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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阐述了专业建设的含义，分析了高职专业建设的发展现状，基于就业能力培养是当前职业教育的基础，探讨了从提

高学生就业能力开展专业内涵建设的途径，以期促进高职专业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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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置的动态性特点 ；高职教育对需求的反映一般

指出“当前高等职业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

较滞后，人才培养的时间比较长，决定了专业设置

会发展的需要，质量有待提高，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的前瞻性的特点。专业“如何设”一定是以市场需

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就

求为前提的。

业能力培养是当前职业教育的最强音，专业建设是

（2）专业“如何建”

高校人才培养的载体，围绕就业能力培养，积极开

专业人才培养有着自身规律和科学性，专业

展专业内涵建设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

“如何建”才能培养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高

命题。

1

专业建设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有学者用系统的观点探索高
职专业建设，提出高职专业建设的“框架结构”，从
纵向方面展开，分为三个层次 ：理论层面-设计层

专业是指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根据社会

面-操作实施层面 ；操作实施层面从横向展开，又分

分工的需要设立的学业类别，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因

为三个子系统 ：专业建设核心主体、专业建设保障

素共同构成。外部因素是经济、产业等的社会分

体系和专业建设评价反馈体系［2］。

工，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是专业存在的

专业“如何设”是前提，
“如何建”是关键。职

基础和前提 ；内部因素是专业自我价值的实现方

业教育发展遵从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的原则，专业

式，是相对固定的，随着专业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变

建设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以人才培养方案的设

化，专业建设两者缺一不可。［1］

计为突破口，带动专业各要素的建设。［3］

专业建设首先要解决好专业“如何设”和“如
何建”的问题，也是处理好专业的两个因素的关系
问题。
（1）专业“如何设”

2

专业建设发展现状分析

2.1 专业建设重“成效”轻“实效”
、
“重规模、轻质量”
2006 年，教育部制订《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

2015 年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

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服务区域

育（专科）专业目录》设置专业大类 19 个、专业类

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就业为导向，加快专业改革与

99 个、专业 748 个。专业设置对接区域产业需求，

建设”，明确提出对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专业体系建

高职院校设置什么样的专业必须进行外部因素分

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师资建设及教学

析和调研，形成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结合学

质量保证体系等方面的要求。随后，国家又出台了

校办学现状形成“专业设置可行性报告”。区域经

很多促进专业建设改革的文件，各高职校积极投身

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过程，决定了专

到示范校、骨干校、品牌专业、特色专业等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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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成效”轻“实效”、
“重规模、轻质量”。就业导

3.2 学生就业能力培养融入专业建设全过程是关键
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不是开一门职业生涯规划

向、能力发展已成为职业教育的最强音，然而，专业

课程，或是就业部门组织几次就业培训就可以了，

建设没有真正以学生为中心，对学生就业能力培养

应落实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把就业能力的培养纳入

重视不够。

课程体系，实现招生、培养和就业协调联动。只有

2.2

招生形势变化使就业能力培养更加紧迫
按专业录取投档适应招生改革形势需要，福

这样才有可能使就业能力与其他的知识技能处于

建、浙江在高考统一投档录取中已经实施。按专业
录取投档是以专业为投档单位，若不录取，则直接

就是琐碎的，不完整的。［4］
从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向选择来看，毕业生

退档，不存在院校内进行专业调剂的问题。从学生

职业技能和素养的缺乏，是导致其不能顺利就业

方面看，有利于学生个体发展，使更多考生能够从

的重要原因。

中。但是，专业建设还在不停的摸索中，专业建设

职业规划的角度去思考、去谋划、去填报高考志愿 ；

同等地位，引起教师的重视，否则就业能力的培养

（1）加强职业技能教育，为学生顺利就业提供

从学校办学看，利于形成专业办学特色，改变“千

前提保障。职业技能教育，是对学生在不同水平

校一面”状况。但同时，招生专业实力的强弱，尤

的普通教育的基础上所给予的特定的专业技能教

其是专业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强弱将成为考生填

育，使学生能够掌握特定职业的基本知识、实用知

报志愿时考虑的主要因素，给专业人才培养带来了

识和技能技巧。［5］在保障一定量实训、顶岗实习

很大的挑战，专业内涵建设水平急需提高。

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完善职业

3 加强专业内涵建设管理，注重学生就业
能力培养

技能大赛的学分转换制度 ；根据专业和职业对接
情况，开展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
度 ；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专业

就业能力既包括找到工作的能力，还包括持续

与职业、岗位的紧密结合，实现上学即上岗，等等。

完成工作、实现良好职业生涯发展的能力。专业是

（2）加强职业素养的培养，增加用人单位满意

否与产业紧密相连，是否把就业能力培养列入人才

度。职业素养是指职业内在的规范和要求，是在从

培养目标、融入专业培养全过程，是否列入专业质

事职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品质，职业素养量化

量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中等等，都是影响学生就业能

而成“职商”，是一个人职业生涯成败的关键因素。

力的重要方面。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要突出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

3.1

理念，梳理职业特定的职业素养，并在培养目标中

常态化的专业调研机制是必要前提
高职专业建设对接产业发展，专业市场调研尤

体现出来，做到知识、能力、素养培养同步设计、同

为重要。专业调研不仅要有政策研究、企业走访、

步培养、同步考核。比如安全意识是机电类岗位需

第三方数据分析和相关院校专业设置情况调查等

要的职业素养之一，那么在课程操作中就要培养学

传统调研方式，更要随着网络的发展、大数据时代

生的规范操作意识。

的到来，建立毕业生大数据库，尤其对招生时间长、

（3）加强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促进学生高水

毕业生数量多的传统优势专业，要实现对数据的动

平就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

态分析，实时对接动态调整专业建设。

进入新常态时期的新要求，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也

通过市场调研，做好专业定位和专业内涵的界

成为当下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完善课程体系，

定，为新专业设置、专业调整和撤销、专业课程结构

建立双创基础课程，将创新思维培养融入专业课

和内容设定提供依据。比如铁道运输行业近几年

程 ；重视第二课堂，积极开展各类大赛，鼓励创新

发展迅猛，人员缺口比较大，在有行业高职院校存

项目等，全方位推动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

在的情况下，普通高职院校如果设此类专业，专业

创新能力的培养，实现创新基础上的创业，最终

定位在哪，内涵界定是什么，培养的学生主要面向

达到高水平的就业。

哪些岗位的工作等等。专业建设的全过程都离不

职业技能、职业素养和创新创业能力是影响

开市场调研，市场调研越充分、扎实，专业与市场对

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因素，需要理论课堂、实践

接越紧密，学生越容易找到工作。

课堂和第二课堂紧密结合，融入专业建设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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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业建设委员会和综合评价体系是重要保障
（1）建立专业建设委员会，加强理论研究和实

招生制度改革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面临着前所未有

践指导。专业建设不只是院长、专业带头人，或者

的关注和挑战，高职院校要根据专业建设特点，结

团队教师的事情，更是关系学校长远发展的大事，

合自身专业发展实际，理清思路，扎实推进专业内

需要系统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建立校内专家

涵建设，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从而增强学校的竞

与校外行业、企业专家组成的专业建设委员会，对

争力。

全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及具体的市场调
研、职业素质培养等方面进行指导，帮助解决专业
带头人、二级学院在专业建设中的困惑。

高职专业建设受到自身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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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pecialt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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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eaning of specialty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pecial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fact that cultivation of employability is the basi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discusses the ways of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onnotation to improve students’employabilit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specialty construction and its management.
Key words ：specialty construction;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emplo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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