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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国外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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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斯特作为国际职业教育理论界的代表性教育学家，多年来致力于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国外学者对福

斯特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经济功能、普职关系、职业教育课程观以及职业教育与

培训关系等方面，体现了基础性、反思性和针对性等特点。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正处于构建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时期，福斯特职业教育思想对促进我国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沟通普职关

系、变革职业教育课程以及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等具有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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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福斯特（Philip J. Foster）（1927—2008

年），作为国际职业教育理论界的代表性教育学家，

多年来致力于职业教育理论的研究。他的主要研究

和著作侧重于教育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关于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福斯特发表《职

业学校的谬误》（The Vocational School Fallacy in

Development Planning）一文，与巴洛夫为代表的“学

校本位”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长达 1/4世纪的论

战。该论文于1965年首次出版，作为Anderson和

Bowman编辑的《教育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章节，被许

多书所转载。除此之外，他的主要著作还包括：《加

纳的教育和社会变革》（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Ghana）（1965年）、《幸运的少数》（The Fortunate

Few）（1966年）、《加纳和象牙海岸：现代化前景》

（Ghana and the Ivory Coast: Perspectives on Modern-

ization）（1971 年）、《教育和农村发展》（Educ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1973年）以及《职业教育与

培训——世界银行政策的重大转变》（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A major shift in World

Bank policy）（1992年）等。福斯特的职业教育思想

具有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征，直接指向当今职

业教育发展的难点，人们对其研究主要涉及职业教

育的经济功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职业教

育课程观、职业教育与培训关系等方面。

一、福斯特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研究

福斯特关于职业教育经济功能的论述，主要是

通过观察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非从职业教育

和社会变革这一角度来论证他的论点。[1]因此，是

基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即依托于成本效益研究。

（一）基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福斯特

职教经济功能研究

20世纪6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国

家开始盛行，受其影响，以“人力规划”为主的“人

力资源学派”在教育领域试图以“长期性的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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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测”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储备。针对“人

力资源学派”的论述，福斯特依托新古典经济学理

论，提出职教发展要考虑市场的内在需求变化，要

充分考虑职业教育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针对这一观点，学者从经济规划者和个人的

角度出发对此进行了阐释。赫德（G.E.Hurd）和T.J.

约翰逊（T.J.Johnson）认为，从经济规划者的角度来

看，以经济刺激为目标的教育方案将为个人和社

会带来最大的回报；从个人角度而言，教育水平与

所获得的收入以及声望之间直接的、可感知的关

系，对促进其就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需求

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系。[2]乔治·

萨卡罗普洛斯（George Psacharopoulos）基于英国工

业革命期间的真实案例分析，认为德国和日本选

择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经济发展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技术的革新，因此，从逻辑上讲，发展

中国家下一步任务是扩大职业技术教育。[3]德卢

奇（Delluc）等人研究了非洲多个国家教育经费的

投入情况，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对职业技术教育与

培训项目没有任何相关的政策以及国际社会或国

家政府的筹资议程。由此，他认为目前对职业技

术教育与培训的需求已经减少，在目前的知识经

济中，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能力并没能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4]同时，他们也认为，从长远来看，职业

教育是一种昂贵的教育形式，如果缺乏必要的设

施和设备，发展职业教育并不会提高生产率。[5]

同时，也有部分学者从降低成本和劳动力市

场需求的角度来研究福斯特职业教育经济观。瓦

格斯（Varghese）认为，职业教育能够更好地满足区

域发展的需求，在区域或局部地区发展职业教育，

可以降低成本。[6]毕晓普（Bishop）等人以劳动力市

场需求为研究视域，认为劳动力市场对学校职业

教育的接受程度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萧条还是繁

荣。[7]实际上他的观点也是福斯特所秉持的成本

效益理论。但是，大卫·C·麦克莱兰（David.C. Mc-

Clelland）则认为，教育经济学目前对教育促进经济

增长有着相当程度的怀疑，同理，对职业教育促进

经济增长也要受到质疑。[8]

（二）基于职业教育与社会变革关系的福斯特

职教经济功能研究

学者从职业教育和社会变革的角度对福斯特

的职业教育经济功能进行了解析与拓展。伊丽莎

白·M·雷（Elizabeth M. Ray）对美国青年失业和由

此导致的贫困进行了分析，认为职业教育关乎着

社会的稳定与发展。[9]凯文·利丽思（Kevin Lillis）

和德斯蒙·霍根（Desmond Hogan）对非洲职业教育

的开展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独立后的非洲，职业

教育被视为缓解失业、转变学生对农村生活的态

度，进而制止城市移民的一种方式。[10]萨卡罗普洛

斯也认为政府为青年提供就业前的职业教育和培

训，不仅将使他们掌握劳动力市场今后所需的技

能，而且还能使青年人离开街头。[11]亚当斯（Ad-

ams）等人认为，职业教育的具体目标是提高支持

经济增长所需的技能（特别是技术和管理能力）水

平，并提供管理现代国家所需的各种专业能力，否

则就会继续依赖外国专家。[12]理查德 F. 德文

（Richard F. Devon）则更多地从职业教育公平的角

度指出，福斯特在理论上对职业教育与经济以及

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做出任何澄清，他只是消

极的主张：教育是催化剂，而不是基本的增长；职

业教育不可能成为公共教育系统；教育金字塔应

该比过去小得多。[13]

二、福斯特普职关系思想研究

福斯特认为，职教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学生有

扎实的基础来有效地继续其后来的职业教育和培

训，只有在扎实的普通教育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开

展职业培训。[14]

对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的争论，福斯特

认为，争论不单是职普教育的问题，而且反映了两

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对发展过程性质的深

刻分歧。[15]摩西·欧凯奇（Moses O. Oketch）也认为，

职普教育的二分法仍然存在，经济较发达国家的知

识和技能已变得可以同步接受，但是非洲正在高度

追求发展，这使许多非洲国家陷入了长期困境：是

将投资集中在普通教育上还是职业教育上。[16]

（一）基于普职融通的福斯特普职关系思想研究

拉克（Tilak）倾向于福斯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

育是互补关系的观点，认为普通教育创造了一种

“一般人力资本”，具有灵活性和可移植性的优势，

某种程度上，在生活和工作之间以及从一个国家到

另一个国家都具有这种优势，能够应对社会经济和

劳动力的变化；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创造了“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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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资本”，体现了吸收特定职业技能的优势，使

工人更容易适合某一特定的工作，从而更具有生产

力，因此，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很重要，非洲的经

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高度依赖普通教育和职业教

育。[17]瓦格斯也指出，与纯学术文化相比，职业教育

有助于发展“技能文化”，二者并不是孤立的，都有

助于满足区域发展的需要。[18]同时，丹尼尔（Daniel

N. Sifuna）也认为非洲国家应提供一种以工作为基

础并能打破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

以及城乡之间偏见与障碍的新教育形式，以便在学

校和工作之间建立密切联系。[19]

（二）基于职教公平和社会认可的福斯特普职

关系思想研究

从职业公平角度，米德尔顿（Middleton）等人

指出，虽然在1963年至1976年期间，世界银行将

其援助投资的一半以上分配给发展中国家的教育

系统以支持职业教育，总的来说，“职业教育改善

了人们对熟练体力劳动的态度，从而至少转移了

一些年轻人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从事日益短缺

的白领工作。”这一观点与非洲的发展经验相关，

这些支持技术和职业教育（TVET）的所谓“传统”

论点意味着技术和职业教育主要被视为职业教

育，本质上是终端性的，与最初的殖民教育管理有

关，因此，在独立后的非洲不受欢迎。[20]德卢奇等

人指出，所有非洲国家的学校系统都有两条路可

走：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为那些选择

立即就业或由于受教育机会有限而被排挤出普通

教育阶梯的学生，一些国家有“途径”使后者有机

会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就高等教

育而言，选择职业学校的学生将一事无成。[21]利丽

思和霍根认为，非洲的“教育”被视为完全限于阅

读和写作活动的学术教育，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技

术发展水平仍然很低，可以假定技能发展和职业

化是“自然”的、在职的，而不是在学校里进行的活

动，因此，职业教育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被视为

“教育”概念的非法延伸的风险，职业学校也是如

此。[22]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也认为，职业化不

能成为因受过教育而导致失业的补救办法，它不

能使学生为从事特定职业做好准备，也不能减少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不匹配。毕竟学术课程

所带来的工资要高于职业教育的水平，职业教育

被认为是无用的，只对那些追求薪水较低的工作

者有所帮助。[23]

从职业教育社会认可角度，德卢奇等人认为，

在知识经济中，人们对与普通教育链相关的“高技

能”的需求极高，而职业教育则被视为引导学生走

向“死胡同”的主要原因，这已经成为年轻人及其家

庭所不愿看到的。因此，竞争的重点是普通教育，

家长和年轻人甚至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通过

提供额外的辅导和财产来支持他们的孩子接受更

高水平的教育；而那些接受职业教育的人被认为是

在普通教育中没有获得一席之地。[24]莱昂内尔·泰

格尔（Lionel Tiger）认为，加纳人偏爱牧师，而不是技

术或手工的职业，公务员薪酬等级对学生的影响要

大于对技术或体力职业对国家价值的任何劝告。[25]

摩西·欧凯奇进一步提出，职业教育对家庭没有吸

引力，被视为无法接受普通教育的人的最后手

段。[26]同时，摩西·欧凯奇研究发现，在非洲埃及等

七个国家，技术—职业教育被描绘成不如普通教

育，因为其目的是解决青年的失业问题，其大多数

规定是终止性的，导致受训者直接进入劳动力市

场，在那里，许多人加入失业青年的行列。[27] 此外，

摩西·欧凯奇对加纳的教育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得

出，人们普遍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较低，认为它不

如学术教育，仍然反映出菲利普·福斯特40年前在

那里发现的问题。由于这种态度，往往选择TVET

课程的是那些不那么聪明的学生。[28]

三、福斯特职业教育课程观研究

对于职业教育与学校课程的关系，福斯特认

为职业课程是复杂的教学系统，通常费用高昂，在

学术课程中加入职业因素的改革并不足以改变毕

业生的偏好，而这种偏好实际上是由学生及其父

母对未来经济回报的看法所决定的。[29]

（一）基于普通课程职业化改革困境的福斯特

职教课程观研究

乔恩·劳格鲁（Jon Lauglo）从系统论的角度辩

证地论述了福斯特职业教育课程观。他主要从四

个方面理解和认可了福斯特关于学校职业课程的

观点：一是复杂性，在中学课程中开设职业课程，

既繁复又困难，普通中学不适合处理这种复杂性，

并且这类课程通常费用很高，在发展中国家，当中

学资金严重不足时，它们很容易受到影响；二是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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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职业课程的吸引力较低，与普通课程相比，

学生实际上认为其他职业的劳动力市场机会更

好，普通教育科目比职业技能更能保证可能进行

的学术研究（也适用于技术领域的高等教育）；三

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是改变年轻人职业兴趣的

一种无效工具，并且课程成本计算也仍然是一项

不成熟的工作，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经济发

达的国家，政府在考虑课程改革时，也会考虑到可

能抬高单位成本的问题，相反，学生的职业期望和

抱负受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影响；四是中学

的任务，中学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对普通教育类型

（如语言、数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把他们

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做得更好。[30]此外，劳格鲁也对

福斯特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拓展，认为课程优

先次序不应该基于对各国“最需要”什么的绝对概

括，任何国家都必须学会因地制宜，没有必要将学

科与它们的成本、大规模实施的可行性以及“过度

拥挤”的课程所带来的有害后果进行权衡。[31]

从成本投入的角度，学者普遍认为，普通课程

职业化改革面临着困境。乔纳森（Johanson）和亚

当斯为了评估中学职业课程是否有利于年轻人进

入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大量的跟踪和成本研究，研

究结果符合福斯特的观点，在非洲，这种课程已经

萎缩。[32]艾伯特·阿奇安培（Albert K. Akyeampong）

等人认为，职业课程通常比普通教育课程昂贵，而

且设备和工作人员也更复杂。[33]姆维里亚（Mwir-

ia）主要从政府节约投资成本角度佐证了福斯特的

观点，认为职业课程的高开发成本和运营成本，是

政府和发展机构在对职业教育进行投资时变得谨

慎的主要原因。[34]

此外，萨卡罗普洛斯和洛士利（Loxley）从实践

中阐释了福斯特的观点并指出，坦桑尼亚并没有

把中学课程设置职业化，而仅仅作为一种使中等

技能与人力需求相匹配的手段。[35]奥克斯托比

（Oxtoby）从职业影响因素出发分析了福斯特关于

学校职业课程“谬误”的观点，认为儿童的愿望和

所从事的职业几乎完全是由校外因素决定的，因

此，单靠正规的职业教育课程渗入并不能防止从

农村向城市的移徙、减少失业或影响经济发展速

度。[36]丹尼尔指出，许多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在工

业化程度低的经济体中推行课程多样化政策，加

剧了辍学者失业的严重问题，然而政治领导人和

规划者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始终如一，要求课程的

职业化，以减轻离校者就业或自谋职业的压力。[37]

（二）基于职教课程多元化发展的福斯特职业

教育课程观研究

在普通课程中加入职业因素的问题上，布拉

格（Bloom）则更倾向于多元化课程，认为多元化课

程的必要条件是具备良好的“基本技能”，而旨在

实现这些技能的通用性或可迁移性的水平越高，

就需要有更高的获得这些技能的水平。[38]肯尼思·

金（Kenneth King）和克里斯·马丁（Chris Martin）通

过对加纳中学生的调查得出结论进而反思了福斯

特的观点，认为职业科目可以在培养学生的心理

准备以小企业家的身份谋生和在私营部门工作方

面发挥作用。[39]安德鲁·乌里布（Andrew O. Urev-

bu）也指出，许多非洲国家把中学课程的职业化作

为工业化的前奏，强调传统的学术课程与更多的

职业科目的“混合”。[40]劳格鲁认为，当职业课程在

学生所有中学课程中所占的比例显著提高时，劳

动力市场的回报是正的。[41]莱恩盖尔（Lane）和佩

雷斯松（Peresson）为了验证中学普通教育的职业益

处，对马达加斯加非正规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进行

了研究，他们发现，接受过职业课程的中学毕业生

作为微型企业家实际上比其他人做得更好。[42]利丽

思和霍根则认为，需要澄清社会——学校界面、学

校课程和具体课程的性质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必

须重新拟订什么是职业课程中的有效学校知识和

有效的教育过程。[43]

此外，从课程影响学生职业兴趣出发，劳格鲁

等人与福斯特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发现接受职

业课程的中学生比那些“纯学术”的中学生对从事

“技术领域”的职业更感兴趣。[44]劳格鲁还从课程

时间角度阐述了自己对于福斯特职业教育课程观

的理解，并在其工作中对“轻度职业化”的中等教

育和职业培训加以区分，认为职业课程应该作为

中学课程时间的一小部分来教授，不管是在中学

教育的框架内进行，还是在单独的培训中心进行，

这两种教育都需要更多的课程时间。[45]

四、福斯特职业教育与培训关系思想研究

福斯特告诫人们，不要依赖当时流行的人力规

划，也不要在“学校系统”内大规模地投资于职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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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职业技能的传授应该与他们的工作应用紧密

相关，这样一来培训就会更加现实，在技能的供需

之间可以实现更好的平衡。他把与目前实际发展

密切相关的小规模职业培训计划作为优先，尽可能

地将行政管理与主流正规教育系统分开。[46]

（一）基于非正规培训重要性的福斯特职教与

培训关系思想研究

针对福斯特职业教育的重点是非正规培训的

观点，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其进行了论述和研

究。乔纳森和亚当斯指出了对非正规经济中的企

业家进行技能培训非常重要，认为必须优先为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勉强在非正规经济中谋生的

大量和日益增加的人口提供技能培训。[47]凡勃伦

（Torstein Veblen）更是悲观地创造了“训练无能”这

个词来表示美国高等教育的某些成果，认为特定

职业的正规培训有时会使人不能从事其职业。[48]

米德尔顿等人基于世界银行1992年对职业培训部

门的研究佐证了福斯特关于非正规培训更有益的

观点，认为在提供职业培训方面，私人规定将优于

公共组织的规定。[49]萨卡罗普洛斯和洛士利从职

业培训的作用出发展开研究，结果与福斯特的观

点相契合，他们认为，应该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提

供这种培训教育。[50]同时，布劳格（Blaug）也认为：

“在正规教育机构中进行职业培训无论从教育还

是经济角度来看都没有意义”。[51]萨卡罗普洛斯提

出了同样的建议：“在特定经济中提供技能不一定

要以学校为基础，即使是以学校为基础，也不一定

要在教育系统的主流中进行”。[52]印度政府也指出

了同样的问题：“职业教育的实践培训和理论培训

最好在实际工作环境中进行”。[53]

（二）基于非正规培训特殊性的福斯特职教与

培训关系思想研究

针对福斯特非正规职业培训更有益的观点，

劳格鲁找到了一种特殊情况予以回应：即在经济

发达的国家，不存在向任何一种模式的趋同。有

些国家的出口行业长期具有竞争力（瑞典、芬兰），

它们长期在教育部和主流中等教育系统内组织了

基本职业培训；而日本的重点是培训工业界的雇

员，德国和瑞士的情况则是基础职业培训有很长

的学徒记录，并有兼职的专业“职业学校”作后

盾。[54]此外，劳格鲁也阐述了许多国际和双边金融

机构不愿支持“学校系统”外部的非正规培训的原

因之一是这种培训被广泛认为是“难以”发展的，

因为它是一种蓄意构建的大规模“供应系统”。[55]

哈恩（Haan）则总结了在为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正规

部门的微型企业家提供技能培训方面的经验，发

现一些非政府组织实施“非正规”培训计划可以为

自谋职业和非正规经济中的其他活动服务，但这

些培训通常规模小，不正规。[56]同样，德莫拉·卡斯

特罗（Castro C D M）分析了巴西由雇主控制和资助

的国家工业服务学习（SENAI）系统，发现官僚主义

僵化，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政府管理的培训系统，

并认为“雇主控制”并不能保证培训的灵活性。[57]

同时，基于正规培训与非正规培训的对比。德

卢奇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整个非洲大陆技术—职业

教育与培训系统的模式、功能和内容受到了前殖民

国家采取的模式的影响，并且仍然保持着这些模

式，造成了在实施方式、参与程度和总体组织方面

的重大差异。不过，总的来说，至少可以找到两种

主要的提供形式：第一是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由

初中和高中、中学后和非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以及

由第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提供；第二是非正规教育系

统的培训，通常采取的形式是非正式的学徒制或由

手工业者或妇女拥有的手工业者讲习班提供的传

统培训形式。这些形式的培训通常使学员为从事

诸如木工、砖石、超机械焊接、铸造、摄影、缝纫、制

衣、化妆品等行业做准备。其中一些非正规培训是

根据家庭关系提供的，经营者往往表现出创造性，

但缺乏与其技能有关的必要技术知识以及扩大企

业的资本。[58]格林（Green）等人受教科文组织统计

研究所委托，评估了世界各国提供和参与技术和职

业教育与培训的情况，研究发现大部分有数据的技

术—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都是“正规的学

习”——也就是说“有组织的”和“有意的”学习，其

结果是被认可的；然而，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原

则上也包括“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但主要是

通过学徒制进行的，并且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的，

在国家数据库中很难捕捉到这些内容。[59]同时，格

林等人也指出，在许多情况下，技术—职业教育与

普通教育在同等的教育空间内提供，形成了特殊的

复合学校系统。[60]哈恩表示，潜在的供应商认为培

训服务没有市场，因为企业家和他们的工人都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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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承认任何“培训需求”。因此，在为非正规经济提

供更好的技能进而取得持续的成功方面，迄今没有

什么进展可以分享。[61]奥克斯纳姆（Oxenham）等人

认为，除非人们能够找到可行的机制，否则福斯特

的“药方”仍然只是一种虔诚的希望。[62]摩西·欧凯

奇则认为，职业教育被视为是未来培训的培训，而

不是促进职业进入的一种方式，其作为一种在一生

中促进特定职业技能的方式，基本上，内容和组织

已经改变。[63]

总之，国外对于福斯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开

展主要以福斯特经典性文章——《职业学校的谬

误》为研究对象。福斯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辩证

意识较强，研究者既有对福斯特职业教育思想的肯

定之处，也蕴含着对其理论的批判与反思，乔恩·劳

格鲁《重温职业学校的谬论：对菲利普·福斯特的赞

颂》就是其中的代表。福斯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既

注重“还原”又注重“延伸”，充分体现了教育思想史

研究的目的与特点。既注重挖掘福斯特对职业教

育促进经济发展作用的思想，也深刻揭示了职业教

育作为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既充分考量

了普通教育职业化的艰难困境，也分析了当前形势

下普职融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既分析了开展非正

规职业培训的益处，也描绘了学校职业教育与行业

企业职业培训有机结合的美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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