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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和培训，哲学、社

会学和经济学都有各自不同的传

统认识。例如，在社会主义哲学

当中，工作和教育仅仅被看作是

与经济有关的生产要素。致力于

维护无产阶级妇女权利的罗莎·

卢森堡在为无产阶级妇女的女儿

们争取受教育权利的斗争时认

为，如果教育不能起到为经济服

务的功能，那么教育就是社会寄

生阶层的特权（2，161）。亚

当·斯密也同样认为教育首先具

有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功能

（3，273）。相反，许多传统哲

学家否定了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

功能。柏拉图认为教育以个人的

技能为基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

观点认为，那些为满足最基本生

活需要而产生的活动都不是政治

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当然

也包括教育。汉娜·阿伦特在她

《积极生活》一书中详细讨论了人

类活动的概念，对劳动、工作与行

动几种人类活动方式进行了区分。

她尤其强调各类工作、生产和行动

在人类活动的等级序列中的位置是

不同的（1958，4）。阿伦特试图

为具有成熟的政治行为的个体活动

下一个定义，以此来证明公民们摆

脱经济约束后才会获得公民自由。

她认为这种对人类活动方式进行的

区分证明了以生产为目的而获得的

知识和不具专门目的的公民或政治

知识完全不同。人们追求的理想中

的自由是无法通过工作来获得的：

工作只能从利润的计算方面来传达

自由解放的概念，却无法确切的表

明人们的生活质量。阿伦特所关注

的重点是“人”（这里所指的人首

先要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同时

对“人”的个体独特性的要求也很

明确，即个体无须用尽所有资源来

完成一项任务（4，206）。

有关为实现某种目标采取行动

形成的目标导向型知识和为完善自

身需要获得的知识能否在工作过程

中实现统一的讨论已经不是社会哲

学领域的新课题了，许多学者就此

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大卫·休谟

把非目标导向型教育看作是一个民

族的福祉，也是创造性思维和技巧

产生的基础。休谟认为，想象力的

产生先于经济和生产力，它拥有强

大的力量，可以使我们在各个方面

领会和理解物质资料的重大意义。

（6）。加埃塔诺·费兰杰里是十

八世纪社会哲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

思想家和改革家，他认为一个国家

贫困或富裕并不取决于他拥有的自

然资源的多少。他说，一个国家拥

有的财富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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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相反，它是在拥有物质资料

的 基 础 上 细 化 和 完 善 之 后 的 产

物。因此，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们

接受的教育和拥有的技能才是财

富的重要来源（7，242）。

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 得 主 西 奥

多·舒尔茨极力赞成这一观点。

他声称无论是土地还是权利都不

是一国获得繁荣的关键。“土地本

身并不能解决贫困，人力资本才

是 解 决 贫 困 的 关 键 性 因 素 。”

（8，669）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一

国财富依靠的是其拥有的国民素

质 。 舒 尔 茨 在 他 的 《 贫 困 经 济

学》一书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认

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繁荣最重要

的标准不是物质资料。他举例

说：“为什么世界上一些人类文

明发源地长期有人口定居在那

里，但当地的人们仍然处于贫困

之中，仅仅把原因归与土地生产

力的差异性是非常不正确的。例

如，印度德干高原上的雨养土地

生产力极低，而印度南部的土地

生产力相对较高，但是两地的印

度 居 民 都 长 期处于贫困状态之

中。（8，661）  ”

詹姆士·布坎南是一位知名

的国家经济关系分析家。他专攻

宪 法 经 济 伦 理 领 域 （ 14,P.2

1）。布坎南曾多次在他的论著中

表示，道德规范和经济条件在很

大程度上相互影响。他假设了经

济活动与规范性的社会政策之间

存在区别。经济学关注的是分析

物质资料从开始生产到分配，再

到配置结束这一经济活动运行的

整个过程。今天我们普遍认同经

济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观点。

布坎南对于经济活动的观点与此

不同，他认为，经济活动是以个

人和个人偏好为中心的。他以

《鲁宾逊漂流记》为例证明他的

观点，他认为鲁宾逊作为一个个

体，他的行为是由经济学原理驱

动的。“鲁宾逊通过个人行为解

决了他的经济问题，他被迫适应

环境，同时根据自己的偏好修改

     Ruth Hagengruber是Paderborn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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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或者说是使他的行为更加

适当以实现他最渴望达到的生活

状态”（4,P.26）。布坎南的理

论反复证明了现实当中经济规律

总是被违背，他发现经济学理论

的矛盾在于人类的行为是建立在

道德反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

经济目标的实现之上。“道德只

会出现在社会环境中，这个社会

环境中生存的人便是一种道德动

物，。”（14,P.27）

如果布坎南的制度理论中提

出的这一观点正确的话，它将对

有关职业教育的讨论产生重大意

义。为职业作准备的和以职业为

目标的教育形式更加适合于那些

希望将自身潜力最大化的人们。

然而职业教育可能与教化人的目

标相冲突，或者，也可能人们作

为一个好公民应尽的社会职责和

工作及职业职责能够在职业教育

过程中实现统一（16）。

在教育和工作领域，道德规

范和经济问题的作用日益重要。

在道德原则基础上增强经济实

力，满足公民的教育需求始终是

我们追求的理想，这一理想在职

业教育中显现的日益清晰和全面

（15,16,17） 。20世 纪 ， 马 克

思·韦伯论讨论了知识原理与经

济活动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达到统

一。学术界对于职业教育和经济

活动的人文基础至今仍然没有达

成共识。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参与到职业教育领域中并建立

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技

术和职业教育及培训中心（以下

简称为UNESCO-UNEVOC），专门

深入研究人文主义和经济传统这

一复杂领域的重要步骤。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将职业教育制度化就

清楚地说明职业教育不能仅仅为

了促进就业被简单的归入技术资

源范畴。

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一

篇报告，题为《增长的极限》，

此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公

平分配资源问题的大讨论。在《增

长的极限》出版的同时，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已经就职业教育相关问题

进行了调查并且认为发展职业教育

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繁荣强大

的关键因素。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17届大会召开，大会主题为

“科技和教育的迅速发展”，会议

提出未来要将社会、经济和文化进

步作为一个整体，采取更新，更有

创造性和更有效的努力促进教育的

发展（1，16）。1989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决定设立一个技术和职

业教育与培训（TVET）项目，并且

开发了UNEVOC项目，该项目设在德

国柏林，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

注。2000年UNESCO-UNEVOC国际中

心建立。2002年中心在波恩举行了

开幕仪式。《国际教科文组织关于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的 修 改 建 议 》

（2001）中指出职业教育的目标是

推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巨大发

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

和通信技术发生巨大变革的今天，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应该成为所有国

ILO/P.Lissa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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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育 进 程 当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有助于实现更加民主和社会

化 的 目 标 ， 促 进 文 化 和 经 济 发

展，同时促进所有个体充分发挥

潜 力 积 极 参 与 到 社 会 建 设 当 中

（9，9）。对职业教育新的设想是

它 将 有 助 于 社 会 应 对 未 来 的 变

化。实现充分就业和追求可持续

发展成为了当今时尚，这对我们

进一步了解职业教育和培训产生

了重大影响。

如今，教育越来越强调培养

学生的独立性和主动性，道德规

范的培养也逐渐在教育中扮演着

一个重要角色。通过教育过程，

国民对于经济发展的整体观念得

到了提升和推动。上述这些特点

都说明教育不属于物质资料的范

畴。人们早已不再是仅仅为了某

一种职业去接受教育，教育已经

成为获得各种可以使自身得到全

面发展的机会的手段（13）。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最关

注的仍然是通过职业教育提高生

产效率，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吸引外国

投资者。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国家来说，采取有效的和

可持续发展的改革措施来修改和

完善职业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样做可以使职业教育始终反映

劳动力市场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

化。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培养方案

也需要及时调整以反映经济的不

断发展和变化，同时，对于各种

资格证书的要求也需要持续改革

以适应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需

求。现有各种类型的工作都推动

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工作性质也

随社会发展而快速变化，教育必

须紧跟这种快速变化的趋势，否

则很容易与社会发展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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