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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提升高职教育培养质量，开展现代学徒制是职业院校进行人才培养的

重要模式。本文对现代学徒制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论述，以育英职业技术学院信息管理专业为例，分析了当前专业教学
面临的挑战，充分发挥学院理论知识教学和企业实践培养的优势，从构建校企双元育人模式、改革教育教学方法、开发
项目化课程体系、制定考核方式等方面给出了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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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it is an important mode of talent train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o develop modern
apprenticeship.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is discussed.Taking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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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in YuYing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teaching challenges,gives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ory teaching in the school and practice training in enterprises,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from several aspects,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ve cultivation
mode,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based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assessment methods.

1 引言(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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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高职教育人才培
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象愈发严重，一方面高职毕业生越来
越多，但是却不能找到满意的对口工作岗位，另一方面需要
新鲜血液的公司企业却苦无后进人才[1]，因此急需注重学生的
养成教育与行业企业需求的配合，重视专业技能教育与行业
企业需求的有效链接，从而提高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尽管校企合作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已经取得许多进展[2]，
但是很多企业没有认识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能够给企业带
来长期的人才和技术上的支持，对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
高，而法律制度等对企业职责要求的不明确，也影响了企业
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3]。《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
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
展规划(2011—2015年)》《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
意见(教高〔2012〕4号)》等文件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进
行了核心阐述，即通过“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来提高对学
生的职业能力培养，而实施现代学徒制是高职院校提高学生
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方式与途径。

2 现代学徒制的概念和内涵(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随着现代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企业的规模化生产取

代了传统的手工生产，传统的学徒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
发展的需要，而目前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又
不能直接满足企业对应用人才的需求，产生了学用落差的问
题，因此需要探索一种既能满足高职教学需要，又能提供企
业需求人才的培养模式。
“现代学徒制”是以职业岗位为导向，以提高学生职业
能力和职业素养为目的，以社会、市场、企业需求为运作平
台进行学习的，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推进的一项育人模式，它
是将传统的学徒制与现代高等职业学校的教育思想相结合的
一种职业教育制度[4]。不同于传统学徒制，现代学徒制中学徒
是有两种身份的，除了作为学徒在企业接受师傅的指导，还
要作为学生在学校跟随教师进行学习，这样身份的交替使学
生在校期间就能接触实际生产，毕业后能实现从学校到企业
的无缝接轨，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企业的用工荒和毕业生不
能迅速适应工作岗位的问题。
现代学徒制是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化，实现了从
学校到企业，从学生到员工，从理论知识到实践操作能力的
过渡和融合，其具体内容体现在以下方面。

2.1 构建校企合作平台
现代学徒制是对传统学徒制和学校教育制度的重新组
合，其主要特征是学生和学徒身份的融合。学生一方面是学
习者，另一方面能参与真实的生产过程，开展职业活动，在

基金项目：中国电子教育学会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2016年度教学研究规划课题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高职信息技术类专业为例》(立项号：
CESEZ2016-23)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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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创建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
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是高职教育的重要任务，其决定
了高职教育教学团队的特殊性，即创建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学
团队，让企业也承担起职业教育的责任。

2.4 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企业岗位的实际要求，制定课程
考核标准和岗位实训考核标准，由学院和企业根据制定的课
程体系要求，结合教学标准，共同制定考核方案，完成对学
生，教师和企业老师的考核评价。

3 专业教学面临挑战(Challenges faced by
profession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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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课程体系设计不符合当前市场岗位需求

4.2 “工学交替”教学实践

实际教学中推动“工学交替”教学实践改革，体现“学
习—工作—学习—工作”的交替循环，实施校内课堂教学与
工作岗位“以师带徒”的联合教育，实现学校集中授课与企
业“师傅带徒弟”教育的结合。
根据课程教学安排，我院信息管理专业与杭州美迪软件
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的“管家婆应用软件”实训项目中，实现
了全真企业环境，全真企业岗位任务，校内老师与企业人员
共同进行校内课程教学，校外实训部分以校内老师带队，企
业师傅指导的模式进行。课题研究组在此前的实训项目基础
上，逐步实行工学交替的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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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其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企业对有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知识人才的需求
量不断增加，对高职信息类专业的学生来说，就业前景应该
是比较好的，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学生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
工作，用人单位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对我院实际情况进行分
析，高职信息管理类专业教学安排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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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学生需具备系统的专业知
识，还要有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因此院校要进行充分的市
场调研来确定各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从而制订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重建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形成融合学生专业知
识、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体系。并且做到教学与生产
结合，实现产学结合工学交替的教学管理模式。

现代学徒制作为一种校企深度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要
求学校和企业同制定具体的双元育人内部运行制度，明确校
企双方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要探索校企合作的
长效机制，建立校企平等互利、责权相应、双向互动的管理
制度，在制度层面规范校企双方合作关系。
我院与杭州美迪软件有限公司、浙大网新、浙江睿思特
智能科技、杭州五角星有限公司等紧密型实训基地联合，成
立现代学徒制工作小组，校企双方在岗位职业能力界定、人
才培养方案制定、项目化课程体系开发、课程教学、人才培
养质量评价、专兼结合教学团队组建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
推进双元育人体制。
建立校企双元育人的教学制度是现代学徒制在我院顺
利实施的基础，在教学中根据课程需要长期聘请紧密型合作
企业的高管与技术总监担任专业教师及校外实训指导教师。
进入企业前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由我院教师来完成，
进入企业后职业岗位所需的实际操作技能则由企业师傅进行
帮、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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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建课程体系和教学管理模式

4.1 校企双元育人的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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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过程中校企共同制订培养方案，共同实施人才培养，共同
完成对学生(员工)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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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高职信息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动手能力要求较高，
而学校里教学安排以理论学习为主，以我院信息管理专业为
例，专业技术类课程的教学安排多是以先理论后实践的方
式，并且是以校内集中实践为主，这种课程体系设计虽然能
让学生初步达到课程实践要求，但是学生不能很好地联系理
论和实践的教学内容，校内实践与实际工作环境仍有出入，学
生毕业进入社会时会出现学用落差的问题，所学的知识在实际
工作时不能直接应用，还需要企业再进行培训才能上岗。

3.2 教师实践经验不足

由于大部分教师是毕业后即到学校，虽然课堂教学经验
丰富，但企业实践经验相对匮乏，有企业经验的老师也因为
脱离市场时间较久，而信息技术更新较快，不能跟上当前技
术的发展，即还在用过去的知识教现在的学生，去面对未来
的工作，因此效果不太理想。

3.3 教学设备不完善
信息类专业对动手能力要求较高，因此需要学生有相关
的实验环境来进行练习，但是由于经费和其他原因，高职院
校校内实训室配备不齐全，不能完全满足教学需求。

4 信息管理专业实施现代学徒制度探索(Explora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ajor)
开展现代学徒制最关键的地方是要突出学校和企业的双
元培养，学生和学徒的双重身份，针对上述面临的挑战，我
院从几点对现代学徒制在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应用进
行探索。

4.3 教学方法改革
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注重指导学生掌握良好的学
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在
课程教学中积极推广启发式、讨论式、开放式、案例式等教
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参与教学的意识，形成以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式、合作式教学模式。

4.4 项目化课程体系的开发
项目课程是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组织课程内容，并以完成工
作任务为主要学习方式的课程模式。通过构建项目课程体系，
可以解决培养目标、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的不协调等问题[5]。
在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导下，学校与企业、教师与师傅
共同参与教学，按照企业用人需求与岗位资格标准来设置课
程，专业主干课程实施项目化教学，项目则来自企业，或来
自教师承接的技术服务，以促进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相互
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使之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在确定项目化课程体系内容构建过程中，调研与我院
合作的数十家企业及毕业生就业岗位需求，确定信管专业人
才所从事的岗位要求及相应的核心能力，围绕所需的核心能
力，针对性地开设核心课程，并安排相应的实践内容，以校
内集中、校内分散及校外集中的方式进行。创建课内与课外
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办学模式，逐步实现核心课程
采用真实企业项目，在校内教师和企业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
践教学。
根据信息管理专业2017级职业人培养方案，专业技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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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践安排如图1所示。

校内考核为评价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企业考核通过学
生完成任务的程度和准确率，设立奖学金，激励学生学习掌
握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管家婆软件应用”项目，部分14
级毕业生直接进入杭州美迪软件有限公司工作，专业能力获
得了公司好评。

5 结论(Conclusion)

m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保证 ，现代学徒制下双师型师资与传统双师型师资相比，除
了教师加工程师之外，还增加了企业讲师的角色[7]。对现代学
徒制下的双师队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设：
(1)实行轮换授课：学校老师与企业教师轮换授课，使学
生能通过实际项目联系课程的理论与实践。
(2)推行教师“双证”授课：教师除了教师资格证之外，
还需要行业资格证书，即既要具备理论教学的素质，也需具
备实践教学的能力。
(3)推进教师顶岗进修：针对教师行业企业经验缺乏的问
题，鼓励专业教师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进修访学，提高实
际操作能力。
(4)实行“双岗互聘”协同创新建设教学团队：鼓励教师
受聘企业，与企业技术骨干组成团队，参与企业实际工作；
同时聘请企业员工为兼职教师，与信管专业教师组成教学团
队，参与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改革与实施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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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信管专业技术课程实践安排
Fig.1 The practice arrange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course of the channel
注：方式中的“分散”是指将实践教学的课时分散到平时
的教学中，“集中”是指安排相对集中的课时进行实践教学。

在高职院校开展现代学徒制是很重要的一种职业培养模
式，本文立足学院信息管理专业进行现代学徒制建设，从教
学理念管理、教学实践、教学方法改革、课程体系建设、双
师培养和考核体系建设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今后，学院
将依托现有的校企合作平台，在当前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尝
试现代学徒制度，有效整合学院现有的教学模式和企业行业
资源，进一步拓展校企合作，建立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制度，
与紧密型实训基地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形成学院专任教师、
企业兼职教师和在校学生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模式，使高职
教育真正和企业行业的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提升高职教育的
教学品质和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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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和企业共同制定考核标准，大力推行理论考试与实
践能力考核相结合、项目功能与开发文档相结合、团队评价
与个人评价相结合、教师评价与企业师傅评价相结合的评价
体系。我院专任教师完成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考核，企业
师傅完成实际操作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和考核，从而实现学生
与学徒，教育和培训，考试与考核的双元育人制度。
在信管专业与杭州美迪软件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的“管家
婆软件应用”实训项目中，考核分为校内考核和企业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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