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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力本位的高职课程模式构建 

冯秀茹  崔会拥 

（河北省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  河北省张家口  075000） 

[摘  要]针对当前高职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现状，本文分析了能

力本位美国职业教育课程构建模式的内涵，论述了如何应用能力本位来构建我国

高职课程模式，并结合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设置的相关专业的课程模式构建进行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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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随着我国经济向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方向

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日益显露出它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茫然和无

所适从，而不能满足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专

门人才要求。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

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市场不仅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型、工程型

人才，同样需要职业专门化的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即要求从业者

要具备某一专门职业的资格和能力，以提高职业效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美国两份重要的报告：American Choice：High Skills or 
Low Wages 和 What requires of schools 中，批评了当时教育界不能

成功地培养那些未能进入大学里的学生成为具有技术和创造力的劳

动者。据不完全统计，1992 年美国有 340 多万年龄从 14 岁到 24 岁

的年轻人未能完成中等学校的课程，并且有 3/4 成为劳动者的中学

生未能接受再教育，于是这些年轻人特别缺乏 21 世纪劳动者所必需

的技术和知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美国政

府提出了一种用以帮助中学生和中学毕业生得到更好的职业训练的

教育方式——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 CBVE （ CBVE ：

Competence-based Vocational Education）。 

1.关于 CBVE 

能力本位职业教育，又称 CBVE（Competence Based Vocational 
Education），是一种满足企业需求和培养真正能力的职业教育方式，

它强调新手在学校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目的是怎样使新手获得从事

一种职业的资格，其核心是如何使学员具备从事某一职业所必需的

实际能力。它的教育理念在于将传统教育中强调教育过程转化为强

调教育效果。与传统教育相比，CBVE 提高了产品循环在发展职业

教育中的地位。同时，与过去以传授知识为基础的职业教育相比，

CBVE 培养的人才能更容易地适应将来的就业以 满足企业的需求。

同过去以企业需求为基础的职业教育相比，CBVE 容易应用于更广

泛范围的企业需求，换句话说，CBVE，目的就是培养能力和具有

潜在能力的劳动者。 

2.CBVE 课程模式构建特征 
2.1 以能力为教学基础，以能力为主线设计课程。这里的能力

是一种综合的职业能力。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与本职业、本岗位

密切相关的、必不可少的知识；二是实际操作、动手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三是态度；四是反馈。这种以能力为教学基础的职教模式，

打破了传统的以学科为体系来制定教学计划的做法，有利于专业技

能的培养。  

2.2 学生自我评价。美国能力本位职业教育理论认为，教师是

学生学习过程的指导者和管理者，学生要按照学习指南的要求并根

据自己的实际制定学习计划采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学生在完成

学习任务后先进行自我评价。这就确立了以能力标准为参照评价学

生多项能力的标准参照评价模式。 

~~~~~~~~~~~~~~~~~~~~~~~~~~~~~~~~~~~~~~~~~~~~~~~~~~~~~~~~~~~~~~~~~~~~~~~~~~~~~~~~~~~~~~~~~~~~~~~~~~~~~~~~~~~~~~~~~~~~~~~ 

他人，理解他人，与他人和谐相处。这种教育也是人类社会和谐生

存的重要基础。马克思说：“人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

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
[24]

这种爱的教育在当代社会中尤其必要。当代社会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人情冷漠，人与人的隔 加强，人们对他人对社会的爱和关心

普遍减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9 年在我国召 的面向 21 世纪国

际教育研讨会上提出 21 世纪应把“关心”作为教育的中心课题。会

议认为，由于过去的教育 大缺欠的是没有将教育我们的学生学会

“关心”放在重要位置，所以我们的学生普遍缺少关心，所以未来

的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学生首先学会“关心”。这里所

说的关心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爱的教育，它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它

并不意味着只关心自我，更重要的是要关心他人，要关心社会，关

心人类，关心一切与人类生存命运相关的事物。
[25]

弗罗母在谈到爱

时说，性爱是排他的，而母爱、兄弟之爱等，都是以关心他人、理

解他人为前提的。对朋友、对同学、对师长、对老弱病残的关心和

爱护，都属于他爱的范围。当然，性爱与他爱并不矛盾，它们都是

人类爱的能力体现，都必须做到自爱与他爱的结合。一个不能爱他

人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尊重自己爱护自己。但是，他爱与性爱比较，

更多的包含着对人类的关怀和理解，更加高尚和无私。这种爱所包

含的浓烈的情感要素，更是与美育活动息息相关的。 

三、爱自然、爱人类生态环境的教育。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人

类社会赖以发展和生存的基础。在工业化社会产生前，人与自然基

本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和密切的交往。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人与自

然这种和谐关系和密切交往被破坏。有感于此，一些哲人、诗人、

艺术家 始憎恶现代工业社会，憎恶城市文明，而试图回归到古朴

的自然状态中，回归到古老的乡村田园生活中。卢梭就是一位典型

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自然使人善良，社会使人邪恶”，提出了“远

离社会，回归自然”的主张。英国湖畔诗人也认为只有乡村田园生

活才更符合人类生存的本性。这些诗人、艺术家的感慨虽然带有空

想的脱离现实的倾向，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则是任何关心人类

生存的人们所不能忽视的。早在 19 世纪中期，在近代工业文明蓬勃

发展的时候，恩格斯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

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26]

而进入

20 世纪和 21 世纪后，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 发却更为猛烈，人类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却更加突出。这不能不要求回到爱的立场，对人

类生存的环境，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予以更强烈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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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学形式灵活多样。这种职业教育模式强调企业的需求和

学生的主体作用。凸显学生个体发展的目标；突出学生个体的独立

身份、权利与价值；强调对学生综合才能以及创造性的培养，以能

力和绩效为本位。 

2.4 重新整合课程，建立新的质量评价体系，改革考试、考核

方法。 

2.5 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中心，建立实训课课程体系。提高学生

社会实践能力，走产学合作的道路。 

3.CBVE 课程模式构建环节 
3.1 职业能力分析。这种能力的培养是实施 CBVE 的第一步，它

的目的是将一个工作分为几部分，将每部分又分为不同的任务来决

定对于每一部分及每一项任务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方法常常由一

些分析人员，一个协调者和一个秘书组成的委员会来实施。为了证

明这项工作的客观性，教师和教育界人士不出席现场。然而，一些

优秀的经理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可以参与其中。职业能

力分析可以使目标内容具体化，使职业技术教育专业与社会上各种

各样职业的内在联系、教学过程与职业活动过程的内在联系显现出

来，使职业教育过程有利于企业、社会的参与，职业教育成果便于

社会检验。在内容上，要根据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对人才的职业

能力和个人素质的新需求，扩大职业分析的范围。如，不仅分析专

业能力还要分析非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不仅分析职业

能力还要分析个人素质。在分析方法上，从单一职业的分析、单一

专业的分析，向职业群的分析、一组相关专业的分析转化；从静态

分析向动态分析转化。这一改革可拓宽专业，加强共同专业基础，

形成宽基础加专门化培养方向的专业课程结构。 

3.2 职业发展指导。技术的更新，职业的分类，经济的发展和

雇主的需求需要给学生提供关于职业发展的课程指导，并使不同年

龄段学生在职业发展指导帮助下进入职业学校学习。职业发展指导

可分下面三部分来讨论：第一，自我认知领域的指导：理解一项任

务的能力；与别人进行沟通的能力；适应客观世界及其变化的能力。

第二，教育和职业探索领域的指导：理解教育效果价值的能力；理

解教育和职业之间关系的能力。第三，职业计划领域的指导：决定

某种职业的能力；了解实际生活中不同人之间联系。 

3.3 职业教育课程设计。职业教育课程设计也经常由一些企业

家，专业技术人员和教育界人士为主要人员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

来实施。根据国家能力评价标准及规定，这个委员会能够设计一些

能适应社会实际发展的课程。职业技术课程设计“要按照突出应用

性、实践性的原则重组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通过“精简、

融合、重组”等途径，促进课程结构体系整体优化，更新教学内容，

以增强学生社会适应性。高职高专课程体系改革要围绕具体的培养

目标，认真研究专业人才培养规格，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构建出

形神兼备的课程体系。 

课程模式改革的具体目标是：第一，突出课程的职业指向性，

以职业岗位能力为基础，使学生获得的知识、技能真正满足职业岗

位（群）的需求。第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第

三，强化学生职业能力训练，综合 发学生的职业能力，如合作能

力、解决矛盾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第四，强化学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提高学生就业上岗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4.商务英语专业课程模式构建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对各个专业进行了基于能力本位的

课程模式构建的探索。现以商务英语专业为例，为培养培养拥护党

的基本路线，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以英语为主要工作

语言，能听、说、读、写、译，并掌握商务知识，使用各种现代化

办公设备，适应在各类对外贸易单位、行政事业单位、中外中、小

型企业从事商务秘书、翻译、外贸业务员、单证员等岗位工作的商

务英语应用型专门人才，整个教学安排按照“以英语为核心，以商

务为背景，以实践为主线” 进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模式的构建，设

计为语言课程、商务专业课程和综合技能实训课程三大模块，每个

能力模块均有详细的教学目标、教学及学习方法、考核内容及形式、

评价标准等，学习内容、学习期限、学习计划、时间安排、进度深

度均因人而 ，灵活掌握。各模块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交叉循环，

使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与技能经过不断在更高层面上的重复而得到强

化。商英结合，英为商用。 

5.能力本位美国职业教育课程构建模式对我国高职
课程模式构建的启示 

能力本位职业教育不同于传统的知识本位学科本位的职教价值

观，它为职业教育体系改革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它的基本思想对

能力的强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我国职业教育的实际出发，我

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借鉴美国的能力本位职业教育课程构建模式：  

5.1 必须把能力本位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我国职业

教育原有课程构建模式已不能满足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高素

质、技术化、专业化的劳动者和人才的要求。我们应该吸取能力本

位职业教育理论的精髓，树立以能力为本位的指导思想建立能力本

位的教学体系。  

5.2 必须吸取能力本位职业教育课程构建模块化的课程设计思

想。课程模块化是课程改革的一种手段。模块化课程教学有利于调

整和实施教学计划，合理配置教材 发资源，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机。 

5.3 必须加强教师能力，优化教学设施，保证能力本位职业教

育的有效实施。教师能力的高低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学生能力的培

养，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与能力是实施能力本位教育的关键。教学

设施是教育必须的物质条件。学校应提供与教育任务 施教对象相

应的基础设施，保证与知识更新能力培养相配套的仪器设备的到位，

使学生有足够的学习实践空间优化教学设施。  

综上所述，借鉴美国能力本位职业教育课程构建模式，还要学

习能力本位职业教育基于市场分析来设置专业进行课程 发的做

法，因材施教教学原则的充分运用，以及密切企业与学校的联系的

做法。如何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 CBVE 的实质，学习其实质，联系中

国的实际，把它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来全面吸收，是亟待解决的一

个问题。在当前的高职课程改革中，只有树立正确的职业教育课程

观，理解和把握职业教育课程的真正涵义，突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的基本特征，按照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能力本位为主线，设

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和培养方案及构建课程模式，我们的课

程体系和课程模式改革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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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form of high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 and 

teaching contents at pres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constructing 
curriculum mode of American high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CBVE，argues how 
to construct high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 based on CBVE and takes 
constructing curriculum mode of the relevant major set by Zhangjiak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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