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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as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status quo of the cohesion 
education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in China, and has analyzed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cohesion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abilities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to establish a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cohesion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how to 
establish a vocational ability training system for connecting students i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the combined teaching method. 

Keywords: cohesion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ability; Culture 
system. 

 

中高职衔接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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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洞悉了目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教育的基本现状，分析了中高职衔接学生职业能力

的构成要素、现状及问题，从制定符合中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力开发

符合中高职衔接的课程体系，建立中高职衔接深度融合的教学方式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建

立中高职衔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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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在中高职衔接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由于没有从顶层设计中高职如何连贯，没有全局性地考虑

职业能力评价工作的开展及指标设计的衔接，造成了各学校在师资、实训场所、校企合作资

源等方面的资源浪费，达不到预期的教育教学效果。本文分析了国外中高职衔接模式现状，

探讨了如何建立中高职衔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体系。 

2. 国外中高职衔接模式现状 

澳大利亚、英国模式。这两个国家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均有国家文件支持，官方文件明确了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地位上的平等性。国家出台了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促使职业教

育和普通教育相互衔接。在国家的支持下，已获得职业资格的学习者可以享受接受更高层次

教育的权利，使得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升学和就业方面具有相同的效力。 

法国、德国模式。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对中职学校学生进行专门培训，使学生达到高中生的学

历水平，获得学历的中职毕业生通过考试进入高职学习。   

美国模式。美国采用课程或大纲直接衔接模式，主要途径是通过对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

来实现其与高中后技术课程的衔接。这种模式在《卡尔帕金斯职业和应用技术法案》中有明

确规定：“联邦和各州政府用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拨款主要任务，一是把高中职业课程(2年)改

为高中后技术教育的准备课程，二是实施中高职课程衔接，即‘2+2’课程。”另外，美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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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社区学院与高中进行合作，共同制定衔接方案并进行实用技术课程的研发。[1]美国连贯

的中高职衔接培养目标、合理的中高职衔接课程设计、规范的中高职衔接政策法规，对加强

我国中高职衔接有重大启示。 

3. 国内中高职衔接基本情况 

概括起来我国中高职衔接主要有二种模式: 

第一，一贯制模式。即在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高职院校面向社会征集“3+2”中高职分

段培养合作中职学校，有意向的中职学校通过申报，高职学校对中职学校实地调研，最后决

定是否同中职学校合作。通过该方法形成的衔接模式，通常叫五年一贯制，一般有两种方式：

“3+2”或者“2+3”,即学生在中职学校学习3年或2年，通过转段考核，进入高职学校学习2

年或3年的模式，毕业后学生获得高职学历。一般情况下，这种模式的开展，是在高职学校的

主导下，联合中职学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监控整个教育教学过程[2]. 

第二，对口升学模式。即中、高职学校没有合作关系，中职学校和高职学校按照各自的人才

培养方案进行人才培养，但是部分中职毕业生可以自主选择参加相应的升学考试。中职毕业

生通过考试进入高职院校学习。例如目前常见的中职毕业生技能高考，就是采用的该种方式。

通过考试的中职毕业生，在高职学习二到三年后获得高职学历。   

第三，直通车模式。该模式通常是由高职院校面向中学招收初中毕业生。学生进入高职院校

后，前三年的人才培养模式按照中职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学生完成三年学习后，高职院校一

般采用过程考核或转段考核，选拔优秀的学生进入高职进一步学习。通过在高职学习两年，

达到过程考核或转段考核标准的学生毕业时获得高职文凭，未达到考核要求的学生，毕业时

获得中专文凭。通过该种模式升入高职的学生比例较低，因此仅在少数高职院校实行。 

4. 中高职衔接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路径 

4.1. 制定符合中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 

在职业素质教育中，职业院校需秉承以学生为本的思想。学生是职业能力培养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制定中高职衔接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时，应在充分对学生调研的基础上，关注中、高职

两个阶段职业核心能力目标的有机衔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校教育和学生自

我教育同步进行。职业核心能力目标的制定，应以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在职业资格分级、

职业能力分层的基础上，针对职业核心能力的需求情况、用人单位要求、专业要求以及中高

职两个阶段的生源特点，对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目标要求进行细化。 

4.2. 高职院校要大力开发符合中高职衔接的课程体系和教材。 

中高职衔接的核心和关键是课程的衔接，课程在衔接上需兼顾不同生源已有的知识基础和素

质差异。公共课设置方面，完成高职教育所必须学习的文化知识，这些基础知识有助于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文化课的内容应基于中职学生的学习基础，且有别于高中生源的文

化课内容，通过中高职双方相关教学单位共同交流、商讨，制定指导性的考试大纲，使得基

础课能够适应不同学生的认知能力，真正的提高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

和掌握是人才培养成功的众多要素之一，可以为学生学习专业课理论知识打好基础。专业技

能课程方面，一方面，中职学生在校期间可以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并且结合兴趣，参加相应

的培训及考试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在获得了某个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以后，可以通过继

续培训或者考试，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等级。教师应当在平时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职

业能力，并且及时给学生传达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资讯，鼓励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证考证，

在考取证书的过程中提高职业能力。高职院校可以在中职升高职的转段考核中，加大对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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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方面的考核，提高学生对其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在中职和高职阶段，都要给学生创造

良好的实习环境，通过实践提高学生职业能力。 

4.3. 强调师生互动，建立中高职衔接深度融合的教学方式。 

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关注普高生源和中职生源学习的差异性，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中高

职衔接班级学生的来源广，一般而言有普高生、中职生、技校生等，学生的学习基础和习惯

都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因材施教。结合以上调研结果，针对普高

生源，在教学活动中应该注意如何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等。对于中职生源的

学生，应当注重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习惯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由于中职学生抽象思维

能力较弱，但是动手能力较强，他们不喜欢枯燥的书本理论知识，更喜欢通过生生或者师生

之间的互动来学习知识，教师应当选择生动有趣的案例，结合课堂活动，例如角色扮演、头

脑风暴等活动引导学生分析讨论。以上活动都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职业素养。 

5. 总结 

中高职衔接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体系不是“中职+高职”的简单叠加，而是制定一体化的人才培

养方案，按中、高职两个阶段人才培养要求，制定符合中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人才培养

目标, 高职院校要大力开发符合中高职衔接的课程体系和教材, 强调师生互动，建立中高职

衔接深度融合的教学方式，构建系统化的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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