施；

也一样。
2. 学徒规模与开设专业

社会合作伙伴正式参与学徒实习企业的认可和培训

2008 年冰岛共有学徒 8 675 名，其中在校学徒 3 175

机构的认可；社会合作伙伴参与治理并影响学徒的策

名，在企业的学徒有 5 500 名。 2010 年开设的专业有

略决策。 在企业或培训机构内学徒教师和培训师有法

建筑及建设、运输、餐饮及旅游、金属、机械与生产、信

律规定的资格认证；学徒计划为企业的学徒导师提供

息与媒体、健康与社会服务、设计与工艺品、个人服务

培训； 学徒计划应确保学徒导师和培训师有继续培

（头发，美容，化妆品）、电工电子、海事与导航。 艺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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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商业研究专业被列入职业教育中，它只在学校进

不参加入学考试、 采取课程衔接的方式进入大学学

行，并不被授予任何职业资格。

习。 从 2008 开始，政府要求学徒与普通高中学生有一

很明显，很多行业将保持传统的学徒制，特别是

样多的机会进入大学深造，但是有一些大学宣称他们

规模比较小的行业。 然而，学徒系统似乎在消退，逐步

不会承认比普通教育的学生少读两年的学徒学生，即

失去了在冰岛教育系统的原有地位。 在一些行业中，

使他们通过了入学考试。

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参与学徒制培训。 冰岛职业研究合
作委员会正在研究促进学徒制，他们正在讨论在职培

三、冰岛职业教育学徒质量保障策略

训的政策与实施细节。 委员会强调需要分析两种模式

1. 严格审核企业的培养资格

的培训合同，调整基本规则，明确企业的培训要求，为

学徒训练是冰岛的职业培训的主要形式，是基于

企业内部培训做出指引，也即为学徒制的新形式开辟

一个强有力的和富有成效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关

的道路。

系，由于冰岛的人口规模小，教育与培训的合作方之

3. 学习内容

间加强联系是比较容易的。 在职业学校的学生学习，

在高等学校里，学生必须通过冰岛语、英语、数学

其教育质量会受到内部和外部质量监管。 根据 2011

的考试，其他如丹麦语、第三外语、社交技能也是必需

年的第 840 号关于工作场所培训的规定，企业和机构

的，对学徒也是同样的要求。 大部分的职业教育科目

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标准才能得到许可去培养学生，

都包含理论教学与实际动手课程，以帮助学生获得从

如：①必须雇用一名合格的导师来指导新入职的员工

事未来职业的关键能力。 每个课程的长度为 2-10 个

训练；②必须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任务，根据课程的

学期，在学校职业教育和学徒培训之间的划分也各不

需要，在专业领域内能够提供足够的学费；③必须有

相同，学徒培训可以从 3-126 个星期不等。 每一个课

独立工作场所或有足够设施的车间（工作室）；④在注

程或培训模块结束后都需完成一些理论或实际操作

册行业的企业，学徒的导师必须始终有充分的职业权

方面的评估。 通常情况下，首先是在学校学习，而在课

利去开展教育工作；⑤在一般课程中，必须符合工作

程结束时，学生被雇佣为员工，得到的薪水是熟练工

场所培训的条件。 为了能够顺利承担学徒培训，具备

人工资的一定比例。

培养资格的企业，企业或机构需要得到有关的学徒委

4. 学习结果的考核与认证

员会的正式批准。 在他们的申请书中，必须阐述他们

在学徒培训结束后，学徒必须参加熟练技术工考

如何遵守上述规则。 学徒委员会每年都会进行随机检

试，以此获得证书才能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 这种熟

查，以确认是否企业切实执行。 如果有学生对学习条

练技术工考试是由来自产业和行业协会的人组成委

件感到不满意，他可以正式投诉。

员会来组织熟练工考试， 包含理论与实操部分。 在

2. 统一课程开发，完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

2008 年底，学徒进入劳动力市场很容易，所有的毕业

冰岛所有正式的工作场所培训（涵盖学徒系统和

生都立即得到了工作（许多就是他们的培训企业）。 如

职业教育）都有教育部公布的国家课程的指导，教育、

同其他国家的现代学徒一样，学徒们有机会学习创业

科学与文化部规定所有专业、行业的国家课程，通过

技能，如怎样创立企业，一般在工作 1 年后学徒就会

行业协会，教育、科学与文化部与每个职业的社会伙

参加工匠式考试，在 2010 年，有 566 名学徒参加注册

伴共同合作开发课程，并定期修订。 在新的高等学校

工匠式考试课程， 这些课程主要是在职业院校开设，

法完全实施（2015）后在课程开发这一领域，个别学校

但也有 2 所大学开设这些课程，通常这些课程是晚上

将逐步承担更多的责任。 议会指出新的培训需求，参

授课，课程内容包含一般理论课程、管理课程以及职

与学校对新课程开发的审议，并通过职业委员会参加

业项目。 经过一段工作时间和在职业学校的进一步学

制定正式的教育和培训政策。

习之后，学徒就能获得工匠师资格了，而工匠师则有
权利在行业内进行监督。

［4 ］

冰岛教育、 科学与文化部 2014 年发表了一份白
皮书，研究改进教育，完整重构职业教育和培训（VET）

5. 职普衔接

建议系统，其目的是增加选择职业教育的人数，并降

学生可以选择通过熟练技师考试来完成学业，或

低高辍学率；重组职业教育，包括基于工作的职业教

者通过入学考试继续读大学，对于部分技师也有可能

育学习即学徒制，并修改质量评估，责任和融资方式；

201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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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法律和制度框架；调查是否成立一个特殊的职业

测试和修正考试手册。 ［5 ］

教育大学（理工学院）；通过评估委员会和理事会的职

5. 提升学徒导师的能力要求与在职培训

能，并清楚地定义他们的角色和任务，以提高职业教

根据法律，对企业学徒导师（Apprentice tutors）的

育的治理效果。
3. 增加对学徒制的财政投入，建立合理成本分摊

要求是不同的，但各职业之间是有基本原则的，如负
责培训的学徒导师必须完全符合职业资格，在专业领
域有丰富的经验。 最近几年，获得工作能力验证（真实

机制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袭击冰岛以来， 教育的投入

能力验证）成为负责训练学徒的条件之一。 对学徒导

明显减少。 由于成本缘故许多用来训练学徒的在职培

师的培训时间是根据不同的专业来设置的，注册行业

训受到重创。 多年来，企业呼吁成立一个基金会以资

如建筑、汽车、印刷、食品、餐饮业和金属业等，有 2 个

助企业的学徒培训费用。 2012 年冰岛教育、科学与文

服务培训中心提供正规课程，该中心每年都针对不同

化部成立了该基金会，负责发放资金。 2012 年 71 号法

的专业人士的培训需求，在其目标群体中进行年度调

案专门解决和处理工作场所和培训基金问题。 根据该

查，而且培训是免费的。 对卫生保健部门，冰岛的 2 所

法案， 承担学徒培养的企业和机构可以申请补助金，

医院为他们的教学人员提供常规课程。 培训课程往往

补助金由议会批准后按年度划拨。 该补助金的主要目

是简短和简洁的，并不要求强制参加，然而实际上训

的是使学徒能够更容易及时地完成他们的学习，解决

练中心经常难以满足学徒导师对于培训的需要。

企业和机构由于培训学徒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并使企
业更容易雇佣学徒。 当年，54 家企业获得了用来培训

四、结语

174 名学徒的 7 500 万克朗（IKr），雷克雅未克的希尔

欧洲工会联合会建立的欧盟学徒制质量框架虽

顿大酒店获得了最多的补助金， 将培训 28 名学生成

未正式获得欧盟委员会的批准，但这一框架已被多国

为厨师和服务员。 对于企业和学生，这是一个重大突

所认同，并已经在多国的实践中发挥着指导作用与作

破，将大大降低学徒门槛。 在 2012-2014 年，政府追加

为评估依据。 冰岛并未建立学徒制质量保障框架，也

4 亿 5 千万克朗给工作场所培训基金用来发展学徒教

缺失正式的和结构化的质量保证程序，这在欧盟国家

育与培训项目。

之中是不多见的。 但其通过改革建立现代职业教育治

4. 吸引社会合作伙伴参与，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理体系，以国家统一开发学徒培训课程，这类似于澳

在冰岛，在学徒制系统中社会合作伙伴具有设计

大利亚培训包的做法明显保障了学徒学习规范和学

和指导的作用，特别是通过职业委员会和职业促进会

习质量。 通过增加对学徒培训项目的财政投入吸引企

发挥作用。 十二个职业促进会在 12 个学习领域中通

业积极参与，通过严格审查企业的培养资格，规定合

过告知教育部关于劳动力市场关于人才培养的需求

格的学徒导师要求与在职培训提升学徒导师专业技

并在高等职业教育层次提供课程。 每个职业促进会包

术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确保学徒在企业之中受到合

括 5 -9 名 代 表 ， 其 中 2 -4 名 代 表 是 由 雇 主 联 盟

适而又正确的教育与培训， 同时企业也会有所得益。

（federations of employers） 提名，2-4 名代表由相关职

在吸引企业参与的同时，冰岛仍继续注重发挥行业协

业 职 工 委 员 会 提 名 ，1 名 由 冰 岛 职 业 教 育 协 会

会在学徒质量保障中的作用。

（Association of Icelandic Upper Secondary Schools）和

2014 年我国教育部正式下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

冰岛教师联合协会（Icelandic Teachers’ Union）提名

制试点工作的意见》， 在我国正式启动现代学徒制试

组成。 这些委员会处理课程项目和参与质量保证各项

点。 现代学徒制作为校企合作的有效形式之一，在《国

活动，如提升熟练工考试委员会和学徒委员会的工作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高等职

水平；学生工作场所培训日志指导手册的开发。 所有

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 等文件中被列

职业促进会主席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业委员会。

为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举措而受到重点推进。 ［6 ］2015

根据法律，该特殊委员会应向教育部长就职业教育政

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公布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的

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建议，以及为职业委员会提供一

通知》， 确定 165 家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和行业

个合作与协调的平台。 到目前为止，28 个行业完成了

试点牵头单位，2016 年教育部下发 《关于公布现代学

对熟练工的考试手册，在下一步的检查阶段工作中将

徒制试点工作任务书备案结果的通知》， 确定长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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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学院等 163 个试点单位的任务书通过了备案

Proposal［J］. ETUC，2015:45-48.

审核，正式开始现代学徒制改革。
我国现代学徒制工作在新环境中面临着诸多困

［3］ Hans-Werner Müller. Quality in Apprenticeship in the

难，在全面推进建立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和治理体系的

European Union ［R］. Christina Linderholm and Garry
Parker，UEAPME，2000:6-8.

今天，我们需要高屋建瓴，做好职业教育（含现代学徒
制）的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质量框架，以此

［4］ Dóra Stefánsdóttir，Apprenticeship -type schemes and
structured

规范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学徒等主体的权利与义
务、功能与作用；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以促进企
业和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学徒制；［7 ］建立中介机构参与

work -based

learning

programmes ［R］.

Cedefop，2014:6-9.
［5］

Pauline

Musset，Rodrigo

Casta觡eda

Valle.

OECD

Review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

的学徒制评估模型，以此来保障学徒制教育质量。

Skilis beyond School Commentary on Icelan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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