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４海大职教探索

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

上海海事大学高等技术学院　上海港湾学校　编



内容提要
本书以职业院校的教学与管理改革为主线，围绕人才培养、课程改革、管理方略等方面展开，本书

是一线教师及管理人员多年工作经验的凝结，从实践的视角阐述对职业教育的思考，多角度回答了职
业院校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主动谋求变革，适应时代变化，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这个问题。

本书内容具有鲜明的港航类院校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成果，可作为兄弟院校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犆犐犘）数据
　　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上海海事大学高等技术学院，上海
港湾学校编．—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６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６２８３９０５７
　Ⅰ．①教…Ⅱ．①上…②上…Ⅲ．①职业教育—教育
改革—研究—中国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研究—中国
Ⅳ．①Ｇ７１９．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４）第０９１９９３号

２０１４海大职教探索


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

主　　编／上海海事大学高等技术学院　上海港湾学校
责任编辑／唐晓婷
责任校对／金慧娟
封面设计／戚亮轩
出版发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址：上海市梅陇路１３０号，２００２３７
电话：（０２１）６４２５０３０６（营销部）
传真：（０２１）６４２５２７０７
网址：ｐｒｅｓｓ．ｅｃ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印　　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７１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　１／１６
印　　张／１２．５
字　　数／２５４千字
版　　次／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次
书　　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６２８３９０５７　
定　　价／４９．００元

联系我们：电子邮箱ｐｒｅｓｓ＠ｅｃ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官方微博ｅ．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ｅｃｕｓｔｐｒｅｓｓ
淘宝官网ｈｔｔｐ：／／ｓｈｏｐ６１９５１２０６．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　



序

当前，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社会
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业教育面临着为社会培
养更多优秀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不断提高职业教育质
量，提高人才培养的素质成为摆在学校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海事大学高等技术学院、上海
港湾学校紧紧抓住“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的办
学理念，以学生全面成才为目标，以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
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根本，紧密关注港航物流行业的发展趋
势，抓住机遇，不断创新，大力推进内涵建设，主动适应社
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

教育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教育质量的提升离不开一
线教职员工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我校教职员工紧跟时
代前进的步伐，用热情和汗水积极投身于提高办学水平的
行动中，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过程中，诠释
着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追求。本书汇集了教职员工对
教学、管理及学校发展的深层次思考，见证着教职员工辛
勤耕耘默默付出的历程，也记录着教职员工为推动学校内
涵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本书既有对教学模式、课程改革的探索，也有对职教
管理方略、职教德育的思考；既有对教育理念、教育技术的
研究，也有对学生培养、育人模式的探究；既有对多年教育



经验积累的总结，也有对未来教学改革及培养方式的大胆预测。本书充分
展现了教职员工锐意进取、积极探索的风貌，展现了学校自由开放、百家争
鸣的研究风气，进一步推进了学校教科研水平的提升。

社会在发展，教育在不断创新，作为新时期的职业教育工作者，我们不
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于经验化的自我满足中，而要紧紧抓住社会需求的
变化，深入思考，潜心钻研，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和培养模式，不断提升
教学、科研、管理水平，只有在人才培养质量上狠下工夫，我们才能把握时
代变化的脉搏，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才能培养社会满意的人才，从而在
深刻变革的时代中立于不败之地。

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
兼高等技术学院院长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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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高等职业
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建

严南南①　余天佐

摘　要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单凭政府和
学校无法完成，必须依赖与高等职业教育直接相关的多个主体的参与。政府、学
校、学生、教师和企业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均是利益相关者。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和质量观来构建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
量监控体系，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院校　利益相关者　质量观　质量监控

教育部于２００６年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
确提出了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命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２００９年世界高等教育
大会上指出：“在当代高等教育中，质量保障必须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１］ 本文在系
统分析高等职业院校的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试图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质量
观出发，构建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以期对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实
践有所助益。

１　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高等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
１．１　利益相关者理论概述

“利益相关者”一词首次出现于斯坦福研究中心１９６３年内部备忘录中的一篇管
理论文中，该概念最初被定义为“没有他们的支持组织就不再存在的团体”；而利益相
关者观点形成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则得益于瑞安曼和安索夫的开创性研究，经弗里
曼、布莱尔、多纳德逊、米切尔、克拉克森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利益相关者理论形成

①严南南（１９６８—　），女，汉，湖北鄂州人，上海海事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港口物流，智能信息处理。Ｅｍａｉｌ：ｎｎｙａｎ＠ｓｈｍｔｕ．ｅｄｕ．ｃｎ。



了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２］ 。 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学者们的观点不一，米切尔归纳
了２０多种相关定义［３］ ，综合起来可分为如下三类：

（１） 宽泛型定义：凡是能够影响公司活动或被公司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都是
利益相关者。 弗里曼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
司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４］

（２） 适中型定义：凡是与公司有直接关系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
（３） 狭窄型定义：只有在公司中下了“赌注”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 克拉

克森认为，利益相关者已经在企业中投入了一些实物资本、人本资本、金融资本或一
些有意义的价值物，并因此而承担了一些形式的风险，或者说，他们因企业活动而承
担风险。

上述三种定义中，宽泛型定义由于其外延的不确定性，致使利益相关者可能难以
穷尽，狭窄型定义则可能会使某些利益相关者被遗漏，故适中型定义广泛被人们所接
受。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受利益影响的不仅仅是出资人，而是所有利益相
关者；治理目标应是满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要求；关注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使
各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治理；决策由各利益相关者合力参与，共同决定。［５］

１．２　高等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分类
高职院校具有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特征：很多团体或个人如教师、行政主管、

学生、政府、企业对高等职业教育和教学质量充满关注。 这些团体或个人认为，高等
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自身利益的实现或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 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在《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
授·管理》一书中提出了大学“拥有者”的概念。 就像“人们常说：这是‘我的国家’”一
样，很多人———大学教师、行政主管、大学生、政府、普通民众、新闻界———声称对大学
的拥有。［６］ 罗索夫斯基认为，教师、行政主管和学生是大学的核心利益相关者，董事、
校友、捐赠者、政府、银行家、市民、社区、媒体等均不同程度地“拥有”着大学。 李福华
根据利益相关者与大学的密切程度，认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有核心利益相关者（教
师、学生和管理人员）、重要利益相关者（校友、财政拨款者）、间接利益相关者（如科研
经费提供者、产学研合作者、贷款提供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 （社区、社会公众）
之分。［７］

作为高等教育层次的高职院校，不仅具有大学的一般属性，而且具有职业教育的
特殊属性。 就高等教育的一般属性而言，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与大学类似，理应包
括教师、行政主管、学生、政府、校友、科研经费提供者、产学研合作者、贷款提供者、社
区、市民、媒体等。 就高职院校的特殊性而言，由于其强调“职业性”“就业导向”等特
性，行业企业无疑成为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而且是举足轻重的利益相关者。 综合
起来，本文认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行政主管、大学生、政府、校
友、科研经费提供者、产学研合作者、贷款提供者、社区、市民、媒体、企业等。 那么，如

３课程与教学研究　



何对这些高等职业院校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呢？
根据米切尔和伍德提出的“三维分析法”，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必须具备以下三个

属性中至少一种：合法性———某一群体是否被赋有法律上的、道义上的或者特定的索
取权；权力性———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紧迫
性———某一群体的要求能否立即引起管理层的关注。 据此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三种类
型：（１）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同时拥有合法性、权力性和紧迫性；（２）预期型利益相
关者———同时拥有三种属性中的任意两种；（３）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只具备三种属
性中的其中一种。

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和教学质量监控的需要，为了凸显分类的实用性和操
作性，笔者将高等职业院校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两类：（１）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包括教
师、行政主管、学生、政府和行业企业，他们同时具有合法性、权力性和紧迫性；（２）不
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包括家庭、社区、校友、媒体等，他们同时拥有三种属性中的任意
两种或一种。 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中具有一定的作
用，但是相比而言，确定性利益相关者在教学质量监控中的作用更加直接、有效，故本
文侧重从确定型利益相关者进行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

２　高职院校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及其教学质量观
２．１　政府

在我国，政府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举办者和主要出资者，其在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政府直接决定着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方向；
政府负有对高等职业院校的管理责任，不过应该基于宏观的调控而非事无巨细的微
观管理。

政府所要表达的是政治性的利益诉求———要求高等职业教育要反映民族的利益
和国家的需要，即政府所秉持的是“需要论质量观”。 高等职业院校不仅要培养高素
质技能型人才，而且要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还要满足文化传承、传播和创新
的需要。 与此同时，政府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出资者和管理者，有权问责高等职
业院校的经费使用效率和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 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所持的是“目标
论质量观”。

２．２　教师
教师是国家教育目的的具体执行者、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教学班级的领导者，扮

演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其行为直接关乎高等职业院校的正常运转。 正如“没有
教授，就不称其为大学”一样，没有教师，就不称其为高等职业院校。 在教师看来，教
学质量是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它取决于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方面，最终体现在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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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上———学生所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思想行为的变化上。 高质量的高等职
业教育的教学应该是，学生不仅能充分理解理论知识，而且能够掌握与之相关的实践
技能，还能引起学生情感、思想、行为的某些变化。

２．３　学生
如果没有学生，高等职业院校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每个学生平均要花三年的

宝贵时光并支付为数不少的费用，才能获得专科文凭，因而在课程设置、教师选聘、学
校投资政策、校内住宿规定、餐厅供应的伙食质量与种类等方面，他们都有表达利益
权和参与决策权。 在他们看来，教学质量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包括了课程设置、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师素养等所有与教学相关因素的情况。 满意是他们衡量高等
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准则———尽管“满意”是一种相对主观而非绝对客观的状态。

２．４　行业企业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即面向行业企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缘故，

行业企业已与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行业企业代表的是资本性的
质量观，这种质量观反映的是人才规格满足其人力资源需要的程度。 同时，这种质量
观还体现在高等职业院校所能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上。

２．５　行政主管
行政主管在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中有掌舵之作用，他们具体引领高等职业院校的

发展方向。 同时，他们还肩负着贯彻执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政策和指示的任务，担负着
面向全体师生行使管理、服务的重担。 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日益面向行业企业，行政主管
还要与相关行业企业加强合作和交流，以便使学校所培养的人才能够对口于行业企业
的需要。 在行政主管看来，教学质量则体现为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的就业质量。

３　构建多主体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思想，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目标应满足多方利

益相关者的不同要求和需要，使各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高职教学质量的监控中来。
方华等人提出，要加强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开放性，让所有与高等职业院校教学质量
相关的主体来参与教学质量管理，构建起利益共同体，促进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
完善。［８］

３．１　政府———教学质量监控的“掌舵者”
按照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应放松严格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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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规制，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 即政府在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中，应该
转变角色———由原来的“划桨者”转变为“掌舵者”。 一方面，政府在高等职业教育质
量保障中的作用和责任无可替代；另一方面，这一责任和作用具有有限性，不是事无
巨细的管制，而是在改善高等职业教育管理职能的过程中，综合运用评估、拨款、立
法、计划等多种手段通过间接的方式落实质量责任。

第一，质量评估。 政府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中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自２００４年开始，教育部先后颁布并施行了《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
案》（教高厅［２００４］１６号）和《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教高厅［２００８］５
号）。 客观地说，评估在梳理办学思路、争取教学投入、改善办学条件、规范日常管理、
促进地方政府和院校质量监控体系建设等方面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评估
本身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评估的主体错位或称之为政
府越权，即政府评了不该评的内容，例如专业设置、开设课程等。 事实上，这些应该由
行业企业进行评估较为恰当、直接。 那么，政府到底该评什么？ 应该围绕其在高等职
业教育教学的质量观而展开。 根据政府“需要论质量观”和“目标论质量观”，政府应
该着重做好办学方向（是否坚持了国家的办学方针、政策）评估、教学条件（包括“双师
型”教师数量、兼职教师比例、师生比、师资配备结构、生均阅览资源占有量、生均占地
面积、生均校内校外实训资源、生均培养经费等）评估。 通过办学方向评估，发挥政府
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中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教学条件评估，发挥政府高等
职业教育办学条件保障中的主体作用。

第二，政策法规。 政策是国家机关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
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奋斗目标及其实现方式。 法律法规是国家制定或认
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 政策法规均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规范性，
均代表着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中有强制、导向作用。 我
国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仍有亟待完善之处。 其中，最令人关注的莫过于校企合
作的法律法规。 目前，中国校企合作更多处于民间活动状态，学校常常是“剃头挑子
一头热”，企业普遍把校企合作当成是发展的负担，究其原因，除了社会观念的滞后，
更重要的是缺乏专门针对校企联合办学法律法规体系。

第三，拨款手段。 拨款是世界各国对高等教育实施宏观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
所谓拨款的宏观管理功能是指，拨款与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相结合，发挥拨款
的“中介”和“杠杆”作用，引导高等职业院校不断提高自身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 早在１９９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改革
对高等学校的拨款机制，充分发挥拨款手段的宏观调控作用。”如何有效利用拨款手
段，发挥拨款手段的宏观调控作用？ 其一，分开拨付一般经费与专项经费。 主要原因
是两种经费的性质不同，前者主要保障高校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必要费用，后者是国家
或社会机构等为完成特定项目而拨付的费用，因此要专款专用。 其二，根据高等职业
教育教学绩效进行拨款，即绩效拨款———对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优秀的高职院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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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更大的鼓励。 其三，建立高等职业教育拨款的过程监控机制，保证拨款的专门用途

和使用效率。

３．２　教师———教学质量监控的“主力军”
离开教师这一核心利益相关者，高等职业院校教学质量监控将无从谈起。 因为

教师是教学课堂的直接管理者，教师教的艺术直接决定着学生学的成效。 那么，如何

发挥教师在教学质量监控的主体作用？ 第一，增强高等教师的“双师”素质，这是由高

等职业教育的特性所决定的。 第二，注重教学经验的反思。 这是提高高等职业院校

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３．３　学生———教学质量监控的“助推器”
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必须以学生为基础，而不是以教师或知识为基础”［９］ 。 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职院校与学生的关系日益成为“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关

系［１０］ ，“离开学生的日常学习经验而对高校的质量进行评估，可能会在学校的基础设

施和其他保障上产生作用，但无法触及影响质量的核心要素”［１１］ 。 已在英国和美国

分别实施多年的大学生调查（ＮＳＳ）和全国学生参与情况调查（ＮＳＳＥ）均把学生置于
学校的消费者或服务对象的地位，允其对学校提供的各项服务（包括教学）进行评价。

实际上，我国各高等职业院校所开展的“学生评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趋

势，但是目前的学生评教值得反思。 第一，从理念来看，学生评教被视作是对教师的

终结性评价的手段，而没有发挥其形成性评价的作用。 第二，从制度设计来看，教师

被排除在学生评教之外，“人为地割裂了学生评教与任课教师之间的天然联系，人为

地制造了学生评教与教师之间的对立氛围”。 第三，从操作来看，将复杂的教学行为

简化为形式简单、实质抽象的问题和选项，难以揭示教学的真谛和内涵，难以反映教

师的智慧和用心。 总之，学生评教的实践已经偏离了原本的提升教师专业发展和促

进教师教学的制度初衷。 因而，构建以改进教师教学效能为导向的学生评教势在

必行。

３．４　行业企业———教学质量监控的“检测器”
之所以把行业企业称为教学质量监控的“检测器”，意在揭示行业企业在高等职

业院校教学质量监控中的独特作用，行业企业能够检测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课程和

人才培养模式是否反映了行业企业对人才培养规格的需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

行业企业的需求。 如何才能发挥行业企业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中“检测器”

的作用？ 第一，加强校企合作、互动，行业企业主动提出人才需求结构，高等职业院校

应及时更新包括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在内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二，发

挥高等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主动性，力争使人才培养走在行业企业需求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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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行政主管———教学质量监控的“整合者”
行政主管引领着高等职业院校的航向，其在高等职业院校教学质量监控中起着

整合、决策和行动的作用。 第一，高等职业院校的行政主管应该执行和落实上级政府
有关教学质量的要求和规定；第二，收集行业企业对于人才培养和教学质量反馈信
息，并及时调整人才培养计划和人才培养模式，使高等职业院校所培养的人才规格及
时、准确地对接行业企业的需要；第三，收集并整合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教师、学生的评
价及反馈意见，持续改进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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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际水平专业教学标准，
提升交通职业院校毕业生含金量

胡桂军　朱　钢　沈　阳①

摘　要　文章通过介绍《国际水平的职业教育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物流设备使
用与维护）专业教学标准》，探索交通职业院校如何借鉴并引用发达国家的先进
职业教育理念及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交通职业院校
毕业生的含金量，为行业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关键词　国际水平　专业教学标准　交通　职业教育　质量

１　引言

交通职业教育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行业培养高素质、高

技能人才的重任。 为此，上海海事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及上海港湾学校以承担上海市

教委下达的重大教学科研项目———制订《国际水平的职业教育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物流设备使用与维护）专业教学标准》为契机，探索了在交通事业飞速发展的形势

下，交通职业院校如何借鉴并引用发达国家的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及经验，结合我国国

情，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交通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含金量，为交通行业输送具有

良好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人才。

２　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开发背景

上海海事大学的职业教育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成立于１９９８年的高等技

①胡桂军（１９６３—　），男，山东人，高级工程师，上海海事大学高等技术学院机电系主任，硕
士。 研究方向：港口机械，Ｅｍａｉｌ：ｇｊｈｕ＠ｓｈｍｔｕ．ｅｄｕ．ｃｎ。



术学院，立足培养港口、航运类同时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等技术应用型
专门人才。 二是创办于１９５９年的上海港湾学校。 该校是首批国家级重点中职
学校，在全国港航系统享有盛誉。 其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开设于１９５９年，
是上海市教委命名的重点专业、上海市政府重点“奖励”专业。 经过多年的建设
与发展，上海海事大学高职及中职的港机类专业以“港航”为办学特色，毕业生深
受港口、航运、物流及装备制造业的普遍欢迎，就业率一直稳定在９９％以上，逐
步建成为精品专业。

国务院要求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经济转向先进制造业。 在航运中心建
设中，与港口生产有关的业务包括理货、驳运、仓储、船货代理、集卡运输等港口
服务及港口物流等。 为此，我校将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定位为以服务于港
航企业为主，兼顾上海市的先进制造业，如装备、船舶等行业。 培养机电设备操
作、使用、维修、保养与技术管理等，具备良好道德素养与综合职业能力的机电一
体化高技能人才。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上海市政府正式发布了《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二
五”规划》，这也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第一个专项五年规划。 根据规划，到２０１５
年上海要形成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重点完善航运服务体系。 教育部也专门下达
《关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展职业教育部分专业教学标准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鼓
励职业院校要更好地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推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对照上述要求，我国交通职业院校在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方面所面临的瓶颈主
要表现在：

（１） 缺乏适应国际港航行业发展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
（２） 专业教学标准与国际水平的职业教育尚存在一定差距；
（３） 在适应交通职业教育发展的“学做一体、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提

高综合职业能力”方面亟待加强。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委托上海海事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及上海港湾学
校承担了《国际水平的职业教育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物流设备使用与维护）专业教
学标准》的开发任务，到２０１３年８月底已经全面完成。

３　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简介
３．１　项目概要

根据教育部《关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展职业教育部分专业教学标准开发试点
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２０１２］８６号）要求“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
推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海市

０１　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



教育委员会为贯彻其精神特组织编制了《国际水平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开发指
导手册》（以下简称《指导手册》）。 上海海事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及上海港湾学校承担
了“国际水平的职业教育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物流设备使用与维护）专业教学标准”
的课题。 在认真学习《指导手册》基础上，项目承担单位组建了由行业技术专家、国内
外课程专家和专业骨干教师组成的项目组。 项目组成员按照《指导手册》的要求，认
真学习领会“以职业能力标准的国际对接为基础、以国际水平跨国企业人才要求为目
标、以体现国际发展趋势的专业课程开发为核心、以教学条件的国际化水平建设为保
障、以国际权威职业资格证书为引领”的开发理念，坚持“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整
体分析与具体描述相结合、结构开发与内容开发相结合”的原则，运用“专家全程参
与、过程审核论证”的工作方法，经过紧张工作，形成了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物流设
备使用与维护）专业教学标准。

３．２　对接国外标准
根据《指导手册》的要求，专业教学标准中的职业能力应与发达国家同行

业的职业能力要求相对接。 本专业教学标准中的职业能力主要对接荷兰和英
国的相关标准。 荷兰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职业技术教育非常有特色，尤其
在机电技术的职业教育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荷兰的中等职业教育开设机
电技术、商务管理等多种专业，注重职业能力培养、给学生更多选择职业的机
会。 拟对接的荷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机电设备工程》以及能力本位学习
体系（ＣＢＬ）包括了资格证书、能力框架、能力结构、课程规划等方面的内容，可
以作为中职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物流设备使用与维护）专业教学标准开发的
主要参考依据。

经教育 部２００６年 批 准， 上 海 海 事 大 学 与 荷 兰 泽 兰 德 大 学 （Ｈｏｇｅｓｃｈｏｏｌ
Ｚｅｅｌａｎｄ）合作，成立了中荷机电工程学院，举办了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和电气工
程与智能控制专业两个教育项目。 荷兰泽兰德大学是荷兰公立的应用科技大
学，以工科和商科专业见长，在荷兰乃至整个欧洲拥有良好的声誉。 中荷合作
的这两个专业由上海海事大学和泽兰德大学共同制订教学计划，两校的教师
共同授课，基本采用国外教材。 在完成前５个学期的培养计划后可到泽兰德
大学进行后３个学期的学习。 到目前为此，已有多届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被推
荐到欧洲各大知名企业就业或继续深造。 这种联合培养、两地学习的教学模
式使中荷两国找到了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技术教育方面彼此可以借鉴、学
习的领域。

另外，英国的港口与航运业在全球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之有关的港口物流设
备方面的职业教育备受关注。 作为建设上海航运中心的重要内容之一，港口物流设
备的职业教育可以充分借鉴包括荷兰、英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对接
其职业能力的基础上，可以开发具有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 经过比较，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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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口物流设备的职业能力方面，英国的国家职业标准（ＮＯＳ）与我们港口物流行业
的职业教育对接相对较为合适。 在英国所有的职业能力岗位都需要通过ＮＯＳ标准
的培训，取得国家职业资格ＮＶＱＳ。 ＮＯＳ体系职业岗位能力清晰，其具体措施也便
于我国学习。

３．３　开发程序
为了实现职业能力标准的有效对接，项目组采用了如下诸项开发程序。
（１） 确定生涯路径
通过对企业调研，并邀请国内外行业专家、课程专家和专业教师一起研讨，

确定专业人才的职业生涯路径。 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情况，重点确定机电设备安
装与维修 （物流设备使用与维护）专业的初次就业岗位及发展岗位。 如图１
所示。

图１　职业生涯路径示意

（２） 分析国内岗位职业能力
在企业调研所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头脑风暴的形式重点分析国

内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物流设备使用与维护）专业岗位职业能力，特别是涉
及港航物流设备诸岗位。 现有的国内港航物流行业机电设备专业主要岗位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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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内港航物流行业机电设备专业岗位

名称 等级 颁证单位
学生的选择
（必考 ／ 选考）

维修电工 中级 ／ 四级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必考

机修钳工 中级 ／ 四级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必考

装配钳工 中级 ／ 四级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选考

装卸机械修理工 中级 ／ 四级 交通运输部 选考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中级 ／ 四级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选考

　　（３） 选定职业能力对接对象
在对包括德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职业能力标准调研的基础

上，项目组对英国ＢＰ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等国际著名企业的职业能力现状进行了考
察，结合我国港航物流设备领域机电专业岗位的现状，确定了与我国国情较为接近的荷
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机电设备工程》（中央职业教育登记号：９１０８０，９１０９０，９４２６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和英国国家职业标准（ＮＯＳ）作为主要对接标准。 如图２所示。

图２　对接的荷兰及英国标准示例

３．４　确定职业能力标准
在对接国际职业能力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颁布的《维修电工国家职业标

准》《机修钳工国家职业标准》，交通行业标准《交通行业职业技能要求》等，确定了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物流设备使用与维护）专业的职业能力标准。 新制订的具有
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在职业能力方面借鉴发达国家及具有我国特色的比较如

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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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外职业能力标准比较

工作领域
模块
数量

职业能
力数量

发达国家与我国共
同表达的职业能力

借鉴发达国
家职业能力

我国特色的
职业能力

机械零部件组装 ５ ２１ １３ １ ７
电气控制系统组装 ４ ２０ １４ ０ ６
港航设备液压与气动系统装配与调试 ５ ２２ １０ ２ １０
港航电气设备安装与控制 ４ １８ １１ ０ ７
港航机电设备安装 ６ ２８ １４ ７ ７
港口机电设备操作 ５ ２９ ２２ １ ６
港航机电设备维护 ６ ５０ １９ １８ １３
专业素养 ４ １０ ０ １０ ０

合　　计 ３９１９８ １０３ ３９ ５６

３．５　设计并描述核心课程
项目组在充分听取企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重点参考了荷兰职业教育集团《ＲＯＣ

ＴＩＬＢＵＲＧＭＢＯ机电专业核心课程资料》、上海海事大学《中荷机电工程学院机械电
子工程专业核心课程资料》，以及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机电技术类专
业职业教育的课程资料，设计开发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物流设备
使用与维护）专业的核心与特色课程。 这些课程的设计重点是要求符合本专业职业
能力标准的要求，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优秀课程。 课程内容紧密联系生产劳动实际
和社会实践，尤其是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并注意与机电类职业资格考核要求相结
合。 另外，在设计专业核心课程的过程中，项目组把实训、实习作为培养学生良好的
职业道德、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提高综合职业能力的重要环节。

为了使本标准更具国际特色，在核心、特色课程开发中，我们引用、借鉴了上海海
事大学中荷机电工程学院引自荷兰９门课程的原版教材，其中，“专业素养”“设备管
理”“管理信息系统”等课程可以直接采用荷兰的原版教材，使我们的培养目标、内容
与方法与荷兰基本保持一致，大大提升了本标准的国际水平，具有更高的含金量。

３．６　确定专业设置条件
在专业课程设计中，项目组根据新的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的要求，提出了实

施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对师资，包括对教师数量、能力，尤其是国际经历的最低
要求；提出了实训、实验设备必须包含企业实际使用的生产型设备，使学生在实训的
同时，能够感受到与在企业实际真实工作场景相同的能力训练过程。 图３是上海海
事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基于国际理念的实训设施建设示例。 该桥吊模拟器是目前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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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进的港口实训设备。

图３　桥吊模拟器

为了使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物流设备使用与维护）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既能在

职业能力要求方面达到荷兰、英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在课程设计中又能兼

顾到我国实际情况，项目组在本标准的开发过程中，邀请了国际知名的企业专家、中

荷合作办学机构的教师全程参与，使本专业教学标准既能达到国际水平、又兼顾我国

国情，具有可操作性及推广应用价值。

３．７　国际水平的体现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物流设备使用与维护）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达到了国际水

平，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 以荷兰、英国等发达国家港航物流专业的职业能力标准作为对接标准；
（２） 以国际著名公司的人才要求为培养目标；
（３） 引入荷兰原版教材，作为核心或特殊课程，体现国际发展趋势。 如图４所示。

图４　引用原版教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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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应用探索
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在交通职业院校的应用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实施中

既要使标准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又要充分考虑我国交通职业教育的客观条
件，以满足国内外港航企业的实际需求为原则。 标准实施还要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
“学做一体、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提高综合职业能力”的特殊要求，尽可能
多地直接引用、借鉴国外的课程、教材或教学标准，尽量做到“职业能力标准、核心课
程、重点教材”原汁原味，体现国际一流水准。

交通行业许多职业院校的试点专业和学校都具有多年中外合作背景。 对比研究
中国与德国、荷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发达国家注重
培养技能人才的广阔视野和操作规范。 对比国际职业资格高标准，交通行业的职业
院校需要改进教学标准，使岗位教学与能力要求更匹配，做到毕业证、职业资格证“双
证融通”。 同时，交通职业教育还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国际水平的
专业教学标准为基础，按照港航企业的实际工作任务、工作过程组织相关课程，构筑
具有港航特色的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课程体系及实施方案。

５　结束语
交通职业教育的目的旨在培养交通行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不能只是“埋头拉

车”，更要“抬头看天”。 我们开发新的专业教学标准，是应对全球化时代交通行业对
技能型人才新要求的客观需要。 同时大批外资企业、跨国集团在上海落户，急需一大
批达到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技能型人才。 《上海市职业教育“十二五”改革和发展规
划》提出，要“鼓励学校将国际行业标准融入相关专业的教学过程，引导学生掌握国际
通行的技术规范、服务规范，增强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 逐步建立国际互认的专业教
学标准，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特色专业”。

为此，我们只有在交通职业院校推广、应用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同时以此
为契机提升教学质量、提高毕业生的含金量，以适应我国乃至全球交通行业的快速发
展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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