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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概况
以下相关链接，有助于了解德国的国家概况：
http://de.wikipedia.org/wiki/Deutschland
http://www.deutschland.de
http://www.handbuch-deutschland.de
http://www.tatsachen-ueber-deutschland.de
http://www.magazine-deutschland.de

基本数据
人口: 82 258 000，外国人比例 8.8 %
首都: 柏林
其他大城市: 汉堡，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美因河畔，莱比锡，德雷斯顿
官方语言: 德语，少数民族语言: 佛里斯兰语，索布语，丹麦语和罗马语族
国民总收入: 24467.8 亿 欧元
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 联邦统计局和联邦内政部; 自己的计算

平均寿命: 男 77 岁，女 82 岁
人口增长: 平均寿命提高，出生人数降低。全民中年轻人比例下降，老年人比例上升。
行政: 民主议会制联邦国家，16 个联邦州
国家元首: 联邦总统 霍斯特·克勒，政府首脑: 联邦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博士
宗教: 62.6 % 基督教徒 (31.5 % 天主教徒，31.1 % 新教教徒); 3.9 % 穆斯林; 0.1 % 犹太教徒
其他数据:
- 失业率: 8.2 % (2008 年统计数据)
- 通货膨胀率: 2.8 % (200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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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成员: 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
共同体，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联合国所有重要的特殊组织。
(参考文献: 外交部，维基百科，联邦统计局，欧洲共同体统计局)

2 青少年工作的基本框架条件
2.1 儿童与青少年的状况
2.1.1 文化与生活方式
截止到 2005 年年底，居住生活在联邦德国的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约有 2620 万。与欧洲其它
国家相比，德国青少年的居住环境相对较为优越。德国年轻人喜欢并且经常到国内外旅行。
儿童与青少年的年龄构成（2005）:
6 岁以下: 4 346 145
6 – 15 岁: 7 303 727
15 – 29 岁: 14 541 674
出生率持续走低（目前平均每位育龄妇女 1.4 个子女）。与此同时，人均寿命不断攀升。人口
老龄化（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现象日益加剧，预计到 2040 年，人口老龄化将从目
前的 15%提高到 30%。按照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最新人口预测数据，到 2050 年，德国人口中
48 岁以上者将超过半数，六十岁以上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长期来看，即使从外国
移入人口多于从德国移出人口，德国的居民人数也会有所下降。
德国人口在微升至 8300 万后，将于 2013 年开始回落，并在 2050 年降至 1963 年的水平（约
为 7500 万）。这一预测结果立足于以下数据常量：平均每位妇女生育 1.4 个子女；到 2050
年男性人均寿命为 81.1 岁，女性人均寿命为 86.6 岁；迁入迁出人口正负相抵，每年净增人口
20 万。
导致德国人口长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过去的三十年和随后的五十年中，死亡人口超过新生
儿的数量。目前德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约为 73 万，到 2050 年将下降至 56 万，这一数字仅相
当于年死亡人口的一半。
低生育水平将导致五十岁以下的低龄人口数略逊于高龄人口数。到 2050 年，20 岁以下的人口
将从现在的 1700 万（约占总人口的 21%），下降到 1200 万（约占总人口的 16%）。60 岁以
上的人口将增长一倍（2800 万，约占总人口的 37%）。80 岁以上的人口，到 2050 年将增至
910 万，约占总人口的 12%（2001 年为 320 万，约占总人口的 3.9%）。
（数据来源：联邦统计局，网址：http://www.destatis.de)
2006 年进行的第 15 次 SHELL 青少年调查表明：青少年对于社会重大问题极为关注，拥有高
度的觉悟。他们敢于面对挑战，寻求解决办法，而不是知难而退。今天的青少年比较尊重老一
代的人。与四年前相比，他们对未来前景的看法，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家庭的
重要性越来越突出。72%的青少年认为，人需要家庭，才能真正幸福地生活。在 18 至 21 岁的
受访者中，近四分之三（73%）的青少年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调查显示，今天的青少年拥有
一个比较稳定的价值观。
相对于来自社会弱势家庭的青少年，家境富裕的青少年有更多的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对于未
来前景拥有多样的选择。来自社会弱势家庭的青少年大都就读于低级中学（五至九年初级中
学）和特殊学校，之后接受职业培训，尽管这些教育与其潜力并不一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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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教育阶段，女生的成绩优于男生，未来获得高等学历的机会更多。这一趋势，在 2002
年度的 SHELL 调查中就已经显示出来。在 2006 年的调查中，55%的受访女生力求通过高中
毕业考试，男生仅为 47%。
但是，最新的 SHELL 青少年调查也显示，在德国，大多数青少年与教会和宗教信仰的关系，
与过去相比趋于淡薄。“真正的”虔诚，在有移民背景的青少年中仍有很强的支持率。52%的
外籍青少年信仰一个拥有“人格”的上帝（神）；在德国青少年中，这一比例仅为 28%。
更多信息详见：http://www.shell.de/jugendstudie。
按照 2008 年少儿消费者分析统计，德国 573 万名 6 岁到 13 岁之间的少儿共有 37.9 亿欧元的
储蓄额 (2006 年: 35.9 亿)。每个月少儿得到约 23.3 欧元的零花钱 (2006 年: 20.5 欧元) 或者其
他钱。这些钱主要花在甜食 (59 %)、杂志或连环画册 (46 %) 和冰淇淋 (35 %) 上。在购置物
品愿望方面，手机遥遥领先。46 % 的少儿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手机 (2004 年: 57 %)。220 万个
手机 (2004 年: 160 万) 已经在该年龄组的少儿手中，其中大部分(180 万) 在 10 岁到 13 岁的少
儿手中。
6 岁到 13 岁少儿的商标牌子意识还是很浓重。尤其在非食品产品方面，这一点很明显，如运
动鞋、背包和书包、衣服和牛仔裤、学校用品和手机。
甜食消费和上年相比有所减少。巧克力再次受到青睐。而矿泉水已成为最大的消渴饮料。
男孩和女孩们最喜欢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度过业余时间。女孩子还是最喜欢听音乐和骑自行车。
男孩子除了骑自行车以外，更喜欢踢足球。400 万儿童定期阅读儿童杂志，70 % 的家长和他
们一起读。
更多内容http://www.ehapa-media.de/pdf_download/Praesentation_%20KVA08.pdf

链接
http://pressenetzwerk.d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Itemid=103 有关 2008 年青少年 + 文化的文章 约克·维尔特的“年轻、多彩、多元”(青少年主题的新闻
网络)

2.1.2 失业
2006 年第 15 次SHELL青少年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担心失去工作，或是找不到合适的
工作。2002 年，有此担忧的年轻人约占受访者总数的 55%，2006 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至
69%。对恶劣的经济状况和不断增长的贫困感到焦虑的年轻人，也从四年前的 62%上升至
66%。更多信息详见：http://www.shell.de/jugendstudie。
根据 ILO 的统计数据，截止到 2006 年 11 月，德国 25 岁以下青年人的失业率为 13.8%。
（数据来源：http://www.destatis.de）

2.1.3 犯罪
青少年刑事犯罪主要表现为男性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的违法行为，大都比较轻微，例如乘车逃
票或无证驾驶、辱骂他人、打架斗殴、购买大麻、偷窃、损坏他人财物或是入室盗窃等。
2003 年记录在案的犯罪嫌疑人中，14 岁以下儿童占 5.4%，14 至 21 岁的青少年和准成年人占
23%，21 至 30 岁的成年人占 22.8%。在德国籍的犯罪嫌疑人中，14 岁以下儿童占 5.8%，14
至 18 岁的青少年占 13.6%，18 至 21 岁的准成年人占 10.8%，21 至 25 岁的青年占 10.9%。
在非德国籍的犯罪嫌疑人中，14 岁以下儿童占 3.9%，14 至 18 岁的青少年占 9%，18 至 21
岁的准成年人占 9.6%，21 至 25 岁的青年占 15%。在德国籍的犯罪嫌疑人中，儿童和青少年
所占的比例较高；在非德国籍的犯罪嫌疑人中，青年人和成年人的比重较大。总体来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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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儿童犯罪嫌疑人的比例有所下降。2003 年，德国儿童犯罪嫌疑人的比例下降了
6.8%，非德国籍儿童犯罪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 2.4%。
在商店行窃，是 2003 年 14 岁以下德国籍儿童和非德国籍儿童最为常见的犯罪行为（其中德
国籍儿童 104757 人，作案 48811 起，与 2002 年相比下降 10.2%；非德国籍儿童 21601 人，
作案 9889 起，与 2002 年相比下降 4.1%）。位居第二和第三位的犯罪行为分别为：德国籍儿
童是损坏他人财物和身体伤害，非德国籍儿童为身体伤害和损坏他人财物。
2003 年，14 至 18 岁德国籍和非德国籍青少年最为常见的犯罪行为都是一般性偷窃，紧随其
后的是在商店行窃和身体伤害。在 18 至 21 岁这一年龄组中，德国籍准成年人最为常见的犯罪
行为是涉毒（与 2002 年相比增长 1.8%），其次是诈骗（与 2002 年相比增长 12.2%）和身体
伤害（与 2002 年相比增长 4.1%）；非德国籍准成年人最为常见的犯罪行为是触犯外国人法和
移民法（与 2002 年相比下降 15.3%），其次是诈骗和身体伤害（与 2002 年相比增长
4.9%）。整体来看，在 14 至 21 岁这一年龄组别，德国籍犯罪嫌疑人与 2002 年相比增长了
2.5%，非德国籍犯罪嫌疑人的数字则下降了 5.4%。
2003 年，青年犯罪嫌疑人的数量与 2002 年相比增长了 6.1%。非德国籍犯罪嫌疑人的数量下
降了 4.1%。在某些领域犯罪行为的增多令人担忧，特别是触犯枪械管理法的犯罪行为（与
2002 年相比，德国籍犯罪嫌疑人的数量增长了 91.2%，非德国籍犯罪嫌疑人的数量增长了
104%）。涉毒案件也呈现出增长态势，尤其是与大麻相关的案件，身体伤害案也有所增多。
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2003 年 55%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和 58.3%的准成年人（18 至 21
岁）犯罪嫌疑人为非德裔。法兰克福非德裔儿童犯罪嫌疑人约占儿童犯罪嫌疑人总数的
50.3%，领先于慕尼黑（40%）、科隆（38.5%）、斯图加特（38.3%）和曼海姆
（34.3%）。在新联邦州的大城市，非德裔儿童犯罪现象并不突出（开姆内茨 6.4%，莱比锡
4.6%，爱尔福特和波茨坦分别为 4%，德累斯顿 2.5%）。
（数据来源： 联邦形式警察局，http://www.bka.de/pks/pks2003/index2.html, 2005 年 4 月 29

日）

2.1.4 吸毒
与以往相比，青少年与毒品的接触越来越频繁。根据《2000 年联邦政府嗜瘾与吸毒报告》，
首次消费软毒品和硬毒品的年龄不断降低。低龄消费者吸食的主要是所谓的“派对毒品”
（Partydrogen）。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喝酒，其中一小部分每天饮酒。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有吸
食大麻的经历，在这方面，东西部之间差别不大。药物消费也波及到青少年。不来梅市一项针
对 14 岁儿童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承认有规律地进食药物。值得警示的是，为了提
高孩子的成绩，许多父母准备给子女提供药物。
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是稳定的烟民，女生和男生的比例大致相当。
非法吸毒主要是吸食大麻。超过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有过吸食大麻的经历。只有一小部分青少年
（3%-4%）服用迷幻药和安非他明。警察局报告的初次服用迷幻药的案例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
势。
（数据来源：《2000 年联邦政府嗜瘾与吸毒报告》）
《2006 年联邦政府毒品报告》:
http://www.bmg.bund.de/cln_041/nn_604240/SharedDocs/Publikationen/Drogen-undSucht/dsb2006.html
为吸毒者及其亲属和救援者提供信息的网站：http://www.drogen-hilf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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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律基础
2.2.1 重要法律
一般性法律：《民法》，《刑法》，《联邦社会福利事业法》，《就业促进法》。此外还有一
系列专门针对儿童和青少年困难处境的法律法规。其中最为重要的法律法规有：


《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法》（KJHG）：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儿童与青少年福利
事业提供法律基础，划分为以下年龄组：

儿童
青少年
年轻的法定成年人
年轻人






未满 14 岁者
14 岁以上，未满 18 岁者
18 岁以上，未满 27 岁者
未满 27 岁者

《传播危害青少年读物和媒体内容法》（Gesetz zur Verbreitung jugendgefährdender
Schriften und Medieninhalte）旨在保护青少年免受媒体的危害；《公共场所青少年保护
法》（Gesetz zum Schutze der Jugend in der Öffentlichkeit）（JÖSchG）旨在规范
青少年在餐馆进餐和消费酒精饮料时可能遇到的问题。2002 年这两部法律被合并为一部新
法，即《青少年保护法》（Jugendschutzgesetz），2003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新法规
定，在电子游戏产品上必须标注年龄限制，新法对烟草销售也作了更为严格的限定。
《青少年劳动保护法》（Jugendarbeitsschutzgesetz）：旨在保护青少年在就业岗位上
免受苛责，消除危险隐患。
《就业促进法》（Arbeitsförderungsgesetz）：确保劳动部有关青少年职业培训工作的
实施
《民役法》（Gesetz über Zivildienst）：2004 年 10 月 1 日起，变更民役法的相关细
则，民役期从原来的十个月缩短为九个月（与兵役期等同）。义务服兵役和民役者，应征
年龄仅限于 23 周岁之前（以前是 25 周岁）。义务服兵役者如果具备以下情况，可以申请
免服兵役或民役：已婚，登记同居，对至少一个子女拥有抚养权，或者至少已有两个兄弟
姐妹服过兵役或民役。

其它与儿童和青少年相关的法律，可查询联邦家庭/老年人/妇女/青少年事务部的网页：
http://www.bmfsfj.de，选择链接 > 法律（Gesetze） > 政治（Politikbereich）

2.2.2 与年龄相关的法律规定
规定
义务教育的初始年龄
电影放映的年龄限制等级
在企业内部，青少年代表享有主动选举权和被动选举权的最低年龄
有条件的判刑年龄
青少年（14 至 18 岁）的犯罪行为由青少年法庭审理，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准成
年人（18 至 21 岁），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其道德与心智发展被视为与青少年等
同。
不受限制的判刑年龄
获得以下驾驶执照的最低年龄限制：
时速低于每小时 25 公里的轻便摩托车
时速低于每小时 45 公里的轻型摩托车（M 级）
低于 11 千瓦即时速低于每小时 80 公里的轻动力摩托车（A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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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6
6,12,16,18
14
14
14-20

21
15
16
16
8

三轮小动力摩托车和四轮轻动力汽车（S 级）
小型汽车（B, BE）和 25 千瓦以下的中型摩托车（限制性 A 级）；2 年后颁发 A
级驾照，允许驾驶各种摩托车辆
超过 25 千瓦的重型摩托车（A 级，无任何限制）
载重汽车（各种等级）
全时工作许可（因各州全日制义务教育的年限有所不同）
夜班许可
在公共场所吸烟 / 烟草禁售的年龄上限
允许购买酒精饮料，烧酒除外
允许参加公共舞会至午夜 24 时
如果未来配偶已成年，经监护法庭批准，允许结婚的最低年龄
义务拥有身份证的最低年龄
经由父母同意，男生申请服兵役的最低年龄
男性义务兵役的年龄下限
有权加入工会（如果已开始学徒，或已确立劳动关系）的最低年龄
义务教育的终止年龄
法定年龄，成年
在社区选举中拥有主动选举权
在社区选举中拥有被动选举权

16
18
25
18 (21)
(15) 16
18
18
16
16
16
16
17
18
15/16
18
18
18
16

2.3 有关儿童与青少年的政策机构
2.3.1 重要部门及其职能范围
儿童与青少年政策的制定由联邦家庭/老年人/妇女/青少年事务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BMFSFJ, http://www.bmfsfj.de）负责。主要工
作包括：
 为跨地区和联邦一级的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的民间团体提供支持——不同的价值取
向，多种多样的内容、方法和工作形式。
 为青少年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体育教育提供支持，扶助参与环保年和社会福利年的
志愿者，协调国际青少年交流工作。
 委托独立的专家，撰写《儿童与青少年报告》——论述德国青少年的状况以及儿童与
青少年福利事业的发展。
 负责完善现有的联邦法律 （《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法》）。
 与其他联邦职能部门、各州、乡镇以及公共儿童和青少年福利事业保持紧密联系。
与儿童和青少年促进工作相关的政府各部：
联邦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联邦卫生部
联邦教育与研究部
联邦外交部
联邦内政部
联邦司法部
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http://www.bmas.bund.de
http://www.bmg.bund.de
http://www.bmbf.bund.de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
http://www.bmi.bund.de
http://www.bmj.bund.de
http://www.bmz.bund.de

德国联邦议会下属的家庭/老年人/妇女/青少年委员会负责协调以下工作：
家庭政策
- 拓展儿童保育工作，特别针对三岁以下的儿童，提高工作质量，满足更多需求
- 为家庭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适宜多代人居住的住房以及对儿童提供资助）
di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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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家庭提供经济资助，引入父母津贴，进一步提高儿童补贴
- 促进家庭、就业以及与家庭亲善之工作条件的协调一致
青少年与儿童
- 学前和校外的教育、培养与照料
- 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对更多事务的参与
- 教育机会平等
- 无暴力的成长环境，对《青少年保护法》进行评估
- 弱势青少年的机会，为他们的职业整合创造可能
- 对宽容与民主的责任心
- 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
民事服役与志愿者服务
- 民事服役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 拓展青少年志愿者服务以及跨代志愿者服务
移民与整合
- 移民青少年服务
- 一体化
- 强制性婚姻的问题
关注儿童利益委员会（Kommission zur Wahrnehmung der Belange der Kinder）同样隶
属于德国联邦议会。在第十六届当选人任期内，该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儿
童与体育/媒体/暴力/健康/残疾/生活变动/文化/日常生活/营养与消费者保护，以及儿童贫困问
题、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实施、儿童的自我决定和共同决策权、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儿
童与青少年社会福利工作、遗弃儿童、社会排斥和基础教育——为学龄前儿童提供资助等。

2.3.2 国家和地区性的儿童与青少年委员会
德国联邦青年社团联合会 (DBJR, http://www.dbjr.de) 是一个由以下部分组成的工作联盟: 24
个全国性青少年联合会、 16 个州级青年社团联合会以及 5 个承担咨询功能的衔接联合会。该
联合会 1949 年成立，其成员组织的性质广泛而丰富，从教会青少年联合会、生态青少年联合
会、以业余活动或社会为主的青少年联合会一直到童子军。由于历史原因，党派政治性青年联
合会以及大学生组织不属于德国联邦青年社团联合会的成员。所有与德国联邦青年社团联合会
相联的联合会均独立工作、各负其责、不受国家的直接约束和规定，当然，在联邦政府的儿童
与青少年工作计划范围内获得资金。在联邦州层面，16 个州级青年社团联合会，以及在地方
层面，无数个州区和城市青年社团联合会积极参与其中。
因为党派政治性青年组织不属于德国联邦青年社团联合会的成员，因此，为了在欧洲组织机构
中代表德国青少年组织的利益，于 1963 年成立了德国国际青少年工作国家委员会 (DNK,
http://www.dbjr.de/dnk)。其成员除了德国联邦青年社团联合会以外，还有政治青年联合会以及
自 2004 起德国体育青年联合会。德国国际青少年工作国家委员会，在多边关系领域中代表德
国青少年组织的利益。因此，在欧洲青年论坛中，它承担着国家青年委员会的功能
(http://www.youthforum.org)，并与许多国际机构密切合作，如欧盟、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
政治青年联合会的成员为政治性青少年组织，它们与联邦议会中的党派立场接近，或者是这些
党派的下属组织。它们轮流担任主席职位。
德国青年民主主义者- 左翼青年（Deutsche Jungdemokraten/innen - Junge Linke）,
http://www.jdjl.org
青年绿党（Grüne Jugend）, http://www.gruene-jugend.de
青年自由党（Junge Liberale）, http://www.julis.de
社会民主党下属的青年社会主义者（Jungsozialisten in der SPD）, http://www.jusos.de
德国青年联盟党（Junge Union Deutschlands）, http://www.junge-union.de
di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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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体育青年联合会 (dsj, http://www.dsj.de) 代表 950 万多个积极参与体育联合会活动的儿童
与青少年的利益。它是一个由以下部分组成的联合组织: 六大联合会的 53 个青少年组织、承担
特殊任务的体育联合会的 10 个青少年组织以及 16 个州级体育青年联合会。

2.3.3 儿童与青少年政策设施及其权限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九十余个跨地区的青少年联合会（参阅青少年联合会的工作），其中约
有四分之一完全由青少年自我组织。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政策问题，这些联合会具有相当大的影
响力和游说能力。
居于各联合会之上的最高一级机构是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工作委员会
（Arbeitsgemeinschaft für Kinder- und Jugendhilfe）（AGJ）（http://www.agj.de）。该
委员会是一个众多机构的联合体，包括联邦一级的青少年联合会、民间福利事业的顶级联合
会、中央专业组织、州属或部属的最高青少年机构以及州青少年局的联邦工作委员会，在跨地
区青少年福利事业的管理和实践中发挥作用，其工作在联邦范围具有重要意义。儿童与青少年
福利事业工作委员会（AGJ）为从事青少年福利事业的机构和联合会提供多种信息和资料。人
们可以从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工作委员会获得各跨地区青少年联合会的地址。

2.3.4 儿童与青少年政策的重心
德国儿童与青少年政策的制定和青少年工作，反映了联邦制国家的联邦制建构，也就是说，在
制定政策时，国家通常给与协会、联合会、教会或基金会以及其他独立机构一定的优先权，力
求尽可能地把工作重心置于县市乡镇等贴近市民的层面。大部分经费和财政资助由各州和乡镇
筹措。
本届联邦政府儿童与青少年政策的重心在于：照料儿童、青少年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培养青少
年对媒体的辨别力和批评意识、弱势青少年融入社会的问题、对于民主与宽容的积极性。
参阅行动计划。

2.3.5 行动计划
“一个对儿童公正的德国 2005-2010”（"Für ein kindergerechtes Deutschland 20052010" ）国家行动计划，旨在下列领域实施 2002 年 5 月联合国世界儿童峰会的决策：1. 通过
教育与培训实现机会平等，2. 远离暴力的成长环境，3. 促进健康的生活和健康的环境， 4. 儿
童与青少年的参与权，5. 为所有儿童提供相应的生活水准，6. 履行国际义务。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bmfsfj.de/RedaktionBMFSFJ/Broschuerenstelle/PdfAnlagen/nap,property=pdf.pdf，2005 年 5 月 2 日
针对就业市场和社会中排斥与歧视现象的行动计划：Xenos – 丰富多彩的生活与工作，
http://www.xenos-de.de。该计划由欧洲社会基金（ESF）资助。Xenos计划以反对社会排斥与
歧视为目标，针对仇外、不宽容和种族主义等，采取相应的行动措施。
联邦政府项目 “多元之精彩。追求多元、宽容与民主的青少年”首期 2007-2010 年。更多信
息: http://www.vielfalt-tut-gut.de
保护儿童与青少年免于性暴力和性剥削行动计划，该计划已于 2003 年 1 月结束，未来将侧重
与强暴儿童、儿童网络色情、贩卖儿童以及儿童卖淫作斗争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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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环境保护局的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侧重于儿童与健康。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apug.de/archiv/pdf/broschuere_kinder_suszept.pdf，2005 年 5 月 2 日

2.4 经费
2.4.1 国家财政支持
1993 年，在原有的联邦青少年计划的基础之上制定了《联邦儿童与青少年计划》（KJP）。
该计划不受一般性基金管理条例的约束，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儿童与青少年资助的主要手段。
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以及青少年工作，凡是超越各州与乡镇义务的，都可以依照《联邦儿童
与青少年计划》获得相应的支持与资助。获得经费支持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满足民间和
公共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需求的活动，以及在校外提供广泛的培训与教育任务。联邦家庭/
老年人/妇女/青少年事务部（BMFSFJ）作为最高一级的联邦专业行政机构，负责《联邦儿童
与青少年计划》的资金分配，具有跨地区意义的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均可提出经费申请。
2007 年《联邦儿童与青少年计划》用于各州、团体以及民间青少年福利事业经常性目的的补
贴经费预算为 10702 万欧元（2006 年为 10508.8 万欧元）。

2.4.2 私人及其他经费来源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一系列公立基金会和私立基金会，为青少年工作提供资助，或是长期资
助，或是具体的项目支持。企业也会为具体的项目提供全部或部分的经费支持。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基金会、慈善机构和经济企业有：
德国青少年邮票基金会（Stiftung Deutsche Jugendmarke e.V.）是德国最为著名的青少年
基金会之一。德国每年由联邦财政部长发行特种邮票，以“为了青少年”的名义增收附加税，
由此获得的盈利由德国青少年邮票基金会负责管理，经费支出依照基金会的章程，“为了青少
年的福祉”。
民主青少年基金会（Stiftung Demokratische Jugend）（http://www.jugendstiftung.org） 旨
在为新联邦各州的青少年社会工作项目提供优先资助。其重心在于：改善业余文化生活，对弱
势青少年进行培训，鼓励自我创新，提供帮助与服务等。
德国壳牌股份公司（Die Deutsche Shell AG），多年来一直为有关儿童与青少年状况的学术
研究提供经费支持（Shell青少年研究，http://www.shell.de/jugendstudie）。
青少年研究基金会（Die Stiftung Jugend forscht e.V.）（http://www.jugend-forscht.de），
创建于 1965 年，是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明星》周刊以及众多地区性赞助公司共同支持的一
个项目。该基金会主要通过举办各种竞赛，对青少年的科学研究进行资助。
SK 青少年与媒体基金会 (SK Stiftung Jugend und Medien) (http://www.sk-jugend.de) 是众
多地方性自发组织的例子之一，它们向当地青少年提供资金支持。科隆波恩储蓄银行的公益基
金会，从 1976 起向当地 10 岁到 21 岁的青少年提供信息、咨询和培训服务。其服务内容包括
创造性媒体教育以及职业取向方面的课程和研讨会。除此以外，教育学者基金会陪同和指导学
校与青少年教育机构中的项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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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的实践
3.1 青少年联合会的工作
3.1.1 青少年联合会工作机构概览
青少年联合会的工作属于社会化的范畴，以自愿、自我组织和自我决定为特色。在教育与培
训、社交与业余生活以及帮助和咨询之外，青少年联合会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国家与社
会中代表青少年各方面的利益。这就意味着断面政治，也就是说，对所有与年轻人利益相关的
政治进程和决策行为施加影响。
青少年联合会可以视为全体儿童、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联合，工作的开展不受国家和政府的
影响，实行自我负责。经费开支来自公共财政。工作人员的非报酬性劳动，是青少年联合会工
作的基础。
青少年联合会的工作，首先是教育与培训工作。与学校教育不同的是，青少年联合会的教育与
培训工作，原则上以自愿为基础，没有成绩和分数的压力。因此，也被称之为校外青少年工作
或校外青少年教育。
目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九十多个跨地区的青少年联合会，反映了青少年丰富多彩的兴趣与
活力。联合会的形式多种多样，极为丰富，青少年的组织程度相对也比较高。据估算，大约四
分之一的德国青少年，也就是 600 万人，加入了各种有组织的社团或联合会（不包括德国体育
青少年联合会）。青少年联合会的工作目前呈现出一个趋势，即在协会内部从事或准备从事非
报酬性工作的青少年越来越少（体育协会除外）。

3.1.2 跨地区的青少年联合会
以下所列是全德九十余个跨地区青少年联合会中的几个例子：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盟协会（DOSB）下属的德国青少
年体育联合会（Deutsche Sportjugend），德国体育联
盟青少年部，是德国国内拥有最多会员的青少年联合会
德国联邦青少年社团联合会（Deutscher
Bundesjugendring – DBJR），联邦一级青少年联合会的
工作委员会
青少年政治联合会（Ring Politischer Jugend – RPJ），
包括各种青少年政治团体。这些团体或是与联邦议会内
某一党派立场相近或隶属于某一党派，联合会主席一职
由各团体轮流担任。
德国青年民主主义者- 左翼青年
青年绿党
青年自由党
社会民主党下属的青年社会主义者
德国青年联盟党

http://www.dsj.de

http://www.dbjr.de

http://www.jdjl.org
http://www.gruene-jugend.de
http://www.julis.de
http://www.jusos.de
http://www.junge-union.de

3.2 政治教育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校外青少年教育的框架体系中，青少年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青
少年政治教育旨在向年轻人传播有关社会与国家的知识，培养青少年对政治事件与冲突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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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加其对自身权益以及对社会义务与责任的认识，提升其参与构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和
国家秩序的热情。
在德国，从事青少年政治教育的机构和组织多种多样。其中几个组织联合成立了一个共同的青
少年政治教育创意联合体（Initiative der Träger politischer Jugendbildung）（GEMINI,
http://www.bap-politischebildung.de）。该机构包括德国教育之家工作委员会（Arbeitskreis
deutscher Bildungsstätten）（AdB），工作与生活联邦工作委员会（Bundesarbeitskreis
Arbeit und Leben）（AuL），天主教社会教育组织工作委员会（Arbeitsgemeinschaft
katholisch-sozialer Bildungswerke）（AksB），德国业余大学联合会（Deutscher
Volkshochschulverband），基督教青少年社会政治教育团体（Evangelische Trägergruppe
für gesellschaftspolitische Jugendbildung）以及乡村教育中心联合会（Verband der
Bildungszentren im ländlichen Raum e.V.）。

3.3 文化教育
校外青少年文化教育，对于年轻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德国，从事校外青少年文化教育的
专业组织由此确立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对青少年的文化教育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校外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个性发展，引导年轻人参与社会文化生活。它为青少年接触
艺术与文化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方式与渠道，鼓励青少年在音乐、舞蹈、音韵、游戏、戏剧、文
学、造型艺术、建筑、电影、摄影、录像、媒体和计算机等方面进行各自独特的造型与审美实
践。此外，校外文化教育还有助于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其判断力、批评能力，
以及对社会中各种熟悉或陌生的文化现象的宽容，为青少年业余生活的构建提供更多有意义的
可能性，使其对自身环境进行清醒、自觉和主动的认识与分析。
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际青少年工作协会（IJAB）专业委员会出版的手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的儿童与青少年政策，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结构、组织与机构》（Kinder- und
Jugendpolitik, Kinder- und Jugendhilf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trukturen, Organisationen, Institutionen），对从事文化教育的团体与机构进行了比较全
面的介绍。订购信息详见IJAB的主页：http://www.ijab.de。
联邦范围内众多专业团体、机构以及各州联合会之上的最高一级组织，是联邦儿童与青少年文
化教育联合会（Bundesvereinigung Kulturelle Kinder- und Jugendbildung）
（http://www.bkj.de）。
代表儿童利益的委员会 (儿童政策委员会) 对儿童与文化主题的看法:
http://www.bundestag.de/ausschuesse/a13/kiko/Empfehlungen_und_Stellungnahmen/Kinder
und_Kultur.pdf

3.4 体育
和以往一样，体育在德国青少年的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德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
（Deutschen Sportjugend）（http://www.dsj.de）的成员约有九百万人。也就是说，在 27
岁以下的年轻人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参加了各种体育协会。德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具有
青少年政治和体育政治的双重作用。它有助于年轻人的个性发展，培养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能
力，激发儿童与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在体育运动中开展的青少年工作，是对年轻人的教育工
作。在此基础之上，德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面向所有儿童与青少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实
践活动。
除了学校体育活动之外，在协会、商业设施或非正式运动场所进行的校外儿童体育活动，对于
大多数儿童来说，是他们在朋友圈中演练社会行为的重要方式。相对于西部各联邦州的儿童，
来自东部各联邦州的儿童较少参与有组织的协会体育活动。
dija.de

14

有移民背景的儿童和青少年参与有组织体育活动的情况，联邦范围内目前没有做相应的调查。
根据个别联邦州的调查结果进行估算，约有百分之五至十的移民青少年，参与有组织的体育活
动。
在德国，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是足球，这一项目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女孩和女青年的喜爱。目
前在各种足球协会注册的十八岁以下青少年约有二百万人，在七至十四岁这一年龄组中，约有
十八万女孩会员。
其它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为（按成员数目排序）：体操、网球、手球、游泳、田径、乒乓球、排
球、篮球、羽毛球和滑雪。在体育协会项目之外，德国青少年非常喜欢骑车和轮滑。
一般来说，体育场所的设施与装备非常精良。但是许多城市和乡镇缺少经费用于设施的维护与
现代化。在公共体育场所，轮滑板道之类的设施建设大都是由私人赞助的。
（资料来源：德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http://www.dsj.de；《第一部德国儿童与青少年体育报
告》，Schorndorf 2003）

3.5 青少年社会福利工作及对儿童的救助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青少年社会福利工作包括为青少年提供的各种设施、服务、活动等，帮助
青少年寻找社会定位和社会认同，使之成为被认可与负责任的社会一员。工作重心在于为年轻
人提供与就业相关的帮助，通过咨询服务和社会教育辅导，平衡社会弱势与个人缺陷对青少年
个人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此外，青少年社会福利工作还对年轻人的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提供支持与资助，帮助他们更好
地融入工作环境与社会生活，促进年轻人的职业发展。
德国青少年社会福利工作形式多样，并与多种社会工作相关联。作为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的
一部分，青少年社会福利工作被纳入《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法》的框架内。此外，青少年社
会福利工作还与多种法律条文相关，或是从中获得经费支持，或是对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发展施
加影响。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业促进法》。
青少年社会福利工作合作联盟（Kooperationsverbund Jugendsozialarbeit）是由各青少年
社会福利工作组织与机构组成的一个全国性联合会。合作联盟的目标在于，加强议会游说活
动，为在社会与政策中处于弱势的年轻人争取利益。合作联盟致力于加强青少年社会福利工作
领域各组织与机构间的紧密合作。除了青少年福利事业团体，雇主、工会、学术机构、联邦政
府各部和劳动局，都是联盟未来计划的参与者。
访问网站http://www.jugendsozialarbeit.de可以得到更多讯息以及有关德国天主教青少年社会
福利工作的资料。

3.6 宗教团体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帮助
德国教会青少年工作提供的服务，以基督教人生观为导向。教会青少年工作力图在“无私与忘
我的服务中，激发青少年认同基督精神，并实践之。”（维尔茨堡教区教会青少年计划）。教
会青少年工作强调青少年的受教育权，传播阐释基督教的人生观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使之成
为成功生活的源泉。教会青少年工作致力于青少年鲜明个性的发展，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行为
表率，培养青少年积极的人生态度。
青少年联合会工作，是团结儿童与青少年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形式。天主教青少年工作，主要
由德国天主教青年会（BDKJ, http://www.bdkj.de）联邦最高联合会组织，通过群祷、宿营以
及各种活动，宣扬亲和的集体感和基督价值观。德国天主教青年会会员众多，包括德国圣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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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军（Deutsche Pfadfinderschaft St. Georg），青少年基督工作者（Christliche
ArbeiterInnen Jugend）（CAJ），德国天主教乡村青少年运动（Katholische
Landjugendbewegung Deutschlands）（KLJB）及其他多个组织。德国天主教青年会
（BDKJ）是县市、教区、各联邦州和联邦境内教会青少年工作的主体，通过各会员组织，在
牧区和其他地区实践教会青少年工作。
德意志联邦和国新教青年工作委员会（Arbeitsgemeinschaft der Evangelischen Juge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V.）（aej, http://www.evangelische-jugend.de）是德国新教青
年的大联合。该组织作为权威机构，代表全体新教青少年的利益，与联邦政府各部、专业组织
和国际伙伴进行交往。德意志联邦和国新教青年工作委员会拥有 36 个会员团体，代表 120 万
年轻人，会员包括德国新教教会（EKD）各州教会青少年工作委员会、独立教会青少年工作委
员会、新教卫理公会青少年组织（Jugendwerk der Evangelisch-methodistischen Kirche）
（EmK）等。
自由教会的青少年工作由以下五个组织进行:
- 新教-卫理公会教会的青少年服务处 (EmK, http://www.emk.de)
- 自由新教教区的联邦级青少年事务处 (BFEG, http://www.feg.de)
- 德国新教-自由教会教区的联邦级教区青少年服务处 (GJW, http://www.gjw.de)
- 新教兄弟会的青少年工作 (http://www.ebu.de)
- 独立新教-路德教会的青少年服务处 (SELK-Jugend, http://www.selk-jugend.de)
目前德国约 320 万穆斯林当中，大约一半是儿童和青少年。清真寺协会为学前儿童提供语言
班，也提供计算机班、体育班和共同的业余活动 (参考文献: 家庭教育与家庭咨询如何为穆斯
林家庭服务? 指南手册。联邦家庭、老人、妇女与青年部，2008 年。
http://www.bmfsfj.de/bmfsfj/generator/Kategorien/Publikationen/Publikationen,did=113808.ht
ml, 4.11.08)

链接
www.aagb.net – 德国阿拉维派穆斯林青少年联合会联邦网站，该联合会是 16 岁到 27 岁信仰
阿拉维派伊斯兰教青少年的自发组织，为德国联邦青年社团联合会的衔接联合会。
教会与青少年——德国捷克青少年工作比较研究。参阅：《彼此之间——德国捷克青少年交流
工作指南》（杜塞尔多夫市青少年之家 2000 年出版）（Miteinander – Společně. Arbeitshilfe
für deutsch-tschechische Jugendbegegnungen, Jugendhaus Düsseldorf 2000）。

3.7 有移民背景的儿童和青少年融入社会的问题
在联邦德国，约四分之一 (27 %) 的 25 岁以下儿童与青少年来自有移民背景的家庭 (参考文献:
http://de.statista.org/statistik/daten/studie/1448/umfrage/anteil-der-familien-mitmigrationshintergrund-nach-kinderanzahl/, 最后一次点击于 2008 年 11 月 3 日)
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儿童和难民儿童，在联邦共和国内的处境尤为艰难。截止到 2003 年年底，
在德国境内约有七万六千名儿童和青少年没有确定的居留身份。其中数千人被排斥在义务教育
的大门之外，因为他们的父母正在申请政治避难，其家庭在德国只是容忍性居留，尚未获得任
何正式的居留身份。在巴登-符腾堡州、黑森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萨尔州和萨克森-安哈特
州，无确定居留身份的难民儿童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义务，而只是拥有上学的权利。
为了提升外籍青少年获得就业培训岗位的机会，联邦教育部（BMBF）启动了十个职业培训资
格鉴定网络（BQN）。手工业同业公会、工会、学校和企业，在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对移
民青少年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寻找就业岗位。联邦教育部还着手启动一项计划，与日益严重的
歧视移民青少年的现象作斗争。根据联邦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目前只有 39%拥有移民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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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能够进入二元体系（企业/职业学校）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而在德国青少年中这一比
例超过了 60%。更多信息详见：http://www.kompetenzen-foerdern.de。
（资料来源：德国地球人类协会）（terre des hommes），
http://www.tdh.de/content/materialien/download/index.htm?&action=details&id=171, 2005 年
5 月 2 日；德国联邦议会：http://www.bundestag.de/bic/presse/2005/pz_050322.html, 2005
年 5 月 2 日）
联邦政府的融合项目专员也指出，移民青少年糟糕的职业教育状况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籍青少年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不断下滑。40%的外籍青少年，没有获
得任何中等教育学历；而在德国青少年中，这一比例仅为 12%。德国目前约有一千四百万居
民拥有移民背景。其中包括外国人、东欧日耳曼裔回迁者、入籍者以及从国外返乡的德国人。
四分之一的新生儿，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是外国人，五分之一的婚姻是跨国的婚姻。

（资料来源：
http://www.integrationsbeauftragte.de/download/Memorandum_Endfassung.pdf，2005 年 9

月）
在体育方面，名为“体育融合”（http://www.integration-durch-sport.de）的联邦项目，试图
通过开展多种业余体育活动等融合措施，帮助东欧日耳曼裔回迁青少年和其他外来移民青少年
融入德国社会。
拥有德国容忍性居留权的儿童和青少年，也可以参加儿童和青少年旅行。2005 年 9 月，德国
联邦青少年社团联合会（DBJR）全体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将难民青少年的生存
状况问题纳入青少年工作。德国联邦青少年社团联合会指出，“构建移民社会”和“文化间的
裂隙”等中心议题，在实践中往往由于法律框架的限制无果而终。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dbjr.de/index.php?m=4&pid=77&UID=77218fb1fa31502cfe52f08b87fc81e3。
德国青少年移民服务中心（http://www.jugendmigrationsdienste.de）为 27 岁以下的新移民，
提供免费的特殊咨询服务。义务教育框架之外的新移民，是青少年服务中心优先咨询和关注的
对象，通过开设融合课程（语言课程和有关德国国情的辅导课程），帮助新移民更好地融入社
会。服务中心负责协助移民青少年分析自身的优势与劣势，量身制定相应的融合计划，确定其
在就业培训市场中的定位，或是进入继续教育学校学习。服务中心还将帮助新移民青少年，与
当地青少年或其他有移民背景的青少年建立联系。
负责青少年工作的各种联合会，发起了多种项目，用以促进跨文化开放，以及协助有移民背景
的儿童与青少年适应、融入、参与社会、生活、学习或就业，例如:
- 德国新教青少年联合会工作联盟 (aej, http://www.evangelische-jugend.de) 与新教青少
年社会工作联合会联邦级工作联盟进行合作: 全国项目“TANDEM - 对有移民背景的
儿童与青少年的教育资助”。该项目的目的在于，面向有移民背景的儿童与青少年，
开放新教儿童与青少年工作的校外教育服务项目，并促进他们加入到义务工作的组织
结构中。 为了达到该目的，八个不同地点的新教青少年联合会项目承担机构，与当地
协助有移民背景的青少年融入新生活环境的服务工作处确立了伙伴合作关系。该项目
合作双方发起多种行动，从有关跨文化冲突调解的舞蹈项目和话剧项目，到儿童与青
少年的短暂业余活动。
- 巴伐利亚州青少年红十字会 (http://www.jrk-bayern.de): 项目 “混合起来做 ...参加
吧！”其目的是促进联合会的跨文化开放。该项目中，一方面促使青少年红十字会的
成员关注跨文化主题和多元性，另一方面，通过各种不同活动使得有移民背景的儿童
与青少年对青少年红十字会感兴趣。与新赢得的青少年一起，共同开发青少年工作的
服务项目。就跨文化开放主题，在联合会的各种不同层面展开讨论。该项目首先重点
在四个地区进行 (艾夏何-弗里德贝尔克，奥格斯堡市，兰兹胡特和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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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有移民背景的青少年的就业资助:
http://dip.bundestag.de/btd/16/048/1604818.pdf (联邦政府于 2007 年 3 月 23 日针对自由民主
党于 2006 年 5 月 17 日的大事询问所进行的答复)

链接
www.bpb.de/themen/TI50RA,0,Bildung_und_Integration.html -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卷宗，主题:
有移民背景的儿童与青少年的教育与社会参与

3.8 青少年信息
3.8.1 儿童与青少年信息咨询中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地方青少年工作系统的青少年信息领域，青少年信息中心非常活
跃，具有提供一般性信息和咨询的功能。青少年信息中心主要面向青少年和特定的受众群体，
针对各种不同的问题和矛盾处境提供咨询服务。对于青少年在吸毒、酗酒、学校、艾滋病、文
化、业余生活、旅行等方面提出的问题，信息中心可以直接予以解答和建议，对于某些疑难问
题，信息中心将帮助青少年接洽专业的咨询机构。
1967 年 1 月，在慕尼黑设立了德国第一家青少年信息中心（http://www.jiz-m.de），之后各地
纷纷效仿这一做法，在德国许多大城市都设立了类似的青少年信息咨询机构。
在许多政府机构、青少年中心、青少年联合会，以及自助团体、青少年媒体和青少年研究机
构，都设有相应的青少年资讯服务。
青少年信息的传播采用非中心化的形式，依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联邦制架构。信息机构遍布
地方、乡镇、地区以及各州等全联邦各个层面，贴近每一个青少年。近年来，青少年信息的重
要性迅速提升。新媒体的发展，也为青少年获取信息提供了更多与更丰富的可能性。2004 年
9 月在线开设了全国青少年网络门户网站（Jugendportal Netzcheckers）
（http://www.netzcheckers.de）。
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专业人员网（Fachkräfteportal der Kinder- und Jugendhilfe）
（http://www.jugendhilfeportal.de），为从事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的专业人员提供了一个信
息合作与交流的平台。所有基于职业或义工的兴趣、与培训相关或有科研背景的人士，或是对
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感兴趣的普通民众，都可以通过这一网站获得系统而详尽的数据资料。
该网站提供的信息覆盖广泛，包括联邦、各州和地区层面相关机构的各种议题和资料，各种活
动信息和项目信息，有关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的最新消息，以及大量的就业信息等。该网站
并非复制信息，而是列出相关链接，用户可以登陆相关网站，获取更为详尽的信息。
青少年信息网（Jugendinfonetz.de）（http://www.jugendinfonetz.de），是为从事青少年信
息咨询工作的专业人士开设的一个网络平台。德国境内所有与青少年资讯相关的机构，都可以
参与这一网络的建设。

3.8.2 儿童与青少年媒体
青少年媒体在联邦共和国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创办于 1956 年的《太棒了》（Bravo），最
初是一份电视报，后来发展成为一份青少年报刊，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青少年读者的神经。其
他青少年杂志如《Pop Rocky》和《爆米花》（Popcorn）等，早已成为媒体巨头。

dija.de

18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媒体从经济奇迹时期宣传教育的沉闷氛围中解放出来。德国电视二台
（ZDF）推出青少年栏目《直截了当》（direkt），话题的尖锐性和传播之广，常常让人有导
火索一触即发的隐忧。
八十年代，青少年媒体的发展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印刷媒体还是广播电视，都缺乏创新。进
入九十年代，青少年媒体市场重新活跃起来：许多新的杂志成功登陆媒体市场。在突然崛起的
私营广播电视台的竞争压力下，公营广播电视台重新发现了青少年这一受众群。
青少年媒体市场进入了一个巨大而快速变革的活跃期。新的电视栏目或期刊不断涌现，与之相
伴的是一种新的青少年时尚，持续一段时间后又迅速消失。当时尚不再成为时尚而成为过去
时，青少年和赞助者都会对其失去兴趣。
电子媒体的出现并没有影响年轻人继续阅读杂志。音乐电台 VIVA 和 MTV 虽然从青少年期刊
拉走了广告客户，但是并没有带走读者。1990 年以来青少年期刊发行量的提升，就可以证明
这一点：1995 年青少年期刊的发行量为 480 万份，1991 年只有 350 万份（大约 1400 万 14
至 26 岁的年轻人构成了德国青少年媒体的核心受众群）。
近几年尤其成功的是所谓的女孩杂志。1988 年《棒女孩》（Bravo Girl）掀起了女孩杂志的成
功浪潮。报纸《布里吉特，年轻女孩》（Brigitte Young Miss），1990 年作为女性杂志《布里
吉特》（Brigitte）的特刊开始发行。
九十年代活跃的不仅仅是期刊市场。新成立的私营电台播放的节目，吸引了绝大多数的年轻听
众，音乐电视台 MTV 和 VIVA 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年轻人把音乐电视当作广播来收听，公
营电台（德国公法性广播电视台，ARD）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以挽留青少年听众。其中尤为成
功的是西德广播电台的《一台直播》（Eins Live）。从原东德青少年电台 DT 64 演变而成的
中德意志广播电台（MDR）青少年频道《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也获得了成功。ARD 下
属的其他青少年电台，如 N-joy （北德意志广播电台，NDR），西南广播电台第三套节目
（SWF3）以及 Fritz（布兰登堡广播电台，RBB），在 14 至 29 岁受众群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也
不断提升。
在所有媒体中，电视台与青少年受众之间的问题看起来最多：几乎没有一个青少年节目可以长
寿。对于电视制作人来说，青少年是所有受众中最难面对的一个群体：西德意志电视台
（WDR）的一份研究显示，14 至 16 岁的青少年平均每天收看电视 96 分钟，在全德所有年龄
组中，收看电视的时间最少。他们中的多数人经常收听音乐电台 MTV 和 VIVA 的节目。这两
个电台被年轻人视为时尚的引领者。节目制作所使用的音乐、语言和方式，成为青少年文化的
一部分。（本段文字大部分由 Ulrich Kalhöfer 撰写）
2004 年儿童消费者分析报告（KidsVerbraucheranalyse 2004）显示，6 至 13 岁儿童的阅读兴
趣略有上升。接受调查的 22 种儿童期刊，读者群覆盖全国 69%的女孩和男孩（2002 年为
64%）。读者范围最广的是《米老鼠杂志》（Micky Maus），16.2%的儿童读者阅读该杂志，
紧随其后的是儿童杂志《少年》（Junior）（12.8%）。22.7%的男孩阅读《米老鼠》杂志。
最受女孩子欢迎的是关于温迪的马（Pferde Wendy）的杂志（11.2%），其后是《少年》
（10.2%）和《米老鼠》（9.3%）。深受这一年龄组儿童喜爱的杂志还有《迪斯尼滑稽袖珍
书》（Disneys Lustiges Taschenbuch），《Bibi Blocksberg》，《辛普森》（die
Simpsons），《本雅明的小花》（Benjamin Blümchen）和《蒲公英》（Löwenzahn）。
（资料来源：《2004 年儿童消费者分析报告》，
http://www.ehapa.de/ehapa/e7/e36/e37/e1539/index_ger.html, 2005 年 4 月 28 日）
有关德国儿童与青少年媒体的其他信息可查询青少年媒体俱乐部协会（Jugendpresseclub
e.V.）的相关链接：http://www.jugendpresseclub.de/lin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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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国际合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Eurodesk（http://www.eurodesk.org） 的成员，这一欧洲青少年信息网
络涵盖有关欧洲青少年的各种信息，包括培训、教育、流动以及资助项目等。各网络伙伴提供
相关的国家数据，对现有的数据库进行补充。Eurodesk德国代表处设在IJAB – 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国际青少年工作协会专业委员会（Fachstelle für Internationale Jugendarbei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V.）。更多信息详见：http://www.eurodesk.de。
IJAB 是ERYICA （European Youth Information and Counselling Agency,
http://www.eryica.org）的会员。ERYICA是欧洲各青少年信息服务机构的联合体。

3.9 儿童与青少年旅行
3.9.1 儿童与青少年的旅行行为
在德国，为 18 至 21 岁的准成年人提供的旅行服务有许多种。年轻人最喜欢自己组织旅行。
14 至 19 岁的青少年中，约有四分之三每年会作时间较长的假期旅行。西班牙和法国在旅行目
的地的排名中遥遥领先。各种各样的廉价机票可以满足年轻人一时兴起的旅行愿望。旅行杂志
和青少年期刊上的文章，或是朋友之间的谈话，都有可能成为旅行决定的缘起。青少年希望在
旅行中愉悦身心，经历新事物，结识新朋友。
青少年或是独自旅行，或是与朋友或家人一起旅行，或是加入可以满足青少年愿望的旅行俱乐
部。商业机构依据市场调查，推出适宜青少年的各种旅行项目。德国青少年旅行姆卡呈现出高
增长态势。
不断增大的旅行需求与就业市场的巨大压力不无关系。有无旅行以及在国外实习或培训的经
历，成为青少年找工作时的一个背景因素。希望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高中毕业生，尤其希望借
助在外国旅行生活的经验，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为青少年提供家庭服务旅行，以及到国外
学习 语言、实习和短期工作的机构越来越多。在联邦范围内，平均有 5%的中学生（高中教育
阶段）有一学年是在国外度过的。在汉堡，外国交换生的数量非常之多，一些学校外国交换生
的比例甚至达到了两位数。在各联邦州，外国交换生比例最低的是巴伐利亚州。随着普通教育
学制的缩短，即小学和初、高中教育从原来的 13 年缩短为 12 年（在几个联邦州已经开始实
行，其他各州也会相继推行），预计未来中学生在国外学习一年的兴趣会大大降低。因为在国
外学习期间的成绩在德国通常不被承认，这就意味着必须复读一年。
（资料来源：http://www.schueleraustausch.de）

3.9.2 青年旅馆及其他青少年住宿设施
目前在德国共设有 604 个青年旅馆。在所有旅游地区都能找到德国青年旅馆协会的房子。大部
分青年旅馆也面向家庭旅行者开放，同时提供体育健身的场地。许多旅馆为乘坐轮椅的人士提
供相应的便利设施。青年旅馆分为四个等级；住宿费包括一顿免费早餐，每天在 15 至 25 欧元
之间。查询更多信息请登陆德国青年旅馆协会的网站：http://www.djh.org 或
http://jugendherberge.de。
德国自然之友青少年协会下属的 400 余家旅社，也提供价格低廉的住宿。旅社一览表及其他相
关信息可登陆协会网站：http://www.naturfreundejugend.de。
基督教青少年假日服务协会联邦工作委员会（Bundesarbeitsgemeinschaft Evangelischer
Jugendferiendienste e.V）（http://www.bej.de）与SOKEV合作出版了一张光盘，收录了德
国境内 5000 余个非营利性和自我管理的集体住宿设施。该数据库名为Gru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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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德国境内集体住宿设施的另一个数据库（德国中心目录）由袖珍指南编辑部（Redaktion
Vademecum）整理，参阅网页：http://www.gruppenunterkuenfte.de。

3.9.3 旅行提示和信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铁路网非常发达，大城市间的交通极为便利。小城市和支线铁路的车次相
对较少。近年来迫于精简和结构改组，德国铁路的总体形象面对很大压力。
有关德国铁路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各种优惠措施，可访问德国铁路的主页：
http://www.bahn.de。该网页同时提供订票服务。
更多信息详见：http://www.germany-tourism.de。
有关德国青少年服务信息，可以登陆欧洲青少年门户网站（Europäischen Jugendportal）：
http://www.europa.eu.int/youth/travelling_europe/index_de_de.html

3.10 国际青少年工作
3.10.1 中心结构
以下是联邦一级的机构和组织：
- 德法青少年协会（Deutsch-Französisches Jugendwerk）
(http://www.dfjw.org)
- 德国波兰青少年协会（Deutsch-Polnisches Jugendwerk）
(http://www.dpjw.org)
- 波罗的海青少年事务秘书处（Baltic Sea Secretariat for Youth
Affairs/Ostseesekretariat für Jugendangelegenheiten）
(http://www.balticsea-youth.org)
- 德国捷克青少年交流协调中心——双人自行车（Koordinierungszentrum
Deutsch-Tschechischer Jugendaustausch – Tandem）
(http://www.tandem-org.de)
- 德国以色列青少年交流协调中心ConAct（Koordinierungszentrum DeutschIsraelischer Jugendaustausch ConAct） (http://www.ConAct-org.de)
- 德国俄罗斯青少年交流基金会（Stiftung Deutsch-Russischer
Jugendaustausch）(http://www.stiftung-drja.de)
从事青少年工作的领导人员、工作人员和专业人士之间的国际交流活动，目的在于交流专业经
验。国际交流活动由相应的专业组织负责，或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际青少年工作协会专业委
员会（IJAB – Fachstelle für Internationale Jugendarbei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V.）（http://www.ijab.de）承担。
“欧洲青少年”——欧盟项目“青少年在行动”德国代表处（JUGEND für Europa, die
Deutsche Agentur für das EU-Programm JUGEND IN AKTION）（http://www.webforumjugend.de），是欧洲民族国家网络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在于，协助欧盟委员
会和德国联邦家庭/老年人/妇女/青少年事务部，实施“青少年在行动”（JUGEND IN
AKTION）项目。这一重点项目也包括欧洲志愿者服务计划。
德国联邦青年社团联合会、德国体育青年联合会和政治青年联合会构成了德国国际青少年工作
国家委员会。在多边关系青少年合作的各种组织结构中，德国国际青少年工作国家委员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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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青少年组织的利益 (如在欧洲青年论坛中)，并与国际机构合作，如欧盟、欧洲委员会和联
合国。有关德国国际青少年工作国家委员会的更多信息: http://www.dbjr.de/dnk。
随着欧洲的进一步凝聚，多边跨国合作对于青少年联合会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在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框架内，为青少年创造相应的参与机制。

3.10.2 与德国的合作
参阅国际合作（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及其他国家的有关章节。

3.10.3 国际合作
德国国际青少年政策合作的重心在于，为青少年及从事青少年工作的专业人士的交流项目提供
支持和资助。通过认识和了解其他国家、人民和文化，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通过对
他人的理解，能够对自身的处境做出更好的判断。中心工作是促进欧洲意识和欧洲合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际青少年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和机构进行：在欧盟和欧洲
委员会成员国的层面上，由德国联邦家庭/老年人/妇女/青少年事务部（BMFSFJ）参与欧洲青
少年政策合作委员会的工作；遵循现有的青少年政策合作的双边协议，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与其他国家在青少年政策领域进行双边合作的各种专业委员会。
目前德国已与大约三十个国家达成了政府间协定和协议， 通过双边委员会确定与相关国家的
交流方针、交流方式和交流范围。除了单纯的交换与交往项目，还可以就特别突出的话题和领
域，举办与培训和继续教育相关的特别项目。这些项目通常由从事青少年工作的民间机构负责
实施，主要是青少年社团、教育机构、从事青少年教育和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其他组织和机构，
以及国际青少年集体服务和社会服务组织（Workcamps），此外还有地方行政机关等。
德国青少年工作在国际合作领域，不同时期侧重的国家也有所不同。过去是法国、欧盟国家，
1989 年以后侧重于中欧和东欧国家，特别是邻国波兰。海外国家中保持良好关系的有日本，
以及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智利、哥伦比亚）。与中国的合作是近期的工作重点。

4 其他
4.1 全文文件
2006 年 9 月 14 日最新签署的德中关于青少年专业工作领域合作的协议，在此将其作为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所签署的无数双边协议的代表，予以介绍
(http://www.ijab.de/downloads/news/Vereinbarung-D_CH.pdf)。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其他协议，可以在其他国家的全文文件一栏中找到。

4.2 参考文献说明
儿童与青少年
- 儿童与青少年政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结构。机构。组织。德国
国际青少年工作专业服务机构，波恩 2008 年。德语、英语和法语。用 info[at]ijab.de 地址可以
预订。
- 儿童研究第一世界展望。2007 年德国的儿童。Fischer Taschenbuch 出版社，2007 年
- 第 15 次 Shell 青少年研究 “2006 年的青少年 – 压力之下的实用主义一代。”Fischer
Taschenbuch 出版社, 2006 年
- 德国儿童报告。由德国儿童救济服务处定期出版 (http://www.dkhw.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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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呆在外面 - 德国难民儿童的就学义务与就学权利。德国terre des hommes协会，2005
年。下载:
http://www.tdh.de/content/materialien/download/index.htm?&action=details&id=171
- 经历多个世界 - 有希腊、意大利、罗马尼亚、土耳其背景以及迁回德国的移居者背景的年轻
妇女的生活状况。联邦家庭、老人、妇女与青年部的文献，柏林 2004 年。下载:
http://www.bmfsfj.de/RedaktionBMFSFJ/Abteilung5/Pdf-Anlagen/vielewelten,property=pdf.pdf
- 有移民背景的女孩及其体育方面的义务工作。对年轻妇女生活状况 … 文献的特殊分析。下载:
http://www.bmfsfj.de/RedaktionBMFSFJ/Abteilung5/Pdf-Anlagen/maedchen-migrantinnensport,property=pdf.pdf

链接
www.kinder-jugendhilfe.info/cn_kjhg/cgi-bin/showcontent.asp?ThemaID=0 – 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的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PPP中文介绍。由德国国际青少年工作专业服务机构制作，波恩
2008 年。版本亦有德语、英语、法语、日语、土耳其语、俄语、西班牙语。

4.3 地址
大使馆、领事馆、代表处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 外交部网页，德国以及德国境内其他国家的对外代表
处和领事馆地址全部在此。
各部委以及其他国家机构
联邦总理府
Willy-Brandt-Str. 1, 10557 Berlin
电话: 01888 400-0, 030 400-0, 传真: 030 400-1818,
-1819
电邮: internetpost[at]bundeskanzlerin.de网址:
http://www.bundeskanzlerin.de
联邦家庭、老人、妇女与青年部
Alexanderplatz 6, 10178 Berlin
地址: 11018 Berlin
电话: 030 20655-0, 传真: 030 20655-1145
网址: http://www.bmfsfj.de
波恩办公地址:
Rochusstr. 8–10, 53123 Bonn
电话: 0228 930-0, 传真: 0228 930-4913
联邦家庭、老人、妇女与青年部
- 儿童编辑部 Alexanderplatz 6, 10178 Berlin
电邮: redaktion.kinderzeitung[at]bmfsfj.de网址:
http://www.kinder-ministerium.de
外交部
Werderscher Markt 1, 10117 Berlin
地址: 11013 Berlin
电话: 01888 17-0, 传真: 01888 17-3402
电邮: poststelle[at]auswaertiges-amt.de, 网址: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
联邦德国部委的其他地址: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
联邦档案处
dija.de

Potsdamer Str. 1, 56075 Koblenz
电话: 0261 505-0, 传真: 0261 505-226
网址: http://www.bundesarchiv.de
联邦统计局
Gustav-Stresemann-Ring 11, 65189 Wiesbaden
电话: 0611 75-1, 传真: 0611 724000
电邮: info[at]destatis.de
网址: http://www.destatis.de
波恩办公地址:
Graurheindorfer Strasse 198, 53117 Bonn
电话: 01888 644-1, 传真: 01888 643- 8990, -899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州文化部部长常务会议秘书处
Lennéstr. 6, 53113 Bonn
邮编 2240, 53012 Bonn
电话: 0228 501-0, 传真: 0228 501-777
网址: http://www.kmk.org
柏林办公室:
Markgrafenstr. 37, 10117 Berlin (位于
Gendarmenmarkt 旁的科学论坛)
电话: 030 25418-400, 传真: 030 25418-4 50
文化部部长会议秘书处设有教育学交流服务处
文化交流媒介机构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Kennedyallee 50, 53175 Bonn
邮编 20 04 04, 53134 Bonn
电话: 0228 882-0, 传真: 0228 882444
电邮: postmaster[at]daad.de
网址: http://www.daad.de
柏林办公室:

柏林艺术家项目
Markgrafenstraße 37, 10117 Berlin
(Gendarmenmarkt 旁的科学论坛)
邮编 240, 10106 Berlin
电话: 030 202208-0, 传真: 030 204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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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 BKP.Berlin[at]daad.de
歌德学院: http://www.goethe.de
世界文化之屋
John-Foster-Dulles-Allee 10, 10557 Berlin
电话: 030 397870, 传真: 030 3948679
电邮: info[at]hkw.de
网址: http://www.hkw.de
青少年联合会与体育联合会
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工作联盟
Mühlendamm 3, 10178 Berlin
电话: 030 40040-210, 传真: 030 40040-232
电邮: agj[at]agj.de
网址: http://www.agj.de
德国联邦青年社团联合会
Mühlendamm 3, 10178 Berlin
电话: 030 40040-400, 传真: 030 40040-422
电邮: info[at]dbjr.de
网址: http://www.dbjr.de
德国青少年媒体组织联合会
Grolmannstraße 52, 10623 Berlin
电话: 030 450865-50, 传真: 030 450865-59
电邮: buero[at]jugendpresse.de
网址: http://www.jugendpresse.de
青少年主题新闻网络联合会
Beethovenstr. 38a, 53115 Bonn
电话: 0228 217786, 传真: 0228 213984
电邮: buero[at]pressenetzwerk.de
网址: http://www.pressenetzwerk.de
德国体育联盟中的德国体育青年联合会
Otto-Fleck-Schneise 12, 60528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069 6700-0, 传真: 069 6702-691
电邮: dsj[at]dsj.de 网址: http://www.dsj.de
德国青少年邮票基金会
Maximilianstraße 28 d, 53111 Bonn
电话: 0228 95958-0, 传真: 0228 95958-20
电邮: info[at]jugendmarke.de
网址: http://www.jugendmarke.de
民主青少年基金会
Grünberger Straße 54, 10245 Berlin
电话: 030 2945280, 传真: 030 2945281
电邮: buero[at]jugendstiftung.org
网址: http://www.jugendstiftung.org
青少年政治教育、青少年文化教育以及
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组织与机构

分支办事处
Chausseestraße 128/129 , 10115 Berlin
电话: 030 288789538, 传真: 030 28878955
电邮: kooperationsverbund[at]jugendsozialarbeit.de
网址: http://www.jugendsozialarbeit.de
青少年信息咨询中心与青少年旅行社
Eurodesk 欧洲信息网络
通过 IJAB - 德国国际青少年工作专业服务机构
Godesberger Allee 142-148, 53175 Bonn
电话: 0228 9506-0, 传真: 0228 9506-199
电邮: eurodeskde[at]eurodesk.org
网址: http://www.eurodesk.de
地方服务处名单:
http://www.rausvonzuhaus.de/cgibin/showcontent.asp?ThemaID=16
专门负责青少年旅游的 Sta Travel 旅行社的分社名单:
http://www.statravel.de/de/travel_shops/index.shtml
青少年住宿
德国青年旅社服务处
Bad Meinberger Str. 1, 32760 Detmold
电话: 05231 9936-0, 传真: 05231 9936-63
电邮: zdms[at]djh.org
网址: http://www.djh.org
德国自然之友青少年联合会
Haus Humboldtstein, 53424 Remagen
电话: 02228 9415-0, 传真: 02228 9415-22
电邮: nfjd[at]naturfreundejugend.de
网址: http://www.naturfreundejugend.de
德国团体住宿目录 Vademecum 编辑部
Gerd Grützmacher
Auf dem Dörnchen 6, 51580 Reichshof-Fahrenberg
电邮: info[at]gruppenunterkuenfte.de
网址: http://www.gruppenunterkuenfte.de
国际青少年工作的机构与组织
德国国际青少年工作专业服务机构 Godesberger
Allee 142-148, 53175 Bonn
电话: 0228 9506-0, 传真: 0228 9506-199
电邮: info[at]ijab.de
网址: http://www.ijab.de
德国国际青少年工作国家委员会
通过德国联邦青年社团联合会
Mühlendamm 3, 10178 Berlin
电话: 030 40040-420, 传真: 030 40040-422 网址:
http://www.dbjr.de

联邦儿童与青少年文化教育联合会
Küppelstein 34, 42857 Remscheid
电话: 02191 794390, 传真: 02191 794389
电邮: info[at]bkj.de
网址: http://www.bkj.de

欧洲青少年 - “青少年在行动”德国代表处
通过 IJAB - 德国国际青少年工作专业服务机构
Godesberger Allee 142-148, 53175 Bonn
电话: 0228 9506-0, 传真: 0228 9506-222
电邮: jfe[at]jfemail.de
网址: http://www.webforum-jugend.de

青少年社会工作合作联盟

德国与法国青年交流服务处

di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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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kenmarkt 1-3, 10179 Berlin
电话: 030 288757-0, 传真: 030 288757-88
电邮: info[at]dfjw.org
网址: http://www.dfjw.org

电邮: info[at]ConAct-org.de
网址: http://www.ConAct-org.de

德国与波兰青年交流服务处
Friedhofsgasse 2, 14473 Potsdam
电话: 0331 28479-0, 传真: 0331 27527
电邮: buero[at]dpjw.org
网址: http://www.dpjw.org

柏林日本与德国中心
德国与日本青年交流部
Hitomi Makino, Nauka Miura
Saargemünder Str. 2, 14195 Berlin
电话: 030 83907193, 传真: 030 83907220
电邮: hmakino[at]jdzb.de und nmiura[at]jdzb.de
网址: http://www.jdzb.de

德国与捷克青年交流与协调中心
Koordinierungszentrum Deutsch-Tschechischer
Jugendaustausch Tandem
Maximilianstr. 7, 93047 Regensburg
电话: 0941 58557-0, 传真: 0941 58557-22
电邮: tandem[at]tandem-org.de
网址: http://www.tandem-org.de

波罗的海地区青少年事务秘书处
通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州级青年社团联合会
波罗的海地区青少年事务秘书处
Holtenauer Str. 99, 24105 Kiel
电话: 0431 8009847, 传真: 0431 800 98 41
电邮: info[at]balticsea-youth.org
网址: http://www.balticsea-youth.org

德国与以色列青年交流与协调中心
Koordinierungszentrum Deutsch-Israelischer
Jugendaustausch ConAct
Altes Rathaus, Markt 26, 06886 Lutherstadt
Wittenberg
电话: 03491 420260, 传真: 03491 420270

德国与俄罗斯青年交流基金会
Mittelweg 117b, 20149 Hamburg
电话: 040 8788679-0, 传真: 040 8788679-20
电邮: info[at]stiftung-drja.de
网址: http://www.stiftung-drja.de

di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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