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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全国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3月 21至 22日，2017年全国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会议的

主要任务是，总结 2016 年工作进展，分析“十三五”期间发展形势，部署 2017年工

作，推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向着现代化目标加快前进。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

晓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2016 年，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加强顶层

设计，强化工作落实，狠抓薄弱环节，在坚定方向、精准发力、提高质量、以点带面

上下功夫，各项工作有氛围、有势头、有措施、有亮点，实现了“十三五”开门红。 

  会议强调，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从规律出发，抓住关键、突出重

点，切实让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香起来、亮起来、忙起来、强起来、活起来、特起

来。 

  会议指出，2017 年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总要求是稳中求进。方向要稳，坚持高

度重视、加快发展的总方针，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确保在实现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力争上游、努力走在前边；目标要稳，加快构建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做强中职、做优高职、做大培训、做好职业启蒙，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构建更加开放畅通的人才成长“立交桥”；阵地要稳，保持职普招生规模大体相

当，坚定办好中等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培训。服务要进，紧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

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内涵要进，狠抓体制机制和模式创新，着力做一些有示

范引领作用的改革探索；队伍要进，畅通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渠道，完善职业院校用人

机制和教师培养培训制度，建设高水平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会议对坚决落实中央

部署、着力培养大国工匠、不断扩大职业教育影响力、持续抓好继续教育等重点任务

进行了部署。 

  江苏省教育厅、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教育局、厦门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云南省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等 8个单位作了交流发言。教育部相关司局

和直属单位的负责同志，中华职教社、中国职教学会、中国高教学会、中国成教协会

负责同志，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部分行业企业及职业院校、普通

高校代表参加会议。 

（来源: 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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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7年会召开 

3 月 23 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7 年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占山，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中国职业

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杨进，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周为，江苏省教育厅巡视员、江苏省

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杨湘宁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孟庆国、董刚、李祖平

等领导出席会议。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作了学会工作报告，系统地回顾了 2016

年的工作，说明了 2017 年的学会工作总体思路和要点。他指出 2017 年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部 2017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及有关

工作部署，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加快推进

职业教育现代化这一战略任务，充分发挥学会的功能和作用，用优秀的理论和实践研

究成果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推进职业学校加强内涵建设，注重特色发展，推进中

职做强、高职做优、培训做大，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国家发展的支撑力，以优异

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司树杰、北京航天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庄

鑫、学会期刊工作委员会主任、《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社长于志晶分别以“贯彻决

定精神，推进教育扶贫”“中国特色的智慧云制造”“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提供坚实

人才支撑——《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学习体会”为题做了主题报告。杨进、李

祖平、董刚主持了不同阶段的会议。  

各省（市、区）地方学会、行业教育学（协）会、学会下属机构等单位有关负责

人，部分行业企业及职业院校、部分媒体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网） 

  

《悉尼协议》中的专业建设概述 

    一、《悉尼协议》中体现的专业建设理念和逻辑 

     《悉尼协议》是由西方多个发达国家的各类工程教育学会共同签署的国际工程教育

资格互认协议，其标准强调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规范各领域毕业生该有的核心能

力，尊重各专业的特点和特色，重视教师的教学成效而非研究成果，并强调 3 个核心

点：1.专业是否具备定期而有效的毕业生职业发展跟踪评估制度；2.专业是否确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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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毕业时已具备应有的专业核心能力；3.专业是否具备持续改善的机制并取得相应

的效果。《悉尼协议》是针对高职的国际化的专业建设范式，与针对本科的《华盛顿

协议》一样，都遵循着“实质等效”的建设标准与“持续改进”建设理念，普林斯

顿、麻省理工、剑桥、牛津等名校的知名专业都通过了后者的认证，其权威性和先进

性不言而喻。 

   在专业建设的理念上，它提出以学生为中心，针对目标专业优势与地域特色进行

培养目标的制定，并通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设施建设、支持条件的质量监控和不

断建设，有效保证最关键的一环——毕业要求的达成。通过毕业要求和学习成果的对

比分析和多方反馈，检视专业培养目标制定的合理性，指导课程、师资和支持条件的

科学调整和持续改进，最终完成专业教学质量和培养质量的提升。将这一系列“制定

——建设——达成——反馈”的内容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目标专业便可借助这一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良性循环，获得快速有效的科学建设和持续不断的改

善进步。 

    二、《悉尼协议》的国际价值与对于高校专业建设的指导意义 

   从院校角度来讲，通过《悉尼协议》认证的高职专业，代表其人才培养质量受到

国际认可，有助于缔结国际姊妹校，与同样获得《悉尼协议》认证的国外大学进行双

联学位、交换生和学分互认等交流，这将大大增加院校在国际上的能见度与信誉。 

   从毕业生角度来讲,通过《悉尼协议》认证专业的毕业生,因为其国际认证机构与

他国对等机构签署了国际多边协议，于国外申请专业工程师执照时，或参与其服务公

司的国外竞标工程案时，学历会受当地政府认可，提升其专业上的国际流动力和竞争

力，许多国家也将工程教育认证当做技术移民申请的门槛。这项与国际接轨的功能以

及对毕业生权益的保障,是国内任何评价无法赋予的价值。 

   从专业建设角度来讲，国内高等教育改革普遍都开始注重“效果”、“成效”这

一问题，在落实制度和措施的过程中，若想证明建设取得了预期的建设效果或者改进

效果，则必须选取可测量的指标让建设与改进的受益者——学生、教师、企业进行评

价。只有通过第三方的客观评价，院校与专业才能真实地衡量建设的效果，看到工作

中的亮点与不足，指导以后持续性地改进。这其实就是《悉尼协议》中的举证思想，

即通过数据与材料来说明专业建设的增量与成果，证明改进的效果。这也是对于学院

开展专业建设最前沿和最实际的指导。  

    三、结合高校重点工作应如何开展专业建设 

   1.加强专业建设，提升专业发展内涵。目标建设专业可以从在校生的学习角度、

从毕业生的工作角度两方面了解本专业学生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体系等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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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与建议，及时优化和调整培养过程；定期召集行业、企业专家对课程体系进行设计

和修订，保证课程的质量与实用性；专业还需要对每门课程教学方法、教学材料、授

课满意度进行评估，将反馈结果用于教学过程的改进，提升教学效果。  

   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与专业建设的课程体系标准项结合起来，通过教学评价、在校

生全程跟踪调查进行评价和改进。  

   2.制定教师发展规划,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质。教师授课效果应是专业关注的重

点，因此目标建设专业需要从教学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对教师进行同行评价与学生

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用于教师能力的改进；专业还需要具有支持教师成长与职业发展

的制度与措施，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研究与改革，为学生提供指导、咨询等服务。 

   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与专业建设的师资队伍标准项结合起来，通过教师发展评价、

在校生全程跟踪调查进行评价和改进。 

  3.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各专业都有职业、行业的特色，为了满

足岗位素质与技能的提升、知识的更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目标建

设专业应具备符合学校定位的、体现行业特色的、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培养目

标，并根据专业独特的毕业要求，如目标职业、行业所需的素质与技能，有效开展培

养学生具体能力、知识、素养的关键活动，进一步提高专业培养水平和人才产出质

量。 

    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与专业建设的培养目标标准项结合起来，通过五年后调查、用

人单位调查进行评价和改进。  

（来源：悉尼协议论坛 [DB/OL]） 

《悉尼协议》中的专业建设持续改进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CEEAA提出，根据《悉尼协议》的专业建设标准，要

求认证专业建立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各主要教学环节有明确的质量要求，通过教

学环节、过程监控和质量评价促进毕业要求的达成；定期进行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质

量的评价。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以及有高等教育系统以外有关各方参与的社会评

价机制，对培养目标是否达成进行定期评价。能证明评价的结果被用于专业的持续改

进。该部分的重点在于专业有没有以常态化机制的形式，保持持续改进的信息反馈渠

道通畅和定期进行关键指标的增量测量。 

台湾工程教育学会 IEET对于专业持续改进标准项的定义是专业须提供自我评量过

程及具体成效，以及持续改善专业和落实成果： 

①须持续确保学生在毕业时具备核心能力。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Q4MjEzNg==&mid=2247483777&idx=1&sn=55229b6bdf30948e2e7c7835f8bb086e&chksm=eb30abb6dc4722a03e913204589b63e4768c86490f853d186118136be6ee069530747148b3e2&mpshare=1&scene=23&srcid=0317dySUYR9aSzFctkBsmY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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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课程与教学须持续符合产业需求，及培养学生实务技术能力。 

③其他持续改善之机制与成果。 

香港工程师学会 HKIE 对于专业持续改进标准项的定义为学校对社会和职业需求

保持敏感性，以发展专业应对本地和国际要求，为职员发展技能以帮助专业达到本

地、国际的职业和学术水准提供机会，这些都是学校义不容辞的任务。为了做到这一

点，HKIE认为学校有责任将工程专业、行业和高等文凭专业及其发展联系起来。 

美国工程技术评审委员会 ABET对于专业持续改进标准项的定义为专业必须定期使

用适当的评估方式评估学生成果的达成度，并记录过程。这些评估结果必须被系统地

用于专业的持续改进。除此之外，也可以有其他信息协助专业持续改进。 

（来源：悉尼协议论坛 [DB/OL]） 

《悉尼协议》中的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依照《悉尼协议》开展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关键是参照其诸多成员国

家或地区实质等效的认证标准，将标准的要求转变为专业建设的行动方向。表 1是

《悉尼协议》成员 ABET、HKIE、IEET工程类专业认证标准相对比。可以看出其国际范

围内实质等效的专业认证标准可以归纳为七大认证标准项，即专业培养目标、学生、

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支持条件、持续改进。同样，本科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也对专业认证标准项归结为这七大方面。 

表 1 《悉尼协议认证标准的“实质等效” 

认证标准范式 

（七大项） 

悉尼协议 

ABET 

悉尼协议 

HKIE 

悉尼协议 

IEET 

专业目标 培养目标 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 

学生毕业要求 
学生 

培养结果 

学生评估 

招生标准 
学生 

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 
教学效果及评估课程 

组成 

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 教师 

支持条件 
设施设备 

支持条件 
资源 

设备及空间 

行政支援与经费 

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 
专业标准 

专业改进 
持续改善效果 

 

    一、培养目标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CEEAA提出，该标准项要求认证专业要有公开的、符

合学校定位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能反映学生毕业后 5年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Q4MjEzNg==&mid=2247483777&idx=1&sn=55229b6bdf30948e2e7c7835f8bb086e&chksm=eb30abb6dc4722a03e913204589b63e4768c86490f853d186118136be6ee069530747148b3e2&mpshare=1&scene=23&srcid=0317dySUYR9aSzFctkBsmY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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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在社会与专业领域预期能够取得的成就。定期评价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并根据评价

结果对培养目标进行修订，评价与修订过程有行业或企业专家参与。该部分的重点在

于专业是否将抽象的培养目标具体分解为核心能力并进行有效评估，最终使得培养目

标可量化、可评估。 

台湾工程教育学会 IEET 对于专业培养目标标准项的定义是评量专业的教育目标及

其合理性，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①须具备公开且明确的教育目标，展现专业的功能与特色，符合时代潮流与社会

需求。 

  ②须说明教育目标与学校愿景/教育目标的关联性及形成的流程。 

  ③须说明课程设计如何达成教育目标。 

  ④须具备有效的评估方式以确保教育目标的达成。 

    香港工程师学会 HKIE 对于专业培养目标标准项的定义是专业的目的、目标和理念

符合相应的工程高级文凭水平的教育标准和职业的要求。学校应证明专业如何满足目

标以及专业怎么应对未来的发展。 

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 ABET 强调，专业应有公开的、符合学校定位、满足专业

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培养目标。必须有文件、系统实现和有效过程，使专业利益相关者

可以定期审核专业培养目标以保证它们是和学校使命、专业利益相关者需求相一致。 

二、毕业要求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CEEAA提出，该标准项要求认证专业必须有明确、公

开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专业应通过评价证明毕业要求的

达成。专业制定的毕业要求应完全覆盖以下内容：工程知识、问题分析、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研究、使用现代工具、工程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职业规范、个人和

团队、沟通、项目管理、终身学习。该部分的重点在于专业是否通过有说服力的证明

材料（成绩、课题、发展质量、自评、他评等）对各项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进行有效

举证。 

《悉尼协议》文件也对毕业生提出了明确的毕业要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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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对于毕业要求中提到的“广义工程问题”和“广义工程活动”提出了明确

的定义，具体见表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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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工程教育学会 IEET对于专业毕业要求标准项的定义是本规范评量专业的教学

成效。学生在毕业时须具备下述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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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熟用专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术、技能及工具的能力。 

  ②执行标准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实验于改善实务技术的能力。 

  ③运用创意于实务技术的能力。 

  ④计划管理、有效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⑤确认、分析及解决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⑥认识时事议题，了解实务技术对环境、社会及全球的影响，并培养持续学习的

习惯与能力。 

  ⑦理解及应用专业伦理，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点。 

 香港工程师学会 HKIE 和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 ABET对于专业毕业要求如表 5： 

 

 

（来源：悉尼协议论坛 [DB/O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Q4MjEzNg==&mid=2247483777&idx=1&sn=55229b6bdf30948e2e7c7835f8bb086e&chksm=eb30abb6dc4722a03e913204589b63e4768c86490f853d186118136be6ee069530747148b3e2&mpshare=1&scene=23&srcid=0317dySUYR9aSzFctkBsmY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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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协议》中的学生及课程体系 

    一、学生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CEEAA提出，该标准项要求认证专业具有吸引优秀生

源的制度和措施。具有完善的学生学习指导、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心理辅导等方面

的措施并能够很好地执行落实。对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跟踪与评估，并

通过形成性评价保证学生毕业时达到毕业要求。有明确的规定和相应认定过程，认可

转专业、转学学生的原有学分。该部分的重点在于专业是否建立了系统的学生成长与

毕业生发展跟踪监测体系。 

台湾工程教育学会 IEET对于专业学生标准项的定义是本规范评量在学学生的教育

与毕业生的品质与能力。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①须订有配合达成教育目标合理可行的规章。 

 ②须订有鼓励学生交流与学习的措施及办法。 

 ③须确切说明如何能持续并有效执行学生的指导与评量。 

 ④须能要求学生在毕业前完成所有的要求。 

 香港工程师学会 HKIE认为，招生选择的标准，要与大部分可以在限定时间以期望

的标准完成学业的学生保持一致。对学生表现的评价，应该能证明为达到专业培养成

果而进行的学习过程的有效性。HKIE相信一个独立的质量保障体系，比如说独立的外

部检查系统或同等功能的系统对于维持专业的学术水平是相当重要的。 

 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 ABET强调，学生表现必须被评价。学生的进展应该被监

控以培养学生最终达到培养结果要求，从而使毕业生达到培养目标。学生必须得到有

关课程和职业的指导和建议。专业必须有执行过程确保学生毕业的时候满足所有毕业

要求，并有文件记录。 

二、课程体系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CEEAA提出，该标准项要求认证专业课程设置能支持

毕业要求的达成，课程体系设计有企业或行业专家参与。本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项中要求课程体系必须包括： 

与本专业毕业要求相适应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至少占总学分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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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工程基础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与专业类课程（至少占

总学分的 30%）。工程基础类课程和专业基础类课程能体现数学和自然科学在本专业应

用能力培养，专业类课程能体现系统设计和实现能力的培养。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文）（至少占总学分的 20%）。设置完善的实践教学体

系，并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实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设计

（论文）选题要结合本专业的工程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协作精神以及综

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和考核有企业或行

业专家参与。 

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至少占总学分的 15%），使学生在从事工程设计时

能够考虑经济、环境、法律、伦理等各种制约因素。 

该部分的重点在于专业是否通过矩阵表、评价体系、Rubrics等科学的工具和方

法，证明现行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达成形成了有力的支撑。 

台湾工程教育学会 IEET对于专业课程体系标准项的定义是专业课程设计与内容须

与专业培养目标一致，且至少应包含数学及基础科学、专业与实践课程及通识课程等

三大要素，其中： 

①数学及基础科学课程能符合教育目标及专业实践技术所需。 

②培养学生技术专精的专业与实践课程须占最低毕业学分的 3/8 以上，其中须包

括：a.整合实践技术能力的专题或实作 

 b.实验或实作至少 8学分，总计不少于 288小时（不包含课外实习） 

 c.通识课程须与专业领域均衡，并与学程教育目标一致。 

③课程规划与教学须符合产业需求，并能培养学生将所学应用于实务技术的能力。 

香港工程师学会 HKIE 提出，高等文凭的学校课程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即数学和

计算、工程学科和补充研究。 

    ①数学与计算机课程（建议占总学时的 5%-15%） 

    ②工程学科（建议占总学时的 60%） 

 a.工程科学（包括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电气和电子电路、材料科学、土壤

力学、空气动力学、控制系统、交通等课程） 

 b.工程设计 

 c.实验室和现场工作 

 d.项目 

 e.实习实训 

 f.健康、安全和环境 

 ③辅助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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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交流（课堂使用的口头、书面文字应有艺术性、实用性，并在必要之处用图画

帮助学生理解） 

 b.工程职业 

 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 ABET提出，课程应有效发展以下科目以支持毕业要求和

培养目标的达成。 

 ①数学，专业应该发展学生应用数学知识去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 

 a.副学士专业至少应包括代数和三角法，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学生成果和专业的

教育目标。 

 b.学位专业应该包括积分和微分的应用或其它高于代数和三角的课程，以在一定

程度上达成学生成果和专业的教育目标。 

 ②技术内容，应该集中在科学与工程的应用。 

 a.应该占专业总学时的 1/3到 2/3。 

 b.包括为学生准备之后日益复杂的技术专业课程 

 c.培养学生使用本学科相关的使用设备和工具的能力 

 ③物理和自然科学（包括与学科相关的物理或自然科学实验经历） 

 ④集成的内容（为学生提供顶点或集成经验，培养学生应用技术及非技术技能解

决问题的能力） 

 ⑤合作教育（产学研合作/实习实践） 

（来源：悉尼协议论坛 [DB/O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Q4MjEzNg==&mid=2247483777&idx=1&sn=55229b6bdf30948e2e7c7835f8bb086e&chksm=eb30abb6dc4722a03e913204589b63e4768c86490f853d186118136be6ee069530747148b3e2&mpshare=1&scene=23&srcid=0317dySUYR9aSzFctkBsmYAE##

