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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是一个收集﹑汇编和分析国家间可比较教育统计的框架。《国际教

育标准分类法》是《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分类法国际系列》中的一员，是一个以教育等级和学

科来组织安排教育课程和相关资格证书的参考分类。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最先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ESCO）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发，并经过两次修订——最近是在 2011 年。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是国际协议的产物，并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大会正式通过。 

2. 最新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 版，主要着重于对课程的教育等级（ISCED-P）的

修改，并首次引入一个以资格证书为基础的的受教育程度等级分类法（ISCED-A）。 

3.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 修订版的复审过程中决定，应该建立一个独立但与之相关的分

类法，单独对教育的学科进行检查，并且合适的话，能以与教育和受教育程度等级的未来修

订不同的频率进行更新。 等级与学科的分类将作为同一分类法家族中的一部分加以保留。据

此，这个新的分类法将被称为《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ISCED-F）。 

2. 本手册的目的 

4. 拥有一部共同的国际分类法，仅是向收集可比较数据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证该分类法

在各国家应用的一致性。因此，本手册的目的是给如何应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

训的学科》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详细规定一些要遵守的标准，提供每个教育培训学科

的包含和排除列表。附件 1 详细描述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的分类。

本分类法将附有一个综合列表，给出每一学科的定义以及各学科包含和排除课目的例子，以

帮助国家区分每一学科间的界限。为便于参考，综合列表将给出一个字母顺序表和数字顺序

表。 

3. 分类单位 

5.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 版的基本分类单位是教育课程及其相关的资格证书。 在《国际

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ISCED-F）中，也同样是这些分类单位。 

a. 教育课程系指“一套连贯或序列的教育活动，为在一段持续的时期内达到预定的学习目
标或完成一组具体的教育任务而设计和组织的”。教育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涉及旨在

引起学习的某种交流形式。  

b. 资格证书是，“正式确认，通常采用文件的形式，证明成功完成一个教育课程或课程的
某个阶段。因成功完成单独的课（例如单元或课目）而授予的学分在《国际教育标准分
类法》中不视为资格证书。在这种情况下，持续时间等同于一个完整课程或涵盖一个完
整课程的全部课目的足够学分或课目才可以代表一个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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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ISCED-F），根据学习的学科，划分教育课程及

相关的资格证书。 

a. 学科是“一个教育课程 或资格证书所涵盖的内容的门类、分支或领域 ”。  

7. 教育培训的学科和教育等级或受教育程度等级是《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交叉学科分类变

量，因此它们相互独立。特别是，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原始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法》1976 版）不同， 学科不在教育等级中界定。因为课程和资格证书仅见于某些教育培训

学科，某些教育等级中因国家或时间变化而不同。例如，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教育等级中，

提供教师培训或护理。 近年，形成了一种倾向，在低一些的教育等级中逐步淘汰这些课程，

将培训升级到较高的国际标准教育分类法等级中 。 

4. 本分类法的涵盖范围和结构 

8. 本分类法主旨在描述和归类《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 版中的中等，中等后和高等正规教

育等级中的教育培训学科，虽然也可用于分类其它等级中的课程和资格证书。本分类法还可

用于其它情况，例如对非正规教育，初始和成人职业培训或非正式学习的课目实质内容进行

分类。 

9. 目前本修订以分类法的早期版本为基础，以尽可能保证跨时间上的可比性。本分类法设计为

3-级等级体系，包含宽学科（最高级），窄学科（第 2 级），细学科（第 3 级），并采用 4-

数字编码体系。教育培训有 11 个宽学科，29 个窄学科和约 80 个细学科。 

等级 学科类别 学科数 

第 1 级 宽学科 11 

第 2 级 窄学科 29 

第 3 级 细学科 80 

10. 细学科（分类第 3 级）主要用于高等教育，以及中等和中等后非高等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课程

及资格证书。本分类法也可用于具有课目专业的普通教育课程和资格证书。但是，涵盖大范

围课目并在特定的学科或学科系中没有或有很少专业的普通教育课程和资格证书，分类在宽

学科 00 “通用课程和资格证书”。 

11. 虽然开发本分类法的主要目的是用于汇编国家间可比较的教育统计数据，但是它也适用于国

家层面，特别是那些还未开发出本国教育学科国家标准分类法的国家。那些希望采纳本分类

法作为本国之用的国家，可能需要适应或调整学科的某些组别，以便更好反映该国可学习的

学科的存在和／或范围，并满足国家报告这种类型教育数据的需要。 国家的调整不应使得根

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进行国际报告变得困难或不可能。《国际教育

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分类法的首要目的就是至少在宽学科级别促进国际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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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分类法的基本原理 

12. 教育培训学科的分类法遵循课目实质内容的方法。这是以前《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版本

（1976，1997 和 2011）采用的同样方法。根据课目的类似性，将内容紧密关联的课目组合在

一起，形成宽，窄，细学科分类。目的是在课程的实质内容而不是所针对的参加者的特征基

础上，根据教育培训的学科将教育课程及相关资格证书分类。    

13. 如何决定将一个课程或资格证书划分入教育培训的学科取决于主要的课目实质内容。课目内

容是在课程中传授并被相关的资格证书所认可的实际的、实用的和理论的知识。这种知识应

用于特别类型的问题或特定目的，可以是抽象的（例如哲学）、实用的（例如工程）或两种

都是（例如建筑）。为了实用，一个课程或资格证书的主要课目由这些细学科占大部分（50%

以上）学习学分或学生预期学习时间来决定。如果可行，应该采用学习学分。否则，应该对

预期学习时间进行一个大致评估。学习时间包括讲课和讲座，也包括实验或特别的课题。不

包括私自学习时间（因为测定困难和学生差别）。课程和资格证书分类在含有它们主要课目

的细学科中。 

14. 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决定学习学分或预期学习时间的相对份额，那么该课程或资格证书应该

分类在其标题第一个所列的学科中。 如果由于课程或资格证书包括几个细学科（和，甚至，

窄或宽学科），其中没一个占主导地位，导致不能识别主要课目，那么该课程或资格证书应

该分类在交叉学科类别中。（详细见第 7 节) 

15. 如果学习的主要课目是同一的或足够相似，则两个课程或资格证书属于同一个学科。为了将

教育培训学科分类为宽、窄和细学科，开发分类法的结构时，采用下列优先顺序准则确定课

目实质内容的相似程度：  

a. 理论知识内容（如，所涉及到的想法和概念以及它们在解释事实和预测结果方面的应

用）。 

b. 学习目的（如，所获得的知识、技艺和能力的预期使用）。 

c. 兴趣的目标（如，所学习的现象、问题或实体）。 

d. 方法和技术（如，学习和应用所获得的技艺和知识的程序）。 

e. 工具和设备（如，个人学会使用或操作的仪器和器具）。 

16. 理想状况是，本分类法对国际上宽学科之间保持大体平衡，就是说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没有

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单个宽学科。例如，当统计一个课程的注册或毕业生人数时，不应出现不

成比例的注册／毕业生人数集中在一个宽学科而不是另一个。然而，考虑到国家间教育体系

和教育等级间的巨大差别，不可能开发出一个单一的分类法对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教育等级

都是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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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类准则的应用：一些例子 

17. 本分类法中宽和窄学科类别，与前次《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 修订版中定义的类别相似。

它们主要取决于理论知识的相似度和学习的目的和，在较小程度上，所涵盖学科组的兴趣目

标。细学科主要根据方法和技术以及工具和设备来区分。本节余下部分描述这些准则应用的

一些例子，模棱两可情况和两个例外：职业课程和资格证书以及教师培训。 

教育等级间的课目内容相似度 

18. 所有教育课程和资格证书都与理论理解、实际知识和实用技术的某种融合有关。不同教育等

级的两个学科，如果覆盖相似类型的理论、实际和实用知识或技能，即使相对侧重点不一样，

也属于相同的教育培训学科。例如，工具制造课程包括一些用于机械工程的数学、实际知识

和工程理论。因此，工具制造和机械工程应该属于相同的教育培训学科（0715“力学与金属

专业“），尽管它们隶属于不同的教育等级或受教育程度。 

教育等级中的课目内容相似度 

19. 相比之下，“护理助产”分类为 0913，医学为 0912。尽管它们紧密相关，但是课目实质内容

不同，特别是学习目的不同（医生和护士期望获得和应用不同的知识、技艺和能力），方法

和技术不同，以及工具和设备不同。采用本分类法的数据用户，也强烈要求能区分护士和医

生。在某些国家，医生和护士在同一教育等级学习和获得资格证书。在这些事例中，更容易

通过学科而不是教育等级来区分它们。 

模棱两可情况 

20. 当一个课程或资格证书与分类中的两个学科紧密相关时，就会出现模棱两可情况。例如，兽

医学习与医学（特别是理论知识以及学习目的）和畜牧学（兴趣目标、方法和技术、以及工

具和设备）都有相似性。选用后者分类兽医学习，以保证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以前版

本相关关键分类法（如，科学学科以及《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ISIC））

一致，并为（人类）卫生和福利保留一个宽学科，以利于国家政策分析。 

21. 另一个例子是护理。医疗护理分类在窄学科 091“卫生”，非医疗护理在 092“福利”，因为

这两个学科所要求的理论知识非常不同。 

通用课程 

22. 通用课程包括语言和文学、社会和自然科学、数学、艺术和／或体育等一系列课目，应分类

在 0011“基础课程和资格证书”。即使出现在一定类别课目内容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等方面有所侧重，也应归于本类情形。这些课程是特定类型的交叉学科或宽课程，为

其设有一个宽学科。因此，它们不应该作为交叉学科或宽课程被分类在其它宽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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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课程和资格证书 

23. 工程师教育课程和资格证书应包括在细学科 071“工程1与工程行业”或，土木或建筑工程教

育课程和资格证书应包括在 0732“建筑与土木工程”。即使这些学习是为计算机运算、媒体

技术、纺织、粮食等设立，只要其重点是设计和制造机器、引擎、电子设备、电器、计算机、

通信等（071）或建筑物、道路和桥梁（0732），它们应被分类在 071 或 0732。 

制造课程 

24. 重点放在工程，如金属、机械、机器、引擎、电气设备等制造课程，应该归类于细学科 071

“工程与工程行业”。 

25. 其它的制造课程和资格证书应归类于 072“制造与加工”。 侧重制造特定产品如粮食、纺织

品、鞋子、纸张、家具、玻璃、塑料等属于这种情形。但是，金属产品的制造不包括在窄学

科 072，而是包括在细学科 0715“机械与金属行业”。 

语言 

26. 语言应该根据有意参加者2（在这种特殊情形中，这代替学习的课目实质内容）的特征，归类

于细学科 0231“语言学习”或细学科 0232“文学与语言学”。针对现有母语或流利使用者的

语言课程和资格证书与想掌握该语言的其它语种使用者的语言课程和资格证书，在理论内容、

学习目的和教学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前一种情形，重点在语言的文学和语言学而不是语

法和词汇（至少在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是如此）。在后一种情形，注重语法和词汇，也许涉

及文化，而较少注重文学和语言学。  

包含副科的职业课程和资格证书 

27. 在职业课程中，例如，有些高级中等教育中的长线课程，用于副科的总时间多于用于预期职

业的课目实质内容或职业群的时间。尽管如此，这样的课程及其资格证书应该归类于与预期

职业或职业群有关的职业学科。这是对按照主要或优势课目分类规则的一个例外， 因为它对

于独自区分职业课程和资格证书的目标职业很重要。在实际中，目标职业的学科，可能是花

费预期学习时间最多的学科。 

例子 1: 护理保健课程应该归类于细学科 0913“护理与助产”，即使花在其它课目的时间比
护理上更多。 

课目材料专业化的教师培训课程和资格证书  

28. 主要致力于讲授课目内容专业的教师培训课程和资格证书，应该归类于教师培训，即使其主

要内容是专业化的课目内容。同样的原则应用于将教育或教师培训与专业课目结合起来的课

程和资格证书。这是对按照主要或优势课目规则分类课程和资格证书的一个例外，特别是在

教育系统分析中， 独自将教师培训从其它细学科区分开来很重要。  

                                                      
1
 注意，工程学是一个比工程师更广的概念，工程师作为一种职业在工程界中工作，但也有许多其它类别

也在这个领域工作。 就教育等级而言，细学科 071和 072 没有刻意的区别。 
2
 如，学习者是否已经熟悉将要学习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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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叉学科或宽泛课程和资格证书 

29. 交叉学科或宽课程和资格证书是那些将几个教育和培训的细学科结合在一起并无单个细学科

占主导地位的课程和资格证书。许多交叉学科课程和资格证书涵盖几个窄或甚至宽学科。在

本分类法中，采用“主导课目规则”决定交叉学科学习应被归入的宽学科。即，主导课目或

几个课目决定（宽）学科。决定主导课目的准则，如前述，是学习学分或学生预期学习时间

的所占份额。交叉学科课程应在主导宽学科中的窄和细学科层面采用“8”，划为“涉及［宽

学科］的交叉学科课程或资格证书”（如，xx88)。 这样，所有无主导课目的交叉学科学习

将分开识别，并且至少知道该课程或资格证书的主导宽学科。 

例子 2:一个课程包括相等部分（每一部分 1/3），神学（0221）、历史（0222）和哲学
（0223），应分类为 0288（涉及“艺术与人文的交叉学科课程和资格证书”）。如果一个课
程包括 60%神学、20%历史和 20%哲学，那它应该被分类为 0221，神学是主导课目。 

30. 如果发现一个以上主导宽学科，交叉学科学习应分类在课程或资格证书标题（课目表或教学

大纲，如果标题未列出）第一个列出的宽学科中。如果无足够信息确定主导课目，则应采用

前述“第一列出”规则。 

31. 涵盖两个或以上细学科的课程或资格证书应分类在其中占据学习学分或预期学习时间的优势

份额的细学科中。因此，如果学习学分或预期学习时间的主要部份花在一单个细学科，该课

程或资格证书应分类在该细学科，而不是交叉学科课程／资格证书。 

例子 3:主修数学副修法语的课程应分类在 0541“数学”，因为数学是主要课目。 

例子 4:含有 40%工程（071）、30%商业（041）和 30%语言（023）的课程应被分类为 0788
（“涉及与工程、制造与建筑的交叉学科课程和资格证书”），因为没有学科占优势，但是
07 是主导宽学科。如果工程和商业同等重要，并且多于语言（如，40%、40%和 20%），那么
这个课程将分类在 0788 或 0488，取决于课程标题先列工程（071）或先列商业（041）（课
目表或教学大纲，如果标题中未列出）。 

例子 5:含有 40%历史（0222）、30%经济（0311）和 30%政治（0312）的课程应分类在 0388
（“涉及与社会科学、新闻与信息的交叉学科课程和资格证书”），因为经济和政治在同一
宽学科。 

32. 瞄准一个特定职业学科同时也含有其它学科副科的课程和资格证书不应视为交叉学科课程或

资格证书，而应根据其特定职业学科来分类。  

例子 6: 在电气安装课程中，副科（语言、数学、自然科学等）比预期职业课目花费更多的
时间。但是，这个课程应分类在 0713“电力与能源”，而不是交叉学科课程。 

33. 由于本手册建议，分类交叉学科课程和资格证书时只给一个代码，因此，这个“主导课目规

则”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但是，那些能够分配 2 个或更多编码3的用户，也能够将交叉学

科课程或资格证书分类在学科的组合中。 

                                                      
3
 例如，如果数据储存在花名册中，并不需要通过家庭或其它的调查方式收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教育培训的学科》的任何部分都不使用多重编码。但是，某些国家出于国家目的可决定使用多重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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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它困难情形的编码 

未进一步定义和未在其它地方分类 

34. 当在给特定数据收集中的课程／资格证书编码时，需要在教育培训的学科分类中处理两种常

见的情况： 

a. 关于一个给定课程或资格证书的信息还不如分类法的更高分类等级所知道的多的情形。

这些就是所称的“未进一步定义”的情形，并在窄或细学科分类层级（适当的）层面编

码的最后用一个或多个“0”来表示。 

例子 7: 不能获得更多信息的工程中的课程应分类为 0710“未进一步定义的工程与工程
行业”。这样的情况不应当考虑为交叉学科或宽课程。 

例子 8: 不能获得更多信息的服务业的一个课程应分类为 1000“未进一步定义的服务
业”。 

b. 已知并且充分描述的特定细学科，但在分类法中并未明确规定的情形。这就是“未在其

它地方分类”的情形，在分类法的细学科级别采用“9”来表示（例如，作为最后一个数

码）。 

例子 9:一个不属于任何其它细学科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中的新学科课程应分类在 0619“未
在其它地方分类的信息与通信技术”。 

这些“未进一步定义”和“未在其它地方分类”编码没有包括在分类结构中，但是作为补充

编码，可用于处理那些没有充分描述的数据（“未进一步定义”）或未明确包括在分类结构

的数据（“未在其它地方分类”）。 

区分“0”、“8”和“9”的用法可能是困难的。下表可以帮助： 

编码 名字 用法 例子 

0 未进一步定义 不多于分类法的更高等级已知的
信息 

7 和 8 

8 交叉学科课程／资格证书 无主导细学科的课程／资格证书 2 (第一部分), 
4 和 5 

9 未在其它地方定义 细学科是已知的但没有在分类法
中提供 

9 

注意， 有主导细学科（包含 50%以上学习学分和时间）的课程和资格证书分类在那个主导学科
（见例子 1、2（第 2 部分）、3 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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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数据收集中，如果完全不知道学习学科，可使用“9999”编码，或，在调查时，仅在窄或

宽学科级别各自采用“999”或“99”。 

9. 用于分析和发表的数据汇总 

36. 根据信息需要，本分类法可用于任何层级的数据收集和传播。目的是赋予足够的灵活性以满

足大部分分析和报告的需要。 

37. 出于发表的目的，经常需要广泛数据汇总。例如，联合国教科组织文统计研究所（UIS）发表

宽学科层面的数据。  

38. 分析的目的应该给于适当地考虑。除联合国教科组织文统计研究所目前所用之外，也可以开

发其它的组别，特别是为了宣传的目的。 

10. 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 版及其它分类法的关系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 版的关系  

定向与学科 

39. 定向（普通或职业教育）和教育培训的学科是《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的两个不同的标准，

不应混淆 。 

40. 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 版中，职业教育定义为： 

使学习者获取某种职业或行业或数种职业或行业特定的知识、技艺和能力的教育课程。
职业教育有基于工作的成分（例如实习，双轨制教育课程）。成功完成这样的课程将得
到由有关国家当局和/或劳务市场承认的与劳务市场有关的职业资格证书。 

41. 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 版中，普通教育定义为： 

系指为发展学习者的普通知识、技艺和能力以及读写和计算技能而设计的教育课程，通
常为参加者进入《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同级或更高级教育课程做准备，并为终身学习
奠定基础。 

42. 按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 版，分类为普通教育定向下的课程和资格证书，如果在特

定学习学科没有专业化并且涵盖一系列课目，则应在“通用课程和资格证书”宽学科中分类

为 0011“基础课程和资格证书”。其它普通教育的课程和资格证书，根据其主要课目实质内

容，划分教育培训的学科。特别是作为例外，高等教育等级的普通或学术教育应该仅分类在

“通用课程和资格证书”宽学科。 

例子 10: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 版 5 级的数学教育课程或资格证书也许在定向上是普
通课程，但是其细学科却应该是 0541“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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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的学科》1997 版（和
2011 版） 的对照关系 

43. 根据第 5 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第 15 段的原则，《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

2013 版（ISCED-F）宽学科之间的窄或细学科进行了一些重新分配。如下列对照表（表 1）所

示。 

44. 主要变化是： 

a.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 版中的学科 22“人文”分成两个窄学科：022“人文（不

包括语言）”和 023“语言”。 

b.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 版中的大类 3“社会科学、商业与法律”分成两个宽学科：

03“社会科学、新闻与信息”和 04“商业、行政与法律”。 

c. 通过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 版中的学科 042“生命科学”分解并与学科 062

“农业、林业与渔业”的部分内容组合在一起，在宽学科 05“自然科学、数学与统计”

内产生一个新的窄学科 052“环境”。 

d. 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 版中的大类 4“科学”分成两个宽学科：05“自然科学、

数学与统计”和 06“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 

e. 通过将大类 8“服务业”中的学科 85“环境保护”转移至新的宽学科 07“工程、制造与

建筑”，产生一个新的窄学科 0712“环境保护技术”。 

f. 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 版中的大类 6“农业”重新命名，产生一个新的宽学科

08“农业、林业、渔业与兽医”，并将学科 62“农业、林业与渔业” 中的一些转移至

新的窄学科 052“环境”。 

g. 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 版中的学科 85“环境保护”的余下部分创造新的窄学

科 102“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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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2013 版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的学科》

1997 版的对照表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2013 版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的学科》1997 版（和 2011 版）  

00 通用课程和资格证书 0 普通课程 

001 基础课程和资格证书 01 基础课程 

002 识字和算术 08 识字和算术 

003 个人技能和发展 09 个人发展 

01 教育 1 教育 

011 教育 14 教师培训与教育科学 

02 艺术与人文 2 人文与艺术 

021 艺术 21 艺术 

022 人文（不包括语言） 22 人文  

023 语言 

03 社会科学、新闻与信息 3 社会科学、商业与法律（商业和法律除外） 

031 社会与行为科学 31 社会与行为科学 

032 新闻与信息 32 新闻与信息 

04 商业、行政与法律 3 社会科学、商业与法律（社会科学除外） 

041 商业与行政 34 商业与行政 

042 法律 38 法律 

05 自然科学、数学与统计 4 科学（计算机科学除外）加上 62农业，林业与渔业中的自然公园与野生动植物 

051 生物及相关科学 42 生命科学去除其它相关科学 

052 环境 42 生命科学（其它相关科学）的一部分，62 农业、林业与渔业（自然公

园、野生动植物）的一部份 

053 物理科学 44 物理科学 

054 数学与统计学 46 数学与统计学 

06 信息与通信技术 4 科学（仅计算机科学） 

061 信息与通信技术 48 计算机科学 

07 工程、制造与建筑 5 工程，制造与建设（加 85 环境保护的大部分） 

071 工程与工程行业 52 工程与工程行业（加 85 环境保护的大部分） 

072 制造与加工 54 制造与加工 

073 建筑学与建筑工程 58 建筑学与建筑工程 

08 农业、林业、渔业与兽医学 6 农业（自然公园与野生动植物除外） 

081 农业 62 农业、林业与渔业（自然公园和野生动植物除外）  

  082 林业 

083 渔业 

084 兽医学 64 兽医学 

09 卫生与福利 7 卫生与福利 

091 卫生 72 卫生 

092 福利 76 社会服务 

10 服务业 8 服务业（85 环境保护的大部分除外） 

101 个人服务业 81 个人服务业 

102 卫生与职业卫生服务 85 环境保护的一部分（社区卫生、劳动保护与安全） 

103 安全服务 86 安全服务 

104 运输服务 84 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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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盟培训学科》1997 版 (FoT 1997)和《欧盟教育培训学科》1999 版(FoET 1999)的关系 

45. 《欧盟培训学科》1997 版(FoT 1997)和《欧盟教育培训学科》1999 版(FoET 1999)分类法系

由《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的学科》1997 版中的分类法发展而来，除去在等级体系的第

1 和第 2 级（和数字）有用词的细微变化外，是一致的。《欧盟教育培训学科》1999 版

(FoET 1999)系由《欧盟培训学科》1997 版(FoT 1997)发展并取代而来。《欧盟教育培训学

科》1999 版(FoET 1999)是一个 3 等级（和 3 数字）的层级分类法，是《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法－教育培训学科》（ISECED-F）目前修订的起点。 

46. 《欧盟教育培训学科》1999 版(FoET 1999)在国际上用于不同的数据收集，例如： 

 注册人数和毕业生的行政数据 

 某些住户调查， 及 

 学生评估调查 

47. 在开发《欧盟培训学科》1997 版(FoT 1997)和《欧盟教育培训学科》1999 版(FoET 1999)中，

广泛采用了《澳大利亚统计局资格证书分类法》1993 版（ABSCQ1993）。 尽管在 2001 年

《澳大利亚教育标准分类法》（ASCED）取代了《澳大利亚统计局资格证书分类法》

（ABSCQ），但是《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学科》（ISECED-F）分类法采用了《澳大

利亚统计局资格证书分类法》1993 版（ABSCQ1993）的某些概念和文本，因为《欧盟教育培

训学科》1999 版(FoET 1999)是《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学科修订的起点。 

与《国际职业标准分类法－08》（ISCO-08）的关系 

48. 《国际职业标准分类法－08》（ISCO-08）是一个分类和汇总职业信息的系统，这些职业信

息是通过人口普查和其它统计调查，以及行政记录获得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为国际上报告和

比较工作和职业信息提供一个基础。 

a. 工作定义为一个人为雇主或自雇完成或要完成的一组任务和职责。  

b. 职业是主要任务和职责高度相似的一组工作。一个人通过与其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工作

的关系而与一个职业产生联系。 

49. 《国际职业标准分类法－08》采用两个基本准则将职业分组：技能水平和技能专业。 

a. 技术定义为执行一个给定工作的任务和职责的能力。 

b. 技术水平是将要完成的任务和职责的复杂性和范围的函数。 

c. 技术专业是根据所要求知识领域，所使用的工具和机器，工作的材料和所产生的货物和

服务类型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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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国际职业标准分类法-08》（ISCO-08）的技术专业的概念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ISCED）的教育培训的学科有一些相似。但是，《国际职业标准分类法-08》（ISCO-08）

和《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采用不同的准则对不同的统计单位进行分类。《国际

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ISCED-F）根据课目实质内容对教育课程和资格证书

进行分类，而《国际职业标准分类法-08》（ISCO-08）根据完成该工作所要求的技能水平和

专业对工作进行分类。因此，尽管存在明显的联系，两个分类法的职业和学科组之间并不总

是直接相对应的。 

与《科学与技术学科 2007》（FoS2007）分类法的关系 

51. 《科学与技术学科 2007》对研究与试验开发（R&D）进行分类，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弗

拉斯卡蒂手册》（Frascati Manual)的一部分。《科学与技术学科》(FoS)最近于 2007 年修订。

《 科 学 与 技 术 学 科 2007 》 修 订 版 见 电 子 附 件 网 页

[http://www.oecd.org/dataoecd/36/44/38235147.pdf]。《科学与技术学科》是一个 2-等级层

级分类法，含有 6 个主要学科： 

1. 自然科学 

2. 工程与技术 

3. 医学与卫生科学 

4. 农业科学 

5. 社会科学 

6. 人文 

这 6 个主要学科被分成大约 40 个 2级学科。 

52. 2007 年修订《科学与技术学科》的主要原因是，出现了如信息和通信技术、生物技术、纳米

技术以及出现了交叉学科科学。 

53. 《国际职业标准分类法-08》（ISCO-08）和《科学与技术学科 2007》都用来识别新出现的学

科，以纳入《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ISCED-F）中。 

54.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区别，《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ISCED-F）相关的部

分与《科学与技术学科》也做了比较。但是，应意识到《科学与技术学科》与《国际教育标

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ISCED-F）有不同的目的，不能保证两个分类法之间一定有

直接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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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培训的学科》（ISCED-F） 

宽学科 窄学科 细学科 

00 通用课程和资格证书 001 基础课程和资格证书  

002 识字与算术 

003 个人技能和发展 
 

0011 基础课程和资格证书 

0021 识字与算术 

0031 个人技能和发展 

 

01 教育 011 教育 0111 教育科学 

0112 学前教师培训 

0113 无专业课目的教师培训 

0114 有专业课目的教师培训  

 

02 艺术与人文 021 艺术 0211 视听技术与传媒制作 

0212 服装设计、室内设计与工业设计 

0213 美术 

0214 手工艺品 

0215 音乐与表演艺术 
 

022 人文（不包括语言） 0221 宗教与神学 

0222 历史与考古学  

0223 哲学与伦理学 
 

023 语言 0231 语言学习 

0232 文学与语言学 
 

03 社会科学、新闻学与信息 031 社会与行为科学 0311 经济学 

0312 政治科学与公民学 

0313 心理学 

0314 社会学与文化研究 
 

032 新闻学与信息 0321 新闻学与报道 

0322 图书馆学、信息与档案研究 
 

04 商业、行政与法律 041 商业与行政 0411 会计与税务 

0412 金融、银行与保险 

0413 管理与行政 

0414 市场营销与广告 

0415 秘书与办公室工作 

0416 批发与零售 

0417 工作技能 
 

042 法律 0421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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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学科 窄学科 细学科 

05 自然科学、数学与统计 051 生物及相关科学 0511 生物学 

0512 生物化学 

 

052 环境 0521 环境科学 

0522 自然环境与野生动植物 
 

053 物理科学 0531 化学 

0532 地球科学 

0533 物理 
 

054 数学与统计学 0541 数学 

0542 统计学 

 

06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 061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 0611 计算机应用 

0612 数据库与网络设计和管理 

0613 软件及应用开发和分析 
 

07 工程、制造与建筑 071 工程与工程行业 0711 化学工程与工艺 

0712 环境保护技术 

0713 电力与能源 

0714 电子与自动化 

0715 机械与金属行业 

0716 机动车辆、船舶与飞机 
 

072 制造与加工 0721 食品加工 

0722 材料（玻璃、纸张、塑料与木材） 

0723 纺织品（服装、鞋类与皮革） 

0724 采矿与冶炼 
 

073 建筑学与建筑工程 0731 建筑学与城镇规划 

0732 建筑与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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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学科 窄学科 细学科 

08 农业、林业、渔业与兽医学 081 农业 0811 作物与畜牧生产 

0812 园艺学 
 

082 林业 0821 林业 

 

083 渔业 0831 渔业 

 

084 兽医学 0841 兽医学 

 

09 卫生与福利 091 卫生 0911 牙科 

0912 医学 

0913 护理与助产 

0914 医疗诊断与治疗技术 

0915 治疗与康复 

0916 药学 

0917 传统和补充医学及治疗 
 

092 福利 0921 老人和残疾成年人保健 

0922 儿童保健与青少年服务 

0923 社会工作与咨询 
 

10 服务业 101 个人服务 1011 家政服务 

1012 美发美容服务 

1013 旅馆、餐厅与餐饮  

1014 体育 

1015 旅行、旅游与休闲 
 

102 卫生与职业卫生服务 1021 社区卫生 

1022 职业卫生与安全 
 

103 安全服务 1031 军事与国防 

1032 人员与财产保护 
 

104 运输服务 1041 运输服务 

 

除上表细学科以外，可以使用“0”、“8”和“9”（见第 7 节和第 8 节的指导方针）： 

 “8”用于窄学科和细学科层面，把交叉学科或宽泛课程和资格证书分类入花费预期学习时间较多的宽学科（如，0288 “涉
及艺术与人文的交叉学科课程和资格证书”。 

“0”用于学科的信息不比分类层次中下一个更高等级的学科（如在宽学科或窄学科层面）已知的信息更多。 

“9”用于细学科层面，对不适合任何所列的细学科的课程和资格证书进行分类。 

 “9999”，“999”或“99”可用于数据收集，特别是调查中，如果学科不明。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是《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分类法国际系列》中的一员，是国际认可以教
育等级和学科来组织安排教育课程和相关资格证书的参考分类。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最
早于20世纪70年代开发，是一个收集﹑汇编和分析国家间可比较教育统计的国际认可框架。

拥有一部共同的国际分类法，仅是向收集可比较数据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证该分类
法在各国家应用的一致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修订版，主要着重于对课程的教
育等级（ISCED-P）的修改，并首次引入一个以资格证书为基础的的受教育程度等级分类法
（ISCED-A）。2013年通过了《教育培训学科》修订版（ISCED-F）。该分类法主要旨在描述和
归类《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版中所定义的中等、中等后和高等教育等级中的教育培训学
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是《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系列（ISCED-P、 ISCED-A 和
ISCED-F）的监管机构，负责其开发、维护、更新和修订。本研究所在国际数据收集和分析方
面为有效和一致地使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提供指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机构，是教
育、科技、文化和信息方面国际统计资料的联合国保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