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元制职业教育
成本和收益

德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1、德国双元制的资金来源

2、成本和收益回报类型概览

3、培训费用？有哪些方面的收益？

4、招聘比培训便宜吗？

5、双元制教育 - 有利的模式

附件：建筑业的特别规定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在德国，职业培训不单由国家组织和资助，私营企业也同样积极参与，甚至承担了大部分费用。



a）为什么企业要进行培训？

b）雇主的期望值如何？

c）谁承担哪些费用？

d）费用如何分摊?



我想进行培训

为什么我想进行培训？
因为对培训的投资会得到长期回报

“我希望员工现在和将来都能
胜任其在公司的职责和义

务。”

“我坚信培训带来的经济收
益。”

“我有社会责任进行培训。”

“我想节约入职适应和再
培训成本。”

“我希望年轻员工做出有
成效和创新的贡献。”

“我需要忠诚的员工。”



总成本 收益回报 净成本



出处：联邦事务部，欧洲及北威州的媒体

企业 职业学校

出处：BIBB

70% 30% 

在工作流程中培训
法律基础：培训合同

培训企业为在职培训创造前提条件
（培训师、学徒实习车间......）

培训企业支付学徒培训工资

企业承担费用

职业学校课程
法律基础：义务教育法

市政府和地方当局为职业学校提供资金
（建筑、教师、教材）

课程对学徒免费

国家承担费用



雇主
• 19,8%（= 427,300） 德国企业进行双元

培训。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

• 经济上为职业培训支付了84亿欧元（净总
费用；总费用=272亿欧元）。

• 企业每年培训超过500,000名新学徒，其
中64％的人签订固定期限或永久雇佣合同

• 它们每年对每名学徒投资约20,855欧元
（其中45％为培训工资）

• 69％的投资资金通过学徒培训期间的有效
贡献获得再融资

• 与经济界分摊用于职业教育体系的费用

• 2018年双元制职业培训的公共支出：
约85亿欧元

- 32亿欧元用于1,550所职业学校
- 53亿欧元用于指导、监督和促进措施

国家

学徒 • 获得的平均培训工资约为每月939欧元（2019）

• 上职业学校为 免费
出处：BIBB有关职业教育的数

据报告（2020） 联邦统计局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请参阅2017年关于职业教育数据报告中的数字。培训企业比率约为20％，与当年有为员工缴纳社保义务的所有企业中的培训企业占比相当。由于并非所有企业每年都进行培训，所以通常参加双元制教育的企业比例要高于此值。此外，不是所有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企业都有培训权。 这里的“国家”一般是指“公共部门”。有关费用问题，联邦教育及研究部（BMBF），经济能源部（BMWi）以及劳工和社会事务部（BMAS）做出主要贡献，然而也包括联邦州、乡镇和专项协会，参见2017年的数据报告，第284页）。有关中小企业的数据，请访问中小企业研究所：http://www.ifm-bonn.org/statistiken/mittelstand-im-ueberblick/#accordion=0&tab=0 指导及促进措施有例如在学校的职业定位措施（职业开始跟踪辅助、入职资格、学校与培训之间过渡系统中的其它措施：诸如“实践为王”，“Kausa”和其它就业起步项目等倡议）。再次提示，这里展示的是双元制体系。本展示不适用于全日制学校教育。	



a）学徒造成哪些总成本？

b）收益回报如何产生？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以下只针对企业方面。



学徒的
人力成本

（~61%）

培训薪酬

按劳资协议规定的
社会福利

自愿社会福利

培训师的
人力成本

（~24%）

全职
培训师

兼职
培训师

外部培训师

商会/考试
费用

其它成本
（~11%）

教学和学习材料/ 
媒体

职业及防护服

培训管理

外部培训

总成本

设备和
实物成本
（~4%）

学徒实习车间

企业内部课程

工作场所（工具、设
备、练习材料）

出处：
Schönfeld, Gudrun, Wenzelmann, 
Felix； Pfeifer, Harald; Risius, Paula; 
Wehner, Caroline：企业方面双元制教育的
成本和收益。2016年BIBB第五次成本收益
调查结果。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公司社会福利可分为以下几类：1. 法定社会福利：雇主对法定社会保险的贡献，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    意外保险、生病时继续支付工资、孕产妇劳动保护、     节假日支付工资、工会成本2. 按劳资协议规定的社会福利是在合同方之间谈判达成的：例如，圣诞节     和休假补贴、工作车票、资本福利。 3. 自愿福利：有补贴餐食的食堂、公司配车、     员工折扣、差旅津贴等。由于各个企业的劳资协议有很大差异，因此劳资协议和自愿企业福利之间没有原则性区别。提供企业�社会福利时，企业务必要考虑工会的共同决定权及�共同参与权。劳资协议规定的福利和自愿福利的不同类型：现金福利：补贴（休假和圣诞节补贴）、差旅津贴、生育�补助、婚礼、死亡、资本福利等。实物供应：员工膳食，以及 折扣物资：员工折扣、优惠的停车位实物收益：公司配车的私人用途、公司住宅的使用福利：企业幼儿园等培训师：全职：其主要任务是直接传授�培训内容的员工。前提条件：培训师资格考试。兼职：除了在企业的本职工作外，还阶段性地负责培训任务的员工（包括企业所有者）。兼职培训工作也可以与本职工作平行进行，也就是说，学徒也可例如通过观察他们进行学习。外部人员：自己不在培训企业工作，而是受聘进行例如企业内部课程或学徒实习�车间的特别指导。商会费用：成本收益调查数据只包括与培训相关的费用。此外商会费用通常征收用于： 1. 执行教育权带来的行动， 2. 实现对由商会提供设施�和设备的使用，只要该使用是由公法规定的， 3. 监督措施、考试、专业能力证明和证书，以及 4. 在公法管理工作范围内进行的其它行为，只要其具备外部效力。 



* 欧洲社会基金、联邦就业局

培训期间的效益

48 % 简单工作
 为不熟练工人节省的成本

50 % 专业人员工作
 为专业人员节省的成本

收益回报

~ 1 %学徒实习车间的
有效贡献

~1 %可能的津贴
（国家、ESF/BA*等）

在培训期间
（短期）

出处：
Schönfeld, Gudrun, Wenzelmann, 
Felix； Pfeifer, Harald; Risius, Paula; 
Wehner, Caroline：企业方面双元制教
育的成本和收益。2016年BIBB第五次成
本收益调查结果。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简单工作，例如：扫地和整理车间/理发店，洗发/�按指定尺寸切割木材专业人员工作，例如：独立生产产品（窗框、橱柜或类似产品/�修剪头发并烫卷和挑染）



a）三年期培训的平均费用为多少？

b）一名学徒每年花费多少？

c）长期收益在哪里？



€21.249 €20.761 €21.227 

€12.640 

€15.115 

€19.065 

€8.609 

€5.646 

€2.162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总成本 收益回报 净成本

净成本降低

培训期间学徒效率提高

16,417欧元 = 总平均净成本
3年培训职业

*2017/18培训年度每名学徒的数据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出处：Wenzelmann, Felix；Jansen, Anika； Schönfeld, Gudrun； Pfeifer, Harald：企业方面双元制教育的成本和收益。2016年BIBB第五次成本收益调查结果。摘自2015年BIBB报告，1，第7页：   3年职业（中间图）因培训工资 + 社保支出、考试费用等的上升而带来总成本的增加。根据成本收益调查，学徒在三年培训中创造了最高的收益回报。两年培训职业的净成本最低，而三年半职业的净成本最高。原因是其中多为技术职业，需要使用更多材料并且还需在实习车间深入培训。	



在培训阶段，近 28% 的企业
就已经实现了正利润率

职业 总成本 效益 净成本 培训年限

平均 20,855 € 14,377 € 6,478 € 2 - 3.5

IT技术人员 24,127 € 16,092 € 8,035 € 3

机动车机电工 16,238 € 11,286 € 4,952 € 3.5

货运和物流服务商 18.758 € 20.491 € - 1.732 € 3

食品贸易专业推销员 16.228 € 15.709 € 519 € 3

油漆工和清漆工 15,517 € 16,425 € - 909 € 3

*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出处：Wenzelmann, Felix；Jansen, Anika； Schönfeld, Gudrun； Pfeifer, Harald：企业方面双元制教育的成本和收益。2016年BIBB第五次成本收益调查结果。平均值是根据整个数据库计算的：除了3年期培训外，它还包括2年和3.5年的。与第12页相比较，平均计算由此产生偏差。�在这里显示的数据库中，平均总净成本一定高于第12页中列出的11,352欧元。以示例展示了三种技术性、两种商业性和两种经营性职业。它表明不同职业之间的成本和收益回报�差别非常大：培训期间的净成本或收益回报高于成本。如果培训超过3年，学徒实习车间的内容更多，材料使用量大，培训就会相应地�更贵。 如果学徒对培训企业的工作结果/�产品做出更大程度贡献，甚至可以创造利润。这一点在电工、酒店工作人员和烘培师上尤其明显。	



打造形象（CSR）

培训（长期）期间和之后

无法估量的收益因素

定制培训
 传授公司特定技能

选择 避免人员配备不当

更好的员工保留政策

收益方面

避免专业人员短缺



a）招聘新专业人员的成本如
何？
b）招聘的成本是多少？



9.732 €

12.534 €

6.903 €

4.080 €

7.441 €

0 €

2.000 €

4.000 €

6.000 €

8.000 €

10.000 €

12.000 €

14.000 €

所有领域 工业和贸易 手工艺 公共服务 农业方面 自由职业

应聘流程 入职适应期间的进修 入职适应成本* 招聘人员总成本

出处：2017/18年BIBB成本收益调查

* 入职适应成本 不仅要考虑到新专业人员的效率差异，还要考虑到企业其他员工在培训新同事时所产生
的费用。它们 平均占招聘成本的83%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这里展示的数值因培训领域而不同，在本演示中的BIBB工作领域2.3单独计算，并且友好地提供给�GOVET使用。



9.332 €

19.419 €

8.937 €
9.798 €

14.961 €

6.231 €

3.733 € 3.296 €

出处：2017/18年BIBB成本收益调查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这里展示的数值因培训领域而不同，在�本演示中的BIBB工作区域2.3单独计算，并且友好地提供给GOVET使用。幻灯片显示，节约的招聘人员成本已占用了许多企业的大部分投资。但是诸如定制培训或选择可能性（见幻灯片19）等收益因素，根据企业估算具有更高的价值。它在难以找到合适专业人员的时候尤其重要（专业人员稀缺！）。



a）回报和收益概览

b）权衡成本和收益

c）企业收益方面概览

d）社会及经济角度



* 欧洲社会基金、联邦就业局

培训期间的效益

48%简单工作为
不熟练工人节省的成本

50%专业人员工作
 为专业人员节省的成本

打造形象（CSR）

培训（长期）期间和之后

无法估量的收益因素

定制培训
 传授公司特定技能

选择 避免人员配备不当

更好的员工保留政策

回报和收益

人员招聘成本

广告费用

节约

招聘面试

预选

最终选择

入职适应成本

进修成本

有经验专业人员
离开造成工作停止

避免专业人员短缺
~ 1 %学徒实习车间

的有效贡献

~1 %津贴
（国家、ESF/BA*等）

效率差别

广告成本

在培训期间
（短期）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关于收益回报、节约和无法估量的收益效应概览。



成本 收益回报

节约
招聘人员和入职适应成

本

其它成本
~11%



长期节约
效应

灵活处理
空缺职位

定制专有
技术

企业忠诚度

赢得
形象

未来
保障

创新力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长期节约效应：谁进行培训，就可节省对成熟专业人员的招聘、雇用和入职适应时间的成本，并可以消除人员    配备不当和更换。定制专有技术：培训法规为企业留有足够空间来传授企业自己的软硬技能。  灵活处理空缺职位：病假或休假造成的短期短缺可便宜而简单地由学徒来过渡。创新力：接收学徒可使企业避免员工过度老龄化，为企业带来“新鲜血液”。企业忠诚度：自己培养的专业人员对培养和提拔他的企业拥有较高的认同感。 未来保障：谁及时为因年龄而离职的专业人员培养高素质的接班人，谁就为其企业的未来做好了最佳准备。赢得形象：培训企业表现出社会责任感，通常享有特殊声誉。



与受过学术培训的专业人员相比，青少年更容易从教育系统过渡到工作
场所（取决于劳动力市场情况）

较低的（青少年）失业率有助于社会稳定

更大的有资质专业人才库

较高的资质水平和国家范围内有效的标准使专业人员具备高度的灵活性
和流动性

有资质专业人才带来强大的生产率增长

加强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职业教育得到社会高度认可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这里所说的积极方面适用于培训市场供应和学徒需求几乎平衡的情况。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此必要时需通过政策进行后续调控。由此于1998年诞生了“工作、培训和竞争力联盟”，早于联邦政府与德国经济界的主要组织于2004年签署的第一个所谓培训协定，随后是其它组织的成立。另请参阅下列注释目前大量培训位置空缺，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1.人口变化（多年来出生率下降），2. 许多青少年缺乏参加培训的�资格，3. 偏好学术职业生涯。与此同时，大学生初学者的辍学率已超过30％，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也需要更平衡的政策措施。对此就包括职业准备课程以及旨在吸引大学辍学者参加的职业培训课程。 专业人员的高度灵活性和流动性主要归功于全国统一的标准和获得资格的相关透明度——双元制职业教育的五个核心要素之一。职业培训在德国社会接受程度较高可追溯到多个原因：手工业传统拥有数百年历史，甚至诞生了诸如“手工业是金饭碗”之类的谚语，这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如今更重要的事实是，职业培训可成为稳定职业生涯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手工业技师自己创业并雇佣了几名员工，享受作为企业老板的较高声誉，毕竟在其企业内手工业技师要比经理人少。在工业行业中是有可能最终进入最高集团管理层的。



*报销培训工资和社会支出

建筑业的
所有企业

支付
税前工资总合

的2.1%

培训基金中
不取决于其是否培训

培训企业
可报销

• 在您自己公司培训或跨企业

• 报销商业技术职业的费用*，
例如：
第1年10个月
第2年4-6个月
第3年1个月

根据提高的效率

培训地点的大部分费用

Vorführender
Präsentationsnotizen
职业教育费用分摊指的是与教育协议类似的政策调控工具。德国捐款义务的基础是建筑业（VTV）的劳资协议，根据协议方的申请，联邦劳动部（BMAS）每年承认其具有普遍约束力。建筑业采取了该措施，因为培训位置长期不足，而且建筑手工业培训被视为缺乏吸引力。 此外，许多建筑企业从事非常专业的领域，因而无法承担一般的基础培训。除此之外，建筑业还非常依赖天气状况，冬季经常没有足够的工作，因而部分企业会在冬季关闭。职业教育费用分摊及其使用（对培训企业的学徒工资给与补贴，为持续数月的跨公司培训提供资金），确保培训全面且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并且会在冬季继续进行，但通常是跨企业的培训场所。





GOVET – German Offi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VET at BIBB

Robert Schuman-Platz 3 
D-53175 Bonn

govet@govet.international
www.govet.international

mailto:govet@govet.international
http://www.govet.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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