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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卫生医学教育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法国多部门共同参与中小学卫生健康教育 

 

法国国民教育部与卫生部共同承担中小学生身体与心理健康教

育的责任，将学生培养成对个人与社会都具有健康责任感的国民。

除了健康科学课以外，卫生健康在国民教育等课程中都有所涉及。

从幼儿园到高中，法国的健康教育有三大目标：确保学生受到健康

教育（涉及基础社会心理学、文化等方面），保护学生的身体健康（包

括饮食营养、体育锻炼、疫苗、体检、避孕、婴幼儿保护等），以及

预防学生的成瘾行为。 

法国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具体分为七个方面：个人卫生常识，饮

食营养与体育锻炼，性健康、避孕方法、性传染病与艾滋病，成瘾

行为的预防，“危险游戏”与霸凌的预防，心理疾病的预防，面对突

发风险的责任感教育与急救培训。CANOPE 国家教育资源平台倡导

学生养成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均衡饮食、规律作息、经常运

动、对性行为负责等，并制作健康手册分发到各个学校。 

法国各地方政府，也对校园健康教育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在

斯特拉斯堡，除了国民教育部强调的几大目标之外，市政府通过一

系列学校调研，针对不同的年级、街区、学生国籍等，制定不同的

健康教育课程；健康知识的传播形式不局限于课堂，尤其是在小学，

学校还需组织各类活动，比如游戏问答、手工坊、电影、小组讨论

等形式，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具有独立的预防疾病的能力

和责任感。 

（编撰：郭畅 旅法教育研究者协会  审核：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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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www.education.gouv.fr 

 

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建成 800 周年 

 

法国医学教育历史悠久，独具特色。位于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

大学医学院于 1220 年在教皇和诺理三世（HONORIUS III）促成下

建立，今年适逢该医学院成立 800 周年。1793 年法国大革命后，法

国国民议会废除了22所法国大学，以结束天主教为主导的宗教教育，

但是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在市政府的支持下仍然免费开课。经过 800

年发展，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先后培养了富朗索瓦·吉戈·佩洛尼

（François Gigot de la Peyronie）、居伊·德·肖利亚克（Gui de Chauliac）

等著名法国医学家。该所医学院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医学院，也

同样是法国实力最强的医学院。   

2017 年，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新校址落成。新校园中拥有更加

完备的各项硬件设施，大型阶梯教室、解剖室、实验室一应俱全，

尤其是模拟实验室最令人印象深刻，学生可以在那里进行各种仿真

临床实验。目前，医学院主要课程都在新校区进行，医学院仍然保

持着毕业生衣着弗朗索瓦·拉伯雷时代的红色裙装在校园主教教堂

里进行论文答辩的传统。 

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的旧址如今已成为博物馆，收藏了各类艺

术、建筑和医学遗产，其中以 11000 份解剖标本，几百份中世纪时

http://www.education.gouv.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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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医学手稿原稿最为著名，除此以外，还有1000份鲁本斯（Rubens）、

韦切利奥（Titien）、丁托列托（Tinrotet）、 弗拉戈纳尔（Fragonard) 

等大师的原版绘画以及在亨利五世任命下建立的植物园等。 

2020 年是法国“医学专业第一公共学年政策改革”正式实施的第

一年。该项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医学专业一年级学生“升学难”问题，

改革还取消了升学人数的“最高限额”，即由每所高校根据实际需求

决定招生人数。对此，该医学院院长米歇尔·蒙丹（Michel Mondain）

表示：“改革后的医学教育更好地培养医学人才，拓宽医学专业学生

的视野。目前，蒙彼利埃仍然是法国医疗领域最具创新性的城市之

一，在当地每年新成立的创业公司中，超过三分之一涉足医疗领域”。 

 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建成 800 周年庆祝活动将贯穿全年，包括博

古馆展览、罕见标本展览、国际医学院学生盛宴等。今年还将邀请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教皇弗朗西斯参加相关庆祝活动。 

（编撰：易兰 旅法教育研究者协会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1.https://www.lefigaro.fr/actualite-france/a-montpellier-la-plus-vieille-fa

c-de-medecine-du-monde-fete-ses-800-ans-20200114 

2.https://etudiant.lefigaro.fr/article/ce-qu-il-faut-retenir-sur-mmop-la-no

uvelle-premiere-annee-de-medecine_13b6d668-e125-11e9-92fa-206a0

a76798b/ 

3.https://www.midilibre.fr/2019/12/19/800-ans-de-la-faculte-de-medecin

e-de-montpellier-les-10-evenements-a-ne-pas-manquer,8615446.php 

 

 

https://www.lefigaro.fr/actualite-france/a-montpellier-la-plus-vieille-fac-de-medecine-du-monde-fete-ses-800-ans-20200114
https://www.lefigaro.fr/actualite-france/a-montpellier-la-plus-vieille-fac-de-medecine-du-monde-fete-ses-800-ans-20200114
https://etudiant.lefigaro.fr/article/ce-qu-il-faut-retenir-sur-mmop-la-nouvelle-premiere-annee-de-medecine_13b6d668-e125-11e9-92fa-206a0a76798b/
https://etudiant.lefigaro.fr/article/ce-qu-il-faut-retenir-sur-mmop-la-nouvelle-premiere-annee-de-medecine_13b6d668-e125-11e9-92fa-206a0a76798b/
https://etudiant.lefigaro.fr/article/ce-qu-il-faut-retenir-sur-mmop-la-nouvelle-premiere-annee-de-medecine_13b6d668-e125-11e9-92fa-206a0a767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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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两大高校校长联席会议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为支持中国政府以及中国高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法国公立大

学校长联席会议和法国工程师院校校长联席会议发布联合新闻公报，

公报全文如下：  

2020 年 2 月 24 日，法国公立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和法国工程师院

校校长联席会议联合发布新闻公报，对中国高校和中国人民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示关切，对在法国高校的中国学生学者和教师表示慰

问，并表示愿意与中国高校并肩携手，尽最大努力支持中国抗疫。

公报原文如下： 

法国公立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以下简称 CPU）和法国工程师院

校校长联席会议（以下简称 CDEFI）谨代表法国公立大学以及高等

教育机构，对中国目前发生的严重疫情表示关切，愿意与中国高校

以及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并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 

CPU 和 CDEFI 对目前在法国高校的中国人士致以慰问，并表示

和他们团结在一起。CPU和CDEFI认为他们是法国高校的组成部分，

坚决反对一切违背法国大学价值观的歧视言行。 

CPU 和 CDEFI 支持法国高校在遵守中法两国政府相关卫生健

康建议的前提下，继续欢迎中国学生学者，并支持开展双方的合作

项目。 

CPU 和 CDEFI 祝愿中国高校尽早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科研生活。 

2020 年 2 月 24 日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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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动员各国教育部长应对新冠肺炎危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3 月 10 日发布数据，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全球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近 3.63 亿学生受到影

响，其中包括 5780 万高等教育学生，即全球 20%学前教育学生

和中小学生无法上学，25%高等教育学生停课。在亚洲、欧洲、

中东和北美，已有 15 国实施全国范围学校停课，14 国实施局部

地区学校停课。 

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说：“面对这一前所

未有的挑战，我们正与各国合作寻找高科技、低科技和无科技的

解决方案，以确保学习的连续性，” “各国正在为疫情响应做准备，

而国际合作对于分享最有效的方法并支持学生、教师和家庭至关

重要。教科文组织正在加强对各国的支持，以确保这场危机能够

促进创新和包容，并且不会加剧学习不平等。” 

为指导全球疫情响应，教科文组织宣布成立新冠肺炎紧急

工作组，以支持各国应对措施并分享有效政策，重点关注最脆弱

的国家。工作组还将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实践社群，以加强知识共

享、同伴学习以及远程和开放学习的能力建设。教科文组织的目

标是动员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相关行为主体。微软等合作伙

伴已经向工作组组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 3 月 10 日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各国家和地区

代表分享了若干方法和最佳实践，以便在目前无法预测停课期限

的条件下确保学习的连续性。参加视频会议的代表包括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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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埃及、法国、意大利、黎巴嫩、墨西哥、尼日利亚、

韩国、伊朗等国的教育部长和代表。  

除了监测新冠肺炎对教育的影响之外，教科文组织还发布

了 一 份 精 选 的 可 免 费 获 取 的 学 习 应 用 程 序 和 平 台 清 单

（ https://en.unesco.org/themes/education-emergencies/coronavirus-

school-closures/solutions），供家长、教师、学生以及学校系统

使用。教科文组织认识到停课对弱势学生的冲击最大，因此正在

敦促各国以包容和公平为指导原则制定应对方案。教科文组织在

开放和远程学习方面的专业知识涵盖教师培训平台、线上学习学

校模型的设计、线上实践社群以及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发

展与教育政策结合等领域，并以非洲为优先关注对象。  

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詹妮妮（Stefania Giannini）表

示：“许多国家正同时受到同一问题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

的局面。我们不仅需要团结起来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所带来

的直接教育后果，而且还需要使教育体系拥有长期抵抗力” 。 

（撰稿：孙敏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With one in five learners kept out of school, UNESCO mobilizes 

education ministers to face the COVID-19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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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财务教学”进入法国初中课堂 

 

由 2016 年法国经济部发起，并在法兰西银行的指导下逐步开展

的初中生“财务教学”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即法国初三学生

都须完成两小时的“财务教学”课程。课程内容涉及“预算的基础知识、

支付方式、存款和贷款利息计算”等。两小时课程后，学生须参加问

答考试，所有通过考试的学生将获得一份“资格证”。 

自 2016 年“财务教学”这一创新教学举措被提出后，2017 年底，

法国政府开发了教师“财务教学”的线上教材，2018 至 2019 年，该

线上教材的下载量增长迅速，仅 2019年一年即被下载达 1 万次。2019

年，“财务教学”课程正式在克雷泰伊学区的 3 个初中的初三班级

中开展，2020 年将扩大到 5 个学区的相关初中。法兰西银行财务教

育部主任马克·贝吉里表示：“财务教学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对预

算和财务的敏感度，这在虚拟支付、金融产品不断发展的今天尤为

重要”。 

对于这项创新教学也存在质疑的声音，他们主要关注两个问题：

第一是是否应该让银行、企业进入初中课堂教学；第二是关于“财务

教学”资质如何进行认证。对此，全法初中和小学教师统一联盟工会

的发言人弗朗西特·波皮诺表示：“‘金钱’本身在学校并非禁忌，

可以开展有益的‘财务教学’活动，但要防止企业利用学校来达成

其商业目的的行为。‘财务教学’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鼓励孩子追

求个人财富，而是为了培养他们为集体项目筹集资金的能力”。法

国银行联合会强调：“课堂的主导者仍然是老师，银行企业只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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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要求下进入班级进行辅助。为此，他们须签署一项协议，承

诺不会在课堂提及任何银行或任何金融产品”。 

为了更好地实施这项“财务教学”新举措，法兰西银行决定将

初中“财务教育”正式纳入法国国民服务体系。此外，为促进对学

生财务意识的培养，除了开展“财务教学”课堂， 2020 年 3 月开始学

校里还将推广“财务教育周”活动。2020 年，将有 3 万名 15 到 16 岁

的年轻人参与体验与“财务教育”相关的课堂教学和活动。 

（撰稿：易兰 旅法教育研究者协会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Bientôt un «passeport» d’éducation financière au collège ?, publié le 15 

février 2020 sur le Monde 

 

 

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增加“大型口试” 

 

自2019年秋季入学以来，法国高中毕业会考新增口试受到了广泛

地关注。2020年 2月13日，法国国民教育部颁布了 《2021年法国高

中毕业会考——大型口试（Grand Oral）》考试细则，这也是自2019

年初开始的法国高中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大举措。 

自2021年6月高中毕业会考起，会考五项考试科目将包括大型口

试，除此之外还包括法语（笔试和口试）、哲学和两门专业选修课。

口试成绩将与笔试成绩一起占高中毕业会考总成绩的60%。口试成绩

满分为20分，分值系数和法语考试一样为10，但对于技术高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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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试成绩分值系数为14。法国教育部长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

2月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给口语考试分配重要的分值系数，

旨在发出一个信号，即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也为

了教师能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都注重培养学生的这种自信心。” 

口语考试的题目由考生的专业课教师根据本学年教学情况出题。

对于普通高中的学生，口语考试问题将围绕他们所选择的两门专业课，

既有可能只涉及其中某一个专业，也有可能是跨专业的综合问题。对

于技术高中学生来说，口语考试问题将围绕他们选择继续深造的那门

专业课。布朗盖部长在采访时举例说明：“假如一个学生选择了历史

地理和经济两个专业，并且还学习了性别平等等方面课程，那么针对

他的考题可能涉及诸如‘为了更好的实现男女平等，为什么增加教育

的全球支出是重要的’这类问题。” 

大型口试具体分为三个步骤，考试时间20分钟，准备时间20分钟。

首先，考生要站在考官面前，不拿任何笔记，用五分钟的时间来回答

考官所选的问题。之后，考生用10分钟的时间跟老师就考题进行深入

交流，考生需要向考官解释他所准备的这个考题，如何帮助他更好地

进行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最后，考官将着重考

核学生个人思考能力，以及在表达自身动机时所展现的态度和求知欲。 

根据国民教育部发布的《大型口试考试细则》显示，这项口试将

使考生显示出他们在公众面前演讲的口才，同时把他们所学到的专科

知识充分发挥出来。针对这种口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不平

等现象的指责，布朗盖部长回应说：“大型口试不会造成社会分化，

相反，它可以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平等。比如，一名来自贫

的家庭的学生也可以在众人面前自在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项考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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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学生培养获得口语表达能力，这种能力将会对他们的学习和

职业生涯大有裨益。这个口试也是社交的关键，因为它帮助发展我们

辩论、倾听以及接纳不同观点的能力。” 

（编撰：杨柳 索邦大学博士生   审核：杨进） 

 

参考资料：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9481/baccalaureat-2021-epreuve-du-

grand-oral-permettre-aux-eleves-de-travailler-une-competence-indispensa

ble-a-leur-reussite.html 

https://www.20minutes.fr/societe/2716863-20200212-grand-oral-bac-epr

euve-concue-faire-echouer-eleves-insiste-jean-michel-blanquer 

 

 

2019-2020 学年法国高等精英学院预科班学生情况概览 

 

根据 2019 年新学年开学时的统计，在全法高等精英学院校预科

班（两年制）就读的学生共 8.5 万名学生，与 2018 年相比持稳定状

态（-0.1％）。其中，录取一年级新生为 4.2 万名，人数下降约 1％；

二年级学生人数有所增加，正好抵消一年级人数的减少，二年级学

生人数增加原因为升级通过率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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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9-2020 学年高等精英学院预科班学生人数按年级分布情况 

 男生 女生 总人数 

一年级 23773 28560 42333 

同比（%） -1.0 -0.8 -0.9 

二年级 25359 17378 42737 

同比（%） 1.9 -0.8 0.8 

淘汰 4220 2368 6588 

同比（%） -2.1 -5.2 -3.2 

总人数 49132 35938 85070 

同比（%） 0.5 -0.8 -0.1 

统计范围：法国本土及海外省，公立及私立，合同或非合同机构 

数据来源：高等教育研究部、国民教育部、农业和食品部（下同） 

 

2019 新学年学生中，根据性别看，女生 3.6 万名，同比下降 0.8％；

男生 4.9 万名，同比增长 0.5％。根据专业领域看，文学专业新生人

数占比 14％，同比下降 2.2％，其中女生占比 25%；理科专业人数

保持相对稳定，占新生总人数 63%，同比仅下降-0.2％，女生占比

31%；金融专业人数有所上升，相比 2018 年上升了 1.6%，特别是男

生录取人数相比 2018 年增加了 3%，女生占比 53%（见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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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9-2020 学年高等精英学院预科班学生人数按专业分布情况 

 男生 女生 总人数 

理科 36798 16684 53482 

金融 9058 10221 19279 

文科 3276 9033 12309 

总人数 49132 35938 85070 

高等精英学院预科班学生中，总体而言，持有普通高中毕业会

考证书者占大多数。比如，在理科专业，这类学生占比 93%，在金

融专业，其占比 88%，在文科专业，其占比 100%。持有技术高中毕

业会考证书的学生在理科专业学生中占比仅 6%，在金融专业中占比

仅 11%（见表 3）。 

表 3：2019-2020 年新录取的高等精英学院预科班学生 

根据高中毕业会考证书类型分布情况 

 理科 金融 文科 总占比 

普通文凭 93.4 88.5 99.8 93.2 

——科学方向 93.4 42.1 24.4 70.8 

——社会经济方向 0.0 46.0 24.9 14.5 

——文学方向 0.0 0.4 50.5 7.9 

技术文凭 6.2 10.7 0.1 6.3 

职业文凭 0.2 0.5 0.0 0.2 

其他 0.2 0.3 0.1 0.3 

总占比 100.0 100.0 100.0 100.0 

2019 新生人数 25572 9610 6408 41590 

年增长（%） -1.1 0.2 -3.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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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精英学院预科班学生中，绝大部分就读于高等教育部和国

民教育部共同监管的院校，占比高达 98%，与 2018 年基本持平。少

量在其他部委（如农业和食品部）或行业协会等所属院校就读（见

表 4）。 

表 4：2019-2020 学年高等精英学院预科班学生按就读院校性质分布情况 

 

在高教部和国

民教育部所属

院校就读 

在其他部委或

行业协会等所

属院校就读 

总人数 

公立 68956 1847 70803 

——女生人数 29967 774 30741 

私立 14251 16 14267 

——女生人数 5191 6 5197 

总人数 83207 1863 85070 

——女生人数 35158 780 35938 

女生占比 42.3 41.9 42.2 

（编撰：袁玉洁  里昂二大博士生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s://publication.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  

 

 

法国高校招生平台改革实施进入第三年 

 

近日，法国国民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公布了 2020 年高中毕业会

考填报志愿的具体要求。今年参加会考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和希望转

https://publication.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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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可于 1 月 22 日至 3 月 12 日期间在法国高校统

一招生平台 Parcoursup 上登记并填报志愿。 

虽然报名截止时间是 3 月 12 日，但考生在 4 月 2 日前仍可在系

统中修改自己的志愿，5 月 19 日起进入预录取阶段。今年高中毕业

会考的最终考试时间是 6 月 17 日至 24 日，在此期间预录取工作暂

停。6 月 25 日至 9 月 10 日是调剂志愿阶段。 

3 月 12 日前，每名考生最多可报考 10 个志愿，这些志愿都是平

行志愿，排名不分先后。考生在系统中需说明自己选择该专业的理

由，并请任课教师或者校长在其“学业评估卡”填写意见。校方收到

考生申请后，可以回复“接受”、“拒绝”“有条件接受”或“待定”。需要

注意的是，“待定”是校方比较常见的答复，因为有的热门紧俏专业

往往报考人数多于计划招生名额。 

招生平台可通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或考生的 Parcoursup 账号

向考生本人、家长及所在高中发送录取结果。对于报考选拔性较强

的专业（如高等精英学院预科班、BTS、IUT、工程师学校等）的学

生，如校方的评审结果是“待定”，学生可向校方了解自己所处名次，

总报考人数、招生名额等信息，以便学生可以预估自己的被录取几

率。为保证学生的录取率，国民教育部建议学生可以多填几个志愿。 

2020 年，Parcourup 平台共汇总了 15000 个公立和私立高校的院

系。自 5 月 19 日至 23 日，学生接到校方的预录取通知后，应在 5

天内回复校方。自 5 月 29 日起，收到“待定”通知的学生可通过在调

剂志愿系统中注明自己的调剂志愿次序，系统将根据学生成绩自动

匹配最优调剂志愿。完成此轮调剂后，学生必须于 6 月底前确认自

己的录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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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王娟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https://www.parcoursup.fr/index.php?desc=parcoursplus 

 

 

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将实施重大改革 

 

法国总理府近日宣布，法国国立行政学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简称 ENA）将进行重大改革，具体改革措施尚待

确定。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创建于 1945 年由戴高乐将军创立，旨在改

善法国政府高级官员的选拔和培养模式。法国最近的六位总统中，

有四位毕业于该校。建校 70 余年来，该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尤其是 2018 年黄马甲运动中，示威者抨击以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生为

代表的法国精英阶层高高在上，对民生问题熟视无睹。 

法国总统马克龙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宣布，将撤销国立行政学

院并整合包括法官学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国立矿业学院、国立

路桥学院在内的高级官员培养机制。马克龙总统委任国立行政学院

毕业生-法国职业足球联赛前主席弗雷德里克 ·蒂里耶（Frederic 

Thiriez）就此起草调研报告。 

蒂里耶日前提交的报告主要包括：在全法设立 20 个预备班，按

照不同的“社会标准”招收学生，同时为低收入阶层出身的学生设立

一项特别考试，使其可以进入上述各大精英院校，学校每年应为这

类学生保留 10%的招生名额。 

蒂里耶表示希望增强国立行政学院及此类精英学校多元化属性，

https://www.parcoursup.fr/index.php?desc=parcours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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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社会阶层、地域和性别三方面，以此确保机会均等。他建

议将“国立行政学院”更名为“公共行政学院”，所授专业不仅包括政

府行政管理，同时将矿业、路桥、军事、统计等工程师学校的优势

专业也整合进来。根据此报告，新的 ENA 将于 2022 年正式运行。 

蒂里耶报告中建议改革后的各校学生可共同学习 6 个月的通识

主干课程，学生们还需要到基层政府机关、法庭、医院或警察局实

习 4 个月时间，借此学会共同协作，应对具体问题。 

总理府目前委任公共职务、国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位部长着手

研究改革方案，预计 2020 年 4 月底前确定具体改革措施。 

（撰稿：王娟    审核： 杨进） 

 

 

法国高教部遴选出第一批卓越职业资格园区 

 

2020 年 2 月 6 日，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部公布了第一批

23 个卓越“职业资格园区”名单。这些一流的“职业资格园区”为年轻

人提供了培训课程、创新生活空间以及国际交流的机会。 

一、校园：提供培训和创新的场所 

根据目前法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伴随着技能和资格的变化，

当今 65%的小学生毕业后将从事现在尚未出现的职业。在数字和新

技术带来的职业蜕变以及生态责任转型需求的背景下，我们如何在

瞬息万变的环境中为当今和未来的职业做准备？在参与培训之前，

怎样才能让这些新兴职业广为人知，让新一代愿意投身于尚且无人

知晓的职业道路，从而产生一些新职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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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的步伐意味着培训必须几乎与工作同时进行。传统的

培训创建过程将发生变化，培训方法本身也受到质疑。如今所有欧

洲国家都在为年轻人寻求新的培训方法：新文凭、新内容、新工作

环境、新学习方式。面对这一挑战，法国的独创性是协同一个区域

内经济和教育部门的所有参与者，对这些变化作出公平、适应、具

体和迅速的反应。全面提供从专业能力证书  （CAP :Certificat 

d'Aptitude Professionnelle）到博士学位（包括 BTS）的整个学位范围

内的响应：考虑就业需求、将新的工作用途整合到其运营中。 

二、职业和资格园区的诞生 

园区存在的核心理由是满足一个工作对专业和技能的需求、提

供培训。承载着为年轻人提供校园区最佳培训课程的雄心壮志，职

业和资格园区诞生了。它是一个网络，将未来经济部门的各参与者

团结在一起。为此，职业和资格园区汇集了学校（普通、技术和职

业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学校等）、学徒培训中心、继续教

育组织、实验研究室、企业和协会，以期共同提高培训质量、维护

领域的技能，支持其发展。 

三、实现经济世界与机构伙伴之间的共同治理 

当今的挑战是各地区间紧密合作，在所有地区创建统一而强大

的卓越园区。在区域一级，园区战略管理机构汇集了经济部门的代

表、地区主席和学区校长。每个园区定义自己的指导机构，将园区

运营负责人、培训机构以及经济和协会等关联参与者聚集在一起。

园区的创始成员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认为最适合的园区结构（高中、

大学、专业协会或专用公益团体）进行培训。在该园区中，设计者、

培训者和学习者都参与了从概念到实施的整个创新培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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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业和资格园区的 11 条选择标准以及 23 所卓越园区 

2018 年 12 月 13 日，法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和高等教育、研究

和创新部发布了职业和资格园区新规范，包括 11 条职业和资格园区

选择标准：1．对社会经济和项目的重要性进行诊断分析(国家范围

的社会经济问题)；2.有确定的参与者、领地、结构和认证范围(在研

究方面有可调动资源)；3.有明确而有抱负的战略目标 ;4.具体的区域

治理计划 ;5.校园运营管理措施；6.在财政和人力资源方面有可操作

性保证;7.有强大和团结的组织 ;8.有受益者的创新和发展场所(有体

育和文化设施的接待和培训设施，以及容纳住宿的能力) ;9.提供创新

职业培训课程 ;10.清晰的国际和能见度发展战略(有欧洲等国际伙

伴) ;11.有效并且有质量的方法 (可靠的外部评估)。其中，1,2,8，10 和

11 选择标准为五项卓越标准。 

23 个获奖的卓越园区项目为：克莱蒙费朗学区的设计、材料和

创新项目，格勒诺布尔学区的智能能源系统项目，里昂学区的塑料

产业项目，贝桑松学区的未来汽车和机动性行业项目，第戎学区的

创新和高效技术项目，雷恩学区的数字和光子学项目，奥尔良-图尔

学区的文化遗产、艺术和旅游业项目，南锡-梅斯-兰斯-斯特拉斯堡

学区的人工智能的数字化使用项目，南锡-梅斯的机场培训设施项目，

兰斯，斯特拉斯堡和南希-梅斯学区的创新工艺和材料项目，斯特拉

斯堡学区的面向未来和数字产业项目，里尔学区的旅游与创新项目，

巴黎学区的巴黎哥布林（Gobelins）工厂项目，凡尔赛学区的传承与

工艺项目，留尼汪（La Réunion）学区的热带环境中的土木工程和生

态建设项目，诺曼底学区的诺曼能源国际（CEINE）项目，波尔多

学区的敏感环境中的维护项目，图卢兹学区的出行和智能交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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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卢兹学区的航空航天项目，图卢兹学区的未来行业（航空、汽车、

机床）项目，南特和雷恩科学区的卢瓦尔河-布列塔尼国家航空项目，

艾克斯-马赛学区的未来的南方工业（空客、能源、微电子和电子学）

项目。 

  (撰稿：刘瑛东 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生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 :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9279/les-premiers-campus-des-meti

ers-et-des-qualifications-d-excellence.html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9279/les-premiers-campus-des-metiers-et-des-qualifications-d-excellence.html
https://www.education.gouv.fr/cid149279/les-premiers-campus-des-metiers-et-des-qualifications-d-excelle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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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法国实施优先教育政策：回顾与展望 

 

一、法国优先教育政策沿革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全球呼吁教育公平的背景下，法国政府

于 1981 年率先提出优先教育政策（Politique de l’éducation prioritaire），

并开始规划在经济水平和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地区设立优先教育区

（Zone d’éducation prioritaire），主要针对条件相对落后地区的低收

入家庭，旨在改善优先教育区的学校氛围和环境，为学生提供享受

平等的教育资源的机会。1999 年，为进一步整合优先教育区资源，

法国政府设立优先教育网络（Réseau d’éducation prioritaire），将之前

分散的优先教育区整合成 869 个网络，互相关联协作。2006 年在优

先教育区和优先教育网络的基础上，又设置了 254个“学业成功网络”。

2011 年又出台了中小学校成才计划。 

2015 年，政府对优先教育区进行重新规划，将优先教育网络替

代优先教育区。2016 年，全法共有 1095 个优先教育网络，仅涉及幼

儿园、小学和初中，不涉及高中。其中 364 个被列为优先教育网络+

（Réseau d’éducation prioritaire +），优先教育网络+涉及的地区家庭

条件更加落后，涉及的学生存在更大的学业困难（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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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法国优先教育区发展步伐 

二、优先教育政策实施成效 

优先教育政策设立的目的为了克服学业失败，解决法国社会存

在的不同社区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通过设立“优先教育区” 

给处于弱势社区的学校在教学、师资、政策等方面予以特殊支持，

以缩小不同社区教育发展的差距。通过在“优先教育区”开展强化教

育，尤其是有针对性地提高来自社会底层孩子的学业水平，使该地

区的孩子能平等地融入整个社会。 

2017 学年，初等教育阶段，全法共有 4969 所公立学校施行“优

先教育网络”政策，涉及约 108.5 万名学生和儿童。其中中学 732 所，

小学、幼儿园 4237 所。初中阶段共有约 36.6 万名学生（占初中生总

数的 14.1%），小学阶段约 43.4 万名学生（占小学生总数的 11.9%），

学前教育阶段共有约 28.4 万名儿童（占学前教育儿童的 12.9%）。 

2017 年，初等教育阶段，全法共有 2831 所公立学校施行“优先

教育网络+”政策，涉及约 64.1 万名学生和儿童。其中中学 365 所，

小学、幼儿园 2466 所。初中阶段共有约 18.1 万名学生（占初中生总

数的 7.0%），小学阶段约 27.7 万名学生（占小学生总数的 7.6%），

优先教育区

（ZEP） 

 

优 先 教 育 区

（ZEP）、 

优先教育网络

（REP） 

志于成功网络

（RAR）、 

学业成功网络

（RRS） 

 

中小学校成才计划

（Éclair）、 

优 先 教 育 网 络

（REP) 

优 先 教 育 网 络

（REP）、 

优先教育网络+

（REP+） 

1982 年 涉 及

503 所初中，占

当年入学初中

生的 10% 

 

1999 年 涉 及

1503 所初中，

占当年入学初

中生的 21% 

2006 年 涉 及

1119 所初中，

占当年入学初

中生的 22% 

2011 年涉及 

1098 所初中，

占当年入学初

中生的 20% 

2015 年 涉 及

1095 所初中，

占当年入学初

中生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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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阶段共有约 18.3 万名儿童（占学前教育儿童的 8.3%）。 

此外，学业困难学生的集中程度会影响优先教育政策是否在该

区域实施。2017 学年，优先教育网络区域中二分之一以上学校(54%)

学生学业困难比例超过 60%,学业困难学生比例超过 75%的学校在优

先教育网络+区域中占二分之一（50%），而该区域中绝大多数学校

学业困难学生比例都超过 60%（95%）。 

接受优先教育政策的大多数初中学生来自社会底层家庭，其中

优先教育网络的初中生中 61.2%的学生父母是工人或无业者，优先

教育网络+中这一比例高达四分之三（75.1%）。 而在没有施行优先

教育政策的学校中，来自社会低层的学生比例为 44.9%。 

接受优先教育政策的初中生中大多数入学较晚：13%的接受优

先教育网络的学生在初中第一年入学比正常年龄晚，这一数字在优

先教育网络+区域的学生中高达 16.8%。而非优先教育网络的学校中，

只有 7.4%的学生入学较晚。 

2019 年 1 月 24 日，国民教育部公布了针对以上政策改革的评估

结果。评估结果总体而言非常积极，具体如下：（1）该项政策的受

益学生与非受益学生相比，学习成绩获得显著进步。2000 名在法语

课程上和3000名在数学课程上有学习困难的学生通过该项目弥补了

学习差距；（2）超过 98%的教师认为他们能更好地考虑学生的学习

需求并进行有效回应；（3）超过 80%的教师认为他们能够更高效地

营造良好的课堂环境。     

目前在“优先教育区”内就学的中小学生有 112 万，约占全国中

小学生总人数的 9%。经过历次政策调整和修正，“优先教育区”先后

推出了“小班制”、“教师比班级多”计划（Plus de maitres qu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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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es）、“成功实习”计划(Stage de réussite)和“作业帮扶”（Devoir 

Faits）等有效做法，为学业困难的学生提供精准指导和帮扶。在师

资待遇方面，给予“优先教育区”内的所有中小学教师特别津贴，这

项政策的实施使得“优先教育区”教师的质量得到提高，数量有所增

多，缩小了法国不同社区之间的师资差异，使整个基础教育师资配

置趋向相对平衡。 

总体上看，法国的“优先教育区”的设立有效地解决了法国处境

不利社区学校教育质量与儿童失学问题，确实保障了来自弱势群体

家庭学生的学习权利，推动和深化了教育公平。     

 

三、 优先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尽管该政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最初规划的战略目标仍

有一定差距，在实践中过程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政府投入着力不均，初等教育重视程度不足 

法国每年划拨给小学生的生均费用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

家的平均水平 15%，但是高中生的生均费用却高于平均水平 32%。

初等教育阶段的生师比（19:1)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

平(15:1)，中学阶段的生师比(12.7:1)则略低于平均水平(13.1:1)。这

体现了法国初等教育重视不足的现状。根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的数据显示，初等教育的学业程度与学生未来表现具有很强的相关

性。因此对于来自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如果他们从 3 岁其开始接

受良好的教育，会对其认知发展和学业水平产生积极的效果。 

（二）具体措施落实不到位，优先教育效能未能充分发挥 

据统计，优先教育政策先后推出了几个重要的帮扶计划未能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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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释放应有效能。比如“作业帮扶”计划，这一计划是将课堂学习与

课后作业联系在一起，为那些在校学生提供陪伴学习的时间，以让

他们能顺利地完成作业。“作业帮扶”计划并不是附加课程，而是一

个 专门由教师陪伴他们完成作业的时间。主张学生自主完成作业，

但遇到 困难时，可以向教师寻求帮助。学生之间也可以相互讨论。

这一计划有 助于消除教育不平等，弥补弱势家庭背景学生不能获得

来自家庭的学 业指导。该计划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实施，免费为那

些完成作业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这是帮助学生成功的重要措施，

特别是对于学业比较弱的学生。自 2017 年 10 月起，学校允许所有

初中生在学校完成作业，作业辅导并不额外收取费用。2019 年，教

育部门投入近340,000小时补课时间和近120万欧元来强化作业辅导。 

但是，2017-2018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所中学只有 7 名教师

参与，受益学生比例仅为 20%。参加“成功实习”计划的学生在 2012

年后逐年下滑，该项目在学生中的吸引力逐步减弱。“提高师生比”

计划受教师数量和经验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遇到一些困难，如派到

贫困街区学校的老师，一般资历较浅，缺课率较高，有时需要雇佣

临时老师。 

（三）政府指导与地区发展不相匹配，协同机制对接存在问题 

优先教育政策改革是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和地方两级政府及各

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法国优先教育政策与法国城市政策几乎同时

出现，目前“强化优先教育区”约 80%的小学和中学位于“城市优先发

展区”，但因为两者发展目标和评定指标的差异，并未实现协同推进

的局面。另一种向引起注意的情况是，一旦给街区贴上 “强化优先

教育区”的标签，反而会导致很多家庭搬离当地，反而阻碍了不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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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阶层的融合，影响了该地区的总体发展。 

 

四、优先教育政策调整的方向 

2019年2月，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了《学校信任法》法案（projet 

de loi « pour une école de la confiance »）。该法案涉及上千项修正案的

审议，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建设人人都能享受公平的教育。2019 年

9 月，法国国民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基于《学校信任法》法案

公布了多项校园新政，他指出学校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每一位学生

获得成功，学生成功是学生家庭和教育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体

现了社会的期望和正义，是社会公平发展的需要。新政致力于解决

发展瓶颈，从加强基础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完善评估体系和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继续推进改革，相关举措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 

为体现教育的先导性地位，法国政府决定从 2020 年起逐步在小

学一、二年级实行小班教学，将班额降为 24 人。截至 2019 年 9 月，

“优先教育区”一年级、二年级学生的班额已经下降 50%。30 万名学

生将受益于这项政策，学习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法国政府希望从 2020

年开始，将幼儿园班级也纳入到小班教学中。良好的基础教育将是

减少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措施之一。 

马克龙总统于 2018 年 3 月宣布，通过立法将法国学生接受义务

教育的初始年龄降至三岁。这将惠及 2.5 万名在此之前未接受幼儿教

育的学生，这一举措旨在有效降低三至六岁儿童之间语言教育方面

的不平等，并使幼儿享受基础教育学习的乐趣。政府将加大幼儿教

育的投入，未来法国将建设更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培养 60 万名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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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教师，在“优先教育区”建立 300 个社会活动中心。 

（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文化和艺术熏陶对于培养审美力和创造力，提升素养和自信至

关重要。自 2018 年 9月以来，法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与文化部合作，

为所有学生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连贯的文化和艺术课程。目前已

经确定了以下教育进校园：音乐教育、图书推广、阅读力提升计划、

美育和戏剧。根据规划，到 2020 年每个小学和初中都将有自己的合

唱团； 385 所学校将增加了演讲艺术课程，初中四年级的学生将有

每周 30 分钟的时间练习当众演讲和朗读。 

2024 年巴黎将举办奥运会，这是将“努力、卓越、友爱、尊重”

的奥林匹克价值观带入学校的良好机会。法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抓

住机遇，广泛动员学生参加体育运动。2019-2020 学年，一些反应积

极的学校提出实行“上午上课，下午锻炼”的计划，这极大地促进了

体育运动的开展。 

（三）完善评估体系 

《学校信任法》法案中规定要建立专门的国家评价机构，对学

校人力、财政和教育资源进行评估，同时学校生活所涉及的安全、

氛围和质量进行有效的评估。学校将对对小学一年级和小学二年级

学生进行官方测验，以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平。评估结束后，教师向

家长反馈测试结果并与家长共同合作，制定个性化的指导方案，帮

助学生尽快提高学业水平。因此，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也将成为法

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为教育公平的实现提供重要参考。 

学校教学计划以三年为周期：第 1 周期（幼儿园），第 2 周期（小

学一、二、三年级）和第 3 周期（小学四、五年级、初中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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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每个课程周期实行年度学习成绩达标制度，这将有利于

指导学生进步，使学校和家长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为提升教育质

量，2019 年 5 月教育部门公布了学生年度成绩参考标准，并详细说

明了义务教育每个学段的必要性和目标意义。该参考标准使教师能

够定期量化学生的学习进展，通过成绩达标情况来判断学生的需求，

并更直观地将孩子的进步情况反馈给家长。 

（四）扶持贫困家庭，实现全纳教育 

法国有 300 万儿童来自于贫困家庭，人数占儿童总数的五分之

一. 约 13％的贫困儿童在缺乏良好教育甚至缺少食物的环境中成长。

2018 年 9 月 13 日，法国总统提出预防和消除贫困的战略计划：自

2019 年起，为解决贫困学生的温饱问题，国民教育部每天为贫困学

生提供 10 万份午餐；通过经济援助中学生贫困家庭；每名 11 至 14

岁学生的开学补助为 389.19 欧元；除奖学金之外，每年还投入 6500

万欧元社会基金扶持贫困家庭。 

自 2005 年以来，法国学校接收了 20 万余名残疾学生。 2019

年，有 2.35 万名残疾新生入学。为更好地照顾残疾儿童并支持其家

庭，法国教育部门设立专门机构，政府还增加了 4500 名护工照顾残

疾学生。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法国教育部门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师资队伍建设：一是改进

“优先教育区”教师的选聘制度，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人岗匹配”机

制，给予学校和教师更多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实现教师和学校之间

的双向选择；二是深化教师培训制度改革，为“优先教育区”的教师

每年提供 3 天的培训，为新入职的教师安排一名联络教师，指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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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教学活动。鼓励教师集体备课和研讨，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三是增加教师数量，提高师生比，2019年为“优先教育区”增加了 1800

个教职，入职不满三年的教师不派往“优先教育区”；四是加大贫困

学区教师的补贴力度，2018-2019 年，法国为强化“优先教育区”教师

增加了 1000 欧元补贴，今后还将逐步提高补贴额度。 

（撰稿：王娟  翟雨桐  审核：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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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教师的职业地位和职业发展 

 

2019 年，法国爆发两次全国范围的教师罢工潮：3-5 月期间，

教师与学生家长组成联盟反对新出台的《学校信任法》（Loi pour une 

école de la confiance），14.54%1的教师参加了该联盟于 5 月 9 日召集

的罢工活动。年末，马克龙政府推行的退休制度改革再次引发了教

师大规模游行示威，根据国民教育部公布数据，小学教师参与罢工

 
1https://www.bfmtv.com/economie/plus-de-14percent-de-grevistes-chez-les-enseignants-ce-jeudi-16884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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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51.15%，中学教师参与率为 42.32%1。 

面对教师的集体发声，法国国民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

（Jean-Michel Blanquer）在多次公开讲话中表达了深化教育改革的

决心，其中对教师职业价值的重新定位将是 2020 年及未来几年的工

作方向之一。他表示，提高教师地位、使教师回归法国社会的中心

位置将是改革推进的关键。事实上，面对教师职业在法国当今社会

逐渐显露出来的发展困境，法国政府正在从多个方面寻求变革。 

一、法国教师职业地位和基本情况 

（一）法国教师职业的地位和溯源 

法国公立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为国家公务员2，是共和国价值观

的倡导者和传播者。国民教育部部长在致教育体系全体教职工的信

中对学校和教师提出了三大要求：一是义务教育阶段应给学生传授

赖以生存的基本知识。二是为学生在高等教育和职业生涯的成功做

准备。三是引导学生树立集体生活的基本理念，传递共和国价值观。

这三大要求也从侧面体现了法国社会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期待。而这

样的期待与 19 世纪末奠定了法国国民教育体系基石的《费里法》及

后续相关法律密不可分。 

1881—1882 年由时任教育部部长茹·费里（Jules Ferry）推进颁

布的《费里法》(Lois Jules Ferry)确立了法国基础教育免费、义务、

世俗的三大基本原则。这些原则针对 19 世纪末及以前相当长的时期

内教育制度存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即：教师社会地位不高，工资

 
1 http://www.francesoir.fr/societe-transport/le-05-decembre-le-suivi-du-jeudi-noir 

2本文所讨论的教师为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在公立学校或与国家签订合同的教学机构执教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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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偏低。小学教师由市镇政府雇佣，市镇差别很大，稳定性难以

保证。且许多教师由宗教人士担任，教学内容充斥宗教色彩。为了

解决上述问题，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费里法》实施之后，法

国政府连续颁布了多项与教师相关的法律。其中，1882 年规定培养

小学教师的省级师范学校为公立的世俗性教育机构，实行免费教育；

凡在公立小学任教和任校长人员，必须持有初等教育能力证书。1886

年进一步规定，公立教师必须由非宗教人士担任，且由国家任命。

1889 年规定所有小学教师为国家公务员，其工资由国家财政负担。 

进入 20 世纪，1975 年颁布的《哈比法》进一步奠定了法国初等

教育和中等教育模式，中等教育教师工资获得了国家财政的支持。

至此，法国包括初等教育和部分中等教育在内的义务教育工资体制

基本确立。教师公务员制极大地提升了法国义务教育教师群体的社

会地位，教师队伍质量提高。随着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现今法国

义务教育延长为 3-16 岁），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民主化、大众化、

普及化的不断推进，教师公务员队伍亦随之不断壮大。 

(二) 法国教师队伍现状 

2018-2019 学年，在法国本土及海外省，由法国国民教育部统一

管理的教职工总数 115.6 万人（包括教师、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等），

教师总数 87.1 万人，占教职工总数的 75.3%，其中 57%在中等教育

阶段任教，43 %在初等教育阶段任教。 

2012 年前，时任总统萨科齐推行的教育改革制度取消了大量基

础教育阶段的教师岗位，五年内取消 8 万教师岗位，加之较高退休

率，法国教师严重紧缺。随后，奥朗德政府和马克龙政府相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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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大幅度增加教师岗位并扩大教师资格考试数量，

2012-2018 年教师数量持续增长，中等教育阶段增长率 4.2%，初等

教育阶段增长率 6.6%，但教师岗位始终存在缺口，而 2018 年以来，

增速放缓甚至又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图 1）。 

二、法国教师的职业价值和职业认同 

（一）教师职业地位的社会认知 

受法国教育大众化程度和普及化水平提升等因素影响，教师职

业的社会定位受到挑战。《全球教师状况指数研究》（Indice mondial 

d’état des enseignants），报告评估了全球 35 个国家基础教育阶段教

师的社会地位。在需选出教师这个职业与其他哪种职业最具有可比

性时，大于 1/4 的受访者（28%）选择了“图书管理员”，与之相对应

的，38%的中国受访者选择了“医生”这一职业。研究认为，法国人倾

向于将“教师”与“图书管理员”相提并论，这反映出他们认为教师等

同于“那些按部就班完成任务就行的管理人员”。而面对“是否愿意让

图 1：2008-2018年法国教师（公立和私立领域）数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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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孩子选择教师这一职业”这一问题时，30%的法国人表示愿意，

24%的法国人明确表示反对。法国民调机构奥多克萨公司(Odoxa)的

民意调查则向我们展现了法国民众眼中的教师形象： 69%的人对国

民教育系统内的工作人员印象良好，在描述法国教师时民众更偏向

使用一些积极的服务性词汇：“称职”（73%）、“热情”（71%）、“关

心学生”（62%）、“热忱投入”（57%）。 

与此同时，据统计，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报考率逐年减少，截止

2019 年底，2020 年报考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应届生数量较上年的

33490 降低至 30883 人，减少 7.8%，不少研究者担忧教师的职业吸

引力将持续低迷。 

（二）法国教师工资待遇 

根据法国国民教育部公布的《学校情况》（L’état de l’école 2019）

显示，2017 年一名法国教师的税前平均月薪是 2438 欧元，中学教师

的平均收入是幼儿园或小学教师平均工资的 1.14 倍。法国教师虽然

是公务员身份，工作相对稳定，但收入较低，各个阶段教师的平均

工资都低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表 1）。 

刚入职的法国教师较欧盟该水平教师平均年薪少 1769 欧，不及

德国刚入职教师年薪的一半（48.4%）。虽然初等教育阶段教师在职

业生涯结束时年薪略高于欧洲平均水平，但中等教育阶段该部分教

师工资则低于欧洲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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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教育阶段教师税前工资（欧元）情况 

 
职业初期教师 执教 15 年教师 职业尾声教师 

  初等教育阶段 

法国 30872 37700 54503 

欧盟 231国平

均水平 
32987 45748 54354 

西班牙 40813 47107 57983 

德国 60507 74486 79355 

  中等教育阶段 

法国 32492 39320 56283 

欧盟 23 国平

均水平 
34261 47772 57403 

西班牙 45509 52506 64473 

德国 67163 80993 88214 

（三）教师工作环境和工作压力 

从各方面指标来看，法国教师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普遍较大。

2017-2018 学年度法国初等教育阶段生师比为 20.1，而中等教育阶段

生师比 12.7。一份 OECD 的调查显示，2017 年法国小学阶段的生师

比远高于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甚至也高于日本、

韩国等亚洲国家。中学阶段生师比则小于多数的受调查国家，比

OECD 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小 0.3（图 2）。 

 
1 这里指既是欧盟成员国又是 OECD 成员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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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教师这一职业工作时间较长，特别是有较长的隐性

工作时间。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L’INSEE）调查显示，

法国教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为 44 小时，高于 OECD 国家平均水平，

除正常课时外备课和批改作业也占用大量时间。但与此同时，社会

大众却往往低估了教师们的工作时间。根据 2018 年全球教育慈善机

构瓦尔基基金会（Varkey Foundation）发布《全球教师状况指数研究》

（Indice mondial d’état des enseignants）显示，法国受访者认为教师

每周工作34小时，公众总体认为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少于其他职业。 

在教学环境方面，法国国民教育部发布了首份《初高中教学环

境调查报告》。调查从教学活动、人际关系和安全保障三方面考量了

教师对教学环境的态度。报告整体反馈积极，大多数教师认为他们

在教学活动中反馈积极，在教育机构内感觉良好，与学生及其他各

方面同事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同时，工作强度大、工作关系相

对疏离、暴力现象在校园普遍存在等问题也暴露出来，显示超过一

半的教师（53.8%）不确定自己是否会从事教职工作直到退休。 

图 2： 2017 年不同国家生师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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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国政府在教师队伍建设及职业价值再造方面改革措施 

法国政府公布了 2020 年国民教育部预算，预算总额达到 732 亿

欧元，较 2019 年增加 10 亿欧元，为法国各部门预算中增长数额最

高。法国国民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

表示，“一个对未来有信心的国家，必将对其学校进行大量充分的投

入。”对于教育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提升教师职业价值定位，法

国政府不仅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还从改革师资职业培养制度、

提高工资待遇和调整晋升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实际改革。 

（一）改革教师培养培训制度 

法国国民议会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正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学校

信任法》草案（Projet de « Loi pour une école de la confiance »），其中

多项重要变革都与教师队伍建设和提高教师职业价值定位息息相关。 

法案决定成立多个“国家高等教师教育学院”（“Inspé”Instituts 

nationaux supérieurs du professorat et de l’éducation），以替代国立高等

教师资格及教育学院  （ “Les Espé”Les écoles supérieures du 

professorat et de l'éducation）。也就是说，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培养机构

将不再属于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管理权将重新归属于国民教

育部，在全法范围内对教师的职业培训及能力评估都将采取统一标

准。此项改革旨在更好地打通教师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的关系。 

《学校信任法》还确定了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预招聘”方案，

是指从 2019 年秋季开学起，法国政府将在大学二年级设立“预职业

化”方向，也就是说，在校师范生尽管还未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但是

会以“教学助理”（Assistants d’éducation）的身份，轮流在相应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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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构完成一定工作时间，同时可以获得 700 至 1000 欧元的工资。

预计这项举措每年会涉及约 3000 名大学生。 

国民教育部还把更多的努力投入到整个教师职业生涯的培养和

优化方面。国民教育部表示，未来将是教育工作者“继续教育”政策

实施的重要阶段。法国教育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GRH（La gestion des 

ressources humaines）目前已为全法教育工作者们提供个人职业发展

指导服务。教师从教期间，该部门会有专人对其“个人能力、职业生

涯及发展进程”进行全面的个性化的评估及分析，为不同教育工作者

提供适应其自身职业条件的帮助及指导建议。2018-2019 学年开学以

来，已有 95 名新的顾问投入到此项工作中，为全法教职员工的职业

发展提供保障。 

（二）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法国教师职业吸引力不高、职业地位有待提高很大程度上受制

于较低的工资水平。在 2019 年末马克龙政府推行的退休金制度改革

中，教师这一群体的利益又受到了直接冲击：享有公务员身份的教

师现行退休制度以职业生涯最后 6 个月的工资计算退休金水平，而

改革后的教师退休金将以“整个职业生涯的工资均值+奖金收入”为

基准计算。显然，整个职业生涯的工资均值大大低于整个职业生涯

最后 6 个月的峰值收入平均水平。同时，与一般公务员相比，学校

教师的奖金水平也普遍偏低，所以，这样的退休金制度引起了广大

教师的强烈反对。根据教师工会的计算，新的退休制度改革施行后

教师每月的退休金将减少 500-600 欧。 

虽然如此，此次退休制度改革也被认为是提高教师工资待遇的

良好契机。法国国民教育部已承诺逐步提高教师工资水平，保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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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休制度在适用于 2037 年退休的工作者时教师退休金不减少。 

国民教育部部长表示，对于增加了的 10 亿欧元政府预算，75%

将用于人员薪酬。初等教育阶段，在法国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下，2020

新学年开学时，初等教育阶段学生总数将减少 5 万人，但教师岗位

将增加 440 名，初等教育阶段班额可以控制在 24 名以下，降低生师

比，提高教学质量。中等教育阶段，2020 年，中等教育阶段的教学

规模基本与 2019 年持平，教师收入将有所增加，特别是在“优先教

育网络地区”从事教学的教师待遇将得到提高。 

（三）调整教师晋升制度 

 法国教师按照取得的教师资格等级可分为：幼儿园和小学教师、

中学普通教师（professeur certifié）,中学高级资格教师（professeur 

agrégé）。教师职业生涯中可以根据工作年限、工作内容和工作表现

进行升迁。自 2016 年 1 月法国政府开始实行公务员职业生涯与报酬

协议（PPCR），对公务员的升迁制度进行调整，其后，法国国民教

育部自 2017 年起根据该协议逐步调整教师晋升制度。 

2017 年以前，教师职业生涯有两种等级，第一等级是“普通教师”

（classe normale），其中包含 11 个薪资级别 ；第二等级是“高级教

师”（hors-classe），其中包括 6 个薪资级别。调整后，新设立了第三

等级，“特级教师”（classe exceptionelle），其中包括 5 个薪资级别。

改革后，新入职教师职业生涯开始的工资基准分高于改革前。例如，

2017 年前，新入职教师工资基准分是 658 点，而改革后为 673 点，

其他薪资级别基准分也相应提高，从而直接提高了其工资水平。该

制度还改革了以往根据 3 种不同速率进行升迁的计算办法，统一为

一种比以往平均年限更快的升迁的速度。例如，2017 年前，普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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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11 级晋升至 10 级在正常情况下需要 5.5 年，而改革后只需要 4

年。除此之外，教师在执教 7 年、13 年和 20 年之后，特别是在优先

教育区内积极投入教育事业的 30%的教育人员或学校领导人员，在

经过考核评估后将可享受职业升迁加速一年的待遇。 

简言之，教师晋升制度改革后，新入职教师在公务员职级体系

中起点更高，平均升迁速度更快，计算方式更清晰，天花板效应逐

渐突破，提高了教师可以达到的薪资级别，同时教师根据不同表现

有更多可能性加快晋升速度，为个人职业发展创造了更好的通道。      

教师作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基石和重要保障，教师地位对法国社

会未来的发展起到深远影响。法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始终重视教师队

伍建设，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随着我国各级教育普及水平不断

提高，国民受教育机会不断扩大，受教育者收入水平显著提升，提

高教师的职业价值和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法国在实践过程中积累

的大量经验值得借鉴。 

 （撰稿：翟雨桐  侯隽林    审核：杨进） 

 

资料来源：（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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